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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西洋情人節前後的香港，我們圓了一個關於棒

球的浪漫想像—和來自各國的女子棒球選手打球、交

流和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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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ＶＳＶＳＶＳＶＳ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008/02/14 

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0：：：：10 

 

==================================================== 

最震撼的一場比賽最震撼的一場比賽最震撼的一場比賽最震撼的一場比賽————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008 年的 2 月 14 日，我會永遠記

得這個日子!  

好像夢一般，我竟然就這樣站在

香港的土地上與這群日本人打一場正

式的比賽，沒有緊張但興奮異常，沒

有害怕但衝擊很大!我曾經以為只有

科班學生球隊才可能有國手般的身

手，也曾經以為沒有教練學長姐的全

天候督促要自我訓練到有很好的體能

是癡人說夢，然而當我看到這支所謂由日本社會人士組成的業餘女子棒球隊，有

這樣的速度這樣的體能這樣的身手這樣的精神戰力，我只能說得不了分是非常合

理的!我們還要再加油! 

比賽中我們的失誤頗多，包括我自己那顆應該能擋下沒能擋下還讓兩名跑者

跑回來的暴投球以及好幾次明明有機會殺到卻總是沒傳好讓小毛得肉身擋球的

那幾顆不知道在傳什麼鬼的亂傳球!其實我不覺得是大家緊張，也不覺得只是我

們表現不好，正視問題，我想我們就是不夠穩定，而這個不穩定來自於我們體力

與肌耐力的不足，來自於我們還沒有將累積的練習轉化為身體的記憶，我們要更

努力! 

這場比賽，就帳面上的數字來看，阿布的表現與他平常相比應該不算好，然

而希望阿布你記得，你是第一個三振日本隊的投手，而且因為還不只三振一個所

以那絕對不是僥倖!當揮棒落空球落到我的手套，就足以證明你的投球對這些優

秀選手來說還是很有威力的！當然，進步空間還

是無限寬廣，我只是要說，你他馬的忽然來幾個

三振還真是爽到我！ 

還有 Nicky，期待與你繼續加油，我不知道

為什麼其實當這場比賽結束時，我很想跟你說我

有感受到你「投球的心意」(有點類似日本料理人

說的那種心意吧)！ 

比賽完，一回到房間小毛就趴在床上唉唉

叫，我以為他只是累了，沒想到他冒出來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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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是「啊~~好想再跟日本打一次，明天對美國一定要贏!」。就是這種情緒讓我

真的很困擾啊，我真的沒有辦法用言語跟沒有親身體驗的人傳達這樣的感受!就

是一種輸很多但就是讓你有滿滿憧憬的感覺，很妙…但真的很難講清楚…..沒有

沉重的心情，沒有輸球的不舒服，今天是我第一次打國際賽，一個告訴我女子棒

球其實也可以這麼棒的一場比賽! 

 

   By 小亮 

==================================================== 

素聞日本有系統的發展女子棒球 

可以有跟日本隊比賽的機會，自覺真是三生修來的福分 

本來就知道我們會差日本隊很多 

並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事實上看到日本隊的練球 

就非常佩服日本隊紥實的守備及流暢的打擊 

心想..我們要怎樣努力才能稍微接近呀!!     

 

                                                

日本隊投手精準的控球 

再加上滴水不漏的守備 

整場比賽..我們最多只踏上二壘壘包 

真是非常震撼的一場比賽 

反觀我們自己不僅打擊沒有發揮 

守備還自亂陣腳 

似乎前二局就勝負底定 

雖然早知道這是一場幾乎不會贏的比賽 

可是心裏還是希望可以輸的漂亮些 

所幸後面該有的拼戰精神有展現出來 

不致於在國際賽失了面子 

 

   By 大姊 

==================================================== 

第一場比賽我們首先面對本屆最強的日本隊，她們

不管是精神以及態度都很直得我們學習的，印象最

深刻當然是她們拼勁速度十足的三壘手，還有第一

任控球犀利的投手，這場比賽的打擊熄火，我只打

一次上去就被三振，一方面是心理的因素，一方面

是這位投手的球實在很不好打，沒有把握到他的快

速直球，只有被三振的份。她們讓我學到態度真的態度真的態度真的態度真的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就算輸也要輸的有態度就算輸也要輸的有態度就算輸也要輸的有態度就算輸也要輸的有態度！！！！與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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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要跟日本隊好好學習，真想要再跟她們打一次！ 

   By 小涼 

==================================================== 

比賽實況 DDD-Live 

2008.02.14   先鋒 vs. 日本 

先鋒攻守名單 

一棒三壘手小毛，二棒二壘手官小官，三棒鐵捕亮亮，四棒左外野手阿瑾，第五

棒秀逗美齡姊，六棒右外野手大饅頭，七棒投手阿布，八棒一壘手涼嫂(阿菊)，

九棒中外野手大姐。 

 

日本隊先發投手擁有很好的壓制性，無論是直球的速度或是變化球的準度一再令

人驚嘆，甚至接捕的日本捕手也是連稱「斯勾~易」，先鋒的攻勢幾乎完全無法展

開，反觀日本隊的進攻，二局接連保送、安打之後連帶加上先鋒自己的失誤、手

忙腳亂，串聯成一個五分的大局。 

 

一局上先鋒的進攻 

一棒遭到三振之後，二棒官仔擊出振奮

的左外野安打，可惜日本左外野手身型

雖小但臂力超強，將想藉安打往二壘推

進的官仔刺殺在二壘之前，三棒小亮擊

出投手前反彈球，投手穩穩接住後傳向

一壘，形成三上三下。 

 

一局下日本對進攻 

一棒左打中外野手(26)獲四壞球保送後，二棒游擊手(10)在二好球之後擊出秀逗

前滾地球，美齡姊接到球之後快傳一壘，而原本壘上的跑者展現了日本隊的速

度，趁傳已經上到三壘，成成一人出局三壘有人，第三棒投手(52)在二好三壞之

後遭到三振，形成二人出局跑者留在三壘，之後輪到日本隊的第四棒捕手(16)，

在一好球之後擊出中外野方向強勁的平飛二壘安打，三壘跑者回來得到兩隊的第

一分，接著第五棒三壘手(55)在二好一壞後面對一個變化球沒有出棒，慘遭三振

形成三人出局。一局打完，先鋒以 0：1 暫時落後。投手還在震驚剛剛的子彈安

打的力道，對這三振尚未感到振奮~（只掉一分也還存有一絲鬥爭之心的阿布事

後反省到） 

 

二局上先鋒率先上場的是第四棒阿瑾的打擊，二好球之後猛力一揮擊出左外野方

向平飛安打上到一壘，第五棒美齡在一連串界外球的蠶豆下擊出游擊前滾地球，

日本隊游擊手先傳二壘再傳一壘雙殺不成，美齡因野選上到一壘，形成一人出局

跑者在一壘，可惜後續六七兩棒無法延續攻勢，分別擊出投手前反彈球及左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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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球形成三人出局二壘殘壘。之後先鋒的攻擊完全被封鎖，終場無法拿下分數。 

 

二局下日本隊進攻，第六棒左外野手(25)擊出秀逗前滾地球，美齡快傳一壘形成

一出局，輪到第七棒左打一壘手(9)擊出二壘方向滾地球，官仔漏了一下再傳已

經來不及，日本隊再次展現了他們優異的速度，人出局一人

在壘，而「先鋒亂流症候群」也〝適時〞在此發病，投手找

不到好球帶後連續送出兩個保送分別保送第八棒二壘手

(18)、第九棒右外野手(41) 外加「滿壘暫停」後第一球出

手便是「提前落地」+「捕手找不到球」的「要命傻眼大暴

投」，之後第一棒擊出游擊方向強襲球，秀逗失誤之後再掉

一分，先鋒形成 0：4 落後，日本隊持續展現攻擊氣勢，第

二棒、第三棒分別擊出左外野及中外野平飛安打，再下二

成，輪到第四棒擊出投手方向強襲球(痛)，之後終於再製造

兩個出局數，結束這混亂的一局，比數 0：6日本領先。 

 

三局上先鋒第八棒、第九棒先後慘遭三振之後小毛獲保送，第二棒官仔擊出內野

滾地球三壘手接到後穩穩傳二壘形成三人出局，先鋒無功而返，而之後幾局先鋒

依然受制於日本隊投手的壓制，連續兩局三上三下，始終無法攻上三壘。 

 

三局下第一位打者獲觸身球上壘，第七棒擊出內野滾地球二壘手傳向一壘，跑者

上二壘，第八棒、第九棒分別擊出右外野方向安打及獲四壞保送，日本隊再下一

成，形成一人出局一、二壘有人，輪到第一棒擊出內野滾地球，游擊手發生失誤

日本隊再下二分，好在第二棒、第三棒分別擊出內野滾地球及內野飛球，形成三

人出局，三局結束先鋒 0：9落後。 

 

四局下先鋒換投，由黑仔接替先發的阿布，先後讓第四棒、第五棒擊出右外野及

左外野方向飛球接殺，第六、七、八棒分別因內野失誤及兩個保送形成二出局滿

壘的狀況，好在黑仔恢復準度，連續二個好球之後讓第九棒擊出內野飛球，二壘

手穩穩接殺，黑仔順利完成無失分的超級演出。 

 

第五局因為紀錄組光哥、尼奇受命熱身準備上場，紀錄結束~~~哈哈哈。 

五下因日本隊得下第 10 分而提前結束了先鋒的第一場國際洗禮。 

 

終場先鋒以 0：10 落敗，因紀錄限制，僅以四局作為本場次的結算。先鋒一路受

制於日本投手的壓制，攻勢僅由官仔、阿瑾擊出 2 支安打，共得一組老 K 鐵枝(11、

51、2、47)，獲一個保送(毛仔)，另外恭喜美齡姊獲得唯一一次攻上二壘的得分

機會(官仔差三步飲恨)，但整場共發生 6 次失誤。反觀日本的攻擊，雖然是個提

前結束的比賽，但扣除「先鋒亂流症候群」之後，日本隊共擊出 4 支安打，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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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保送、1 次觸身球，吞下 2K。 

 

下場後才恢復神志，才開始有意識的講話的阿布報導。 

 

By 阿布 

 

第一次參加國際賽........從來沒跟台灣以外的選手打過(想都不敢想) 

 

這次真的是既期待又怕被口豆  

 

當看到賽程時,就知道是場硬戰(果真如此)  

 

第一場對日本,雖然勝利的機會是 0%,比數....日本 10:0 先鋒 

不過大家都打的到球,就算有上壘,最多也只上到二壘吧! 

日本隊守備真的是超強,投手變化球種多也有球速, 

這場比賽只能說輸在自己(信心不足,體能,守備觀念,跑壘觀念),有待加強!會越

來越棒的 

 

By 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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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ＶＳＶＳＶＳＶＳ北美聯隊北美聯隊北美聯隊北美聯隊  2008/02/15 

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7：：：：12 

============================================ 

愈來愈享受站在投手丘上投球的感覺 

 

看著我的捕手奮不顧身的擋球及我背後隊友的守備相挺 

站在投手丘上 

我一點也不會感到緊張與害怕 

反而享受這一球一球的節奏 

 

看似就是很好打的球路 

在我主投的場次 

隊友的守備就愈加忙碌 

沒有辦法強力鎮壓打者減輕隊友的守備壓力 

是我要再進步的地方 

 

 

對北美的這場比賽 

賽前的熱身 

因為較能隨心所欲的投出球速 

我可以感到強烈的求勝慾望 

比賽的過程中 

我們是有機會贏球的 

如果我可以再沉穩些，彌補一些小失誤 

或許，我便有機會在國際賽拿到首勝 

雖然不能如願 

但是整場比賽的感覺是美味的 

看著大家努力的要回分數 

中繼和救援努力的力保不再失分 

這讓我比拿到勝投更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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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隊的比賽節奏很快 

我為了不想讓北美影響而刻意放慢節奏 

結果調整太過了 

主審受不了我的拖延而頻頻催趕 

害得我的捕手也受到影響 

真是過意不去 

所以對於比賽節奏的拿捏及該有的禮貌 

是我要再進步的空間 

 

對北美的這場比賽 

我們因為跑壘的失誤至少少得了 3分 

可惜因此沒有對北美造成更大的壓力 

隊友戲謔日本隊的跑壘數是 2個壘包，北美隊是 1個半的壘包 

而我們先鋒只有 0.8 個壘包 

意思是日本隊只要打 2支安打就可以得 1分 

而先鋒至少要打 4支安打才有可能得 1分 

跑壘觀念的加強 

是我們當務之急要做的 

要知道這 1個壘包可能就是勝負的關鍵    
 

   By 大姊 

======================================================= 

隔了一個月多 再度提筆回想場上的戰況 我想是很截然不同的 

一直對於美式球風 很感興趣 相較於日本細膩棒球 顯的較平易近人許多 

電視前的美國職棒 看台上多的是啃著熱狗加上啤酒  

棒球帽＋T 恤 聊的天翻地覆 時而穿差鼓掌和噓聲四起 

一位同事跟我聊到棒球 她說 之前在美國時 棒球是叫做生活的一部份 

還是很重要的那部份 管你什麼約會 家庭聚會 通通都在球場解決 

生活中有棒球很簡單 但如何在棒球中找到生活 是一件有趣的事 

 

沒有複雜的暗號指示 喜

歡就打 有球就撲 

被打到差點翻船 教練才

緩緩走上投手丘 一付老

神在在 

投不好沒關係 還是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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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懷的被換至另一守備位置時 依然繼續給下任投手鼓勵 

 

我還是看的見她的信心 

被保送上一壘的我 待在一壘上 感覺不出這支球隊有什麼壓力 

她們懂的如何把一條緊蹦的橡皮筋 拉到張力最大而不失去原有限度 

還是很自然的發揮他們應有的實力 

－寛心與享受  

我想 在她們的生活中 棒球確實常常存在著 而也反應著不同於其它國家的

態度 

或許這就是樂活棒球哲學吧 

 

   By 魯蛋   

======================================================= 

第二天，馬上我們的對手變成球風完全

不一樣也是本屆第二名的美國隊，雖然

她們的人數不多，但是她們人高馬大，

氣勢十足，而我們可能也是心理的壓力

因素，大家打起球來綁手綁腳的，因為

失誤的關係我們一直處於落後的情況

下，這場比賽我是後面才換下場接替明

天要投球立欣，因為賽前受到刺激，我

真的很想要贏球，不知哪來的好運氣，我通通抓了美國隊投手的直球來打，幸運

的打出了三支三的安打，我覺得其實我們很有機會贏球的，是心魔打敗了我們，

如果大家能夠克服心魔，我想往後的比賽一定可以拿下更好的成績。  

 

  By 小涼 

=========================================================== 

完全不同的球風完全不同的球風完全不同的球風完全不同的球風—北美北美北美北美 

如果日本是扎實的苦練，那麼北美應該就是天份的展現!動作真的不漂亮，

但傳出的球就是又快又強；姿勢就是怪，但投球就是有威力! 

北美是讓我打起來最舒服的一隊，直來直往，認真但總是愉快，我第一次在

球場上感受到毫無心機大概就是這一場了吧!雖然不管我們怎麼衝怎麼撞最後都

處於劣勢(為什麼我們很痛的時候他們總是一附沒有感覺的樣子呢)，但卻是打得

很開心的比賽! 

大姐又拿到了一場敗投，哈哈！不過還是要恭喜大姐，你真的是越投越好，

在投手丘上的感覺也越來越自然！即使遇到那個一定是要害我衰一直拍我背又

一直催促你投球的主審，你還是可以從容不迫的按照自己的節奏把球投完。不要

急，你的勝投就快來了，先鋒這群神經病已經把你主投時失誤的 quota 花光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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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下次你主投時如果發現守備是銅牆鐵壁別驚訝，就是欠久了不好意思在還

債而已，你看謝小瑾的美技接球，他欠的比較多，對北美就開始還了，哈哈！ 

然後我還是要說一下我是如何的感謝上蒼，北美那種 size 的選手即使是他們

隊中的小隻也都還是很大隻，還好是膠釘，也還好他有收力，老娘的保險在這次

國際賽上沒有用到！到現在那個鞋印都還留在我的右手上，所以臭小涼你不要再

拿那張被香港拍得很醜的照片來笑我！雖然我其實也沒生你的氣只是想要把你

的名字引出來告訴你妳那場打得真他媽的好！讚！ 

 

   By 小亮                 

================================================== 

 

第二場對北美聯隊,勝率 50%,比數...北美 12:7 先鋒 

北美雖不比日本隊變化球種多,但大多以快速直球為主 

這場比賽因為擊中球的機率高,大家上壘機會就多囉!各各都安打ㄟ!酷  

可是由於速度不夠出局在二壘的比較多,既然速度不夠那就.....慢慢練囉!在加

強打擊囉!大家一起加油吧! 

 

    By 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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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ＶＳＶＳＶＳＶＳ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2008/02/16 

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22：：：：20 

============================================ 

這次的鳳凰盃，我在最後一場對韓國時， 

有機會站上投手丘投了兩局， 

也許是對比賽的期待，也許是天氣的關係， 

一早感覺狀況就不錯，比賽這三天手傷也都沒發作， 

所以熱身時就告訴財哥:「我今天手有開，不用熱很久。」 

一來是希望能讓財哥了解狀況好調度， 

二來也是告訴教練:我準備好了!隨時可以上場為球隊出力。 

 

控球不好一向是我的缺點， 

不過還好這次一站上去練投時， 

球沒有亂飛，讓我對接下來的投球更有信心， 

也多虧隊友幫忙，讓我有一局沒掉分， 

在這裡要特別說，我真的很喜歡小毛把球交到我手上的感覺， 

總是讓我更有信心，為什麼?我也說不上來， 

雖然他沒啥表情講話也不大聲.... 

 

感覺自己投起來有進步，不過還是難逃不穩的狀況， 

當中還是賞了對手兩個觸身。 

對韓國的最後一局，財哥要我再上場投球， 

我很興奮也很開心，其實當時還在場上守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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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很想說，我還能投，如果需要，我可以再上場! 

也不知道是從哪來的信心?? 

雖然財哥笑說賭對了， 

但我還是很感謝他能給我這個機會， 

也表示在當下他還是信任我的，  

也開心自己沒有讓大家失望， 

不過因為裁判幫了很大的忙， 

所以這個勝利也不是自己得來的， 

不知道這樣的演出及不及格? 

總之，我會再努力，希望下次上場時， 

是能穩定軍心的，而不是讓大家提心吊膽的，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 

 

   By 小瑾 

=================================================== 

那天走上投手丘的時候，我完全沒想到會丟成這個樣子。一個月之後的現在回想

起來，還是覺得有點悵然。 

 

前一天對上北美，雖然被敲了兩三支鳥鳥安，但大致都有丟到想要的位置，也有

完整的一局，所以走進場的時候我很期待，想把順手的狀況延續下去。 

 

開放喊聲的最後一場，小亮一直很努力提醒投手，「這個不會打，不要放掉喔」、

「丟進來就有」......，我也努力打起

精神回應，但只能很勉強地控制球。保

送、失誤、觸身，接連三個打者都是我

親手送上壘的。 

 

回來後狠狠休息了快一個月，投入變得

忙碌的工作，眼前仍然不時浮現當時站

在投手丘看過去的情景。或許這樣不

好，應該睡覺起來就把它忘掉；但我還

是忍不住試著回想球亂跑的感覺、回想球有丟到的感覺。仔細想想，投手之路還

在開頭，我有點慶幸現在還有犯錯的空間，所以要努力記取所有的經驗，讓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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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兵器的一部份。 

 

   By Nicky 

=================================================== 

第一次在休息區如此坐立難奈 

像個燥鬱症似的來回跺步 

第一次見識到韓國堅毅的民族性 

就是不認輸的緊緊的追著我們 

即使是大比分的落後 

韓國隊仍然精神奕奕的不放棄任何機會 

看看領先的我們..反而在氣勢上不如韓國 

 

這是一場一定要贏的比賽 

事實上看似對手各方面都不如我們的情況下 

不..可..能..輸掉的 

如果這場比賽輸掉 

絕對是輸給自己 

那麼....捫心自問：這麼辛苦的練球是為了

什麼 

 

一開賽雖然就先掉分落後 

我卻一點也不感到緊張 

因為我相信隊友們絕對會把分數要回來 

果然 

第二局的二輪猛攻，我們足足要了 14 分 

這樣的分數..任誰都不會相信我們會被韓國緊緊追趕 

 

此時此刻..在場邊 

看著分數一分一分被要走 

除了信任….就是信任 

沒有人想要輸這場球 

以前，我總是覺得先鋒是支打順手球、人來瘋的球隊 

可是，現在我所看到的是一股堅持..捨我其誰的毅力 

最後，我們贏了 

雖然..分數是有些難看 

雖然..外人看來像是一場混戰 

但是 

我知道..我們沒有輸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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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賽的過程中 

因為對手的一些小動作 

激怒了隊友們 

或許..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比較不能感同身受 

但是..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們可以更冷靜些，或許情況會稍有些不同 

比賽就不會打得如此緊張 

可是..也有可能是因為同仇敵愾 

反而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潛力也說不定 

 

   By 大姊 

============================================= 

第三場比賽是對上韓國隊，一局上雖然被她們率先得分，但是我們馬上就反攻進

而一直保持領先，可能是因為比數越拉越大，我的精神就有些鬆懈，昨天的專注

因為疲累而飛走了！所以馬上就發生了兩次的失誤，在這邊要跟兩位投手 Say 

Sorry，我們的投手這場丟的真的很辛苦，因為對方都不閃球，感覺是專門要給

球打賺保送的，所以比數越拉越近，印象深刻的韓國隊 19 號投手，雖然她的打

擊真的很強悍，但是他真的把我惹怒了！很久沒試過那麼生氣，忘記是第幾局

了，分數慢慢被拉近，可能她真的很想要贏球，所以當我守一壘的時候，一直給

我卡位，淨做ㄧ些小動作，雖然你很厲害，也不用這樣嘛！防守右外野的小光回

到休息室問我：你怎麼不生氣？其實我已經頭頂上冒煙了！下半局，剛好我上場

打擊，壘上我忘記有幾個跑者了，什麼情況我都忘

記了，因為我只專注在１９號身上，沒錯沒錯沒錯沒錯！！！！I am I am I am I am 

watching youwatching youwatching youwatching you！！！！你最好給我小心一點你最好給我小心一點你最好給我小心一點你最好給我小心一點！！！！現在我心現在我心現在我心現在我心

裡所想的只有我要打敗你裡所想的只有我要打敗你裡所想的只有我要打敗你裡所想的只有我要打敗你！！！！我走上打擊區，拿球棒

指著她，你有種就丟球給我打～ㄧ般我是不敢做出

那麼挑釁的動作！結果我還真的把球拉向左外野

越過左外野手以及右外野手，這球打的真痛快！是

ㄧ支二壘安打，把我上半局的不悅全發洩在這球

上！真是好爽好爽啊！好像在演電影ㄧ樣。終場我

們靠著終結者小瑾的再見三振贏了這場比賽，韓國

隊的１９號氣的從三壘丟頭盔塊丟到本壘了！這

場比賽是我人生中最痛快的ㄧ場比賽了！ 

   By 小涼 

 

================================================= 

髒也是一種合法的球風髒也是一種合法的球風髒也是一種合法的球風髒也是一種合法的球風—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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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賽前的民意調查，大家最想打贏的國家就是韓國。最後比數：22 比 20，

也是讓最多人不滿意的地方。不過在我看來，還是老話一句，就是體力肌力不夠，

要再練。不管自己有沒有感覺，不管在球場上如何的意志堅定，事實上就是累了！

就像美齡姐說的，他在二壘等我傳過去的球到的時間，他都可以做完兩次 take

了(大概就差沒唱完一首山歌了吧><)！可是我明明傳得很認真很用力啊！@@ 

所以我比較喜歡把這個比數解釋成兩支都累了的球隊撐著最後一口氣廝殺的結

果，哈哈！ 

 

我一定要花一點篇幅來寫寫這場比賽的先發投手大牛，雖然他覺得自己投得

很爛也真的是不夠好，但是他這場球確實是讓人驚艷。看到他靈巧的跑壘把大姐

都給逼回了本壘，看到他冷靜的做出一三壘牽制，當然還有經典的夾殺出局，我

真的一度懷疑他一定是什麼東西上身了！我只能說我看到了一個人長足的進

步，而那是一種會刺激我希望自己也能夠更好的力量。 

當然，最讓大家抓狂且記憶猶新的大概就是最後那一局的戰況，從休息室內

發瘋三人組的描述就可以知道局面有多緊張。很多人在賽後來問我最後一球到底

是好球還壞球，我只能說裁判認為是一個外角好球，而能夠三振是因為小瑾已經

投了前面兩顆好球，所以不管這第三個好球你怎麼看，我都覺得謝小瑾你幹得

好，穩健救援，實至名歸！ 

 

就像在紀錄表上 Nicky 註記的一樣，「小人國」是我覺得最適合這個國家的

名字。不管是特殊的一壘手無影腳還是憋一口氣不閃就是不閃給你打，甚至是打

到球棒唉呦一聲開始演觸身球以及經典的綁鞋帶呱聒聒，這支韓國女棒隊讓我感

受到的球風就是髒！不過髒也是一種合法的球風，當我看到他們奮勇撲壘，當我

看到他們落後很多依舊精神抖擻，當我看到他們那種為達目的在合法臨界點內可

以不擇手段的贏球企圖心，縱使我依然覺得「小人國」這三個字下得恰如其分，

但也不得不尊重這也是一種棒球場上沒有不可以的球風。 

 

 

打完了最後一場比賽，我竟

然有點失落，感覺就像我在一場

很美的夢中即將要醒來！有好

多話想要跟我的夥伴們說，甚至

有股想要好好擁抱你們的衝

動！謝謝你們，真的謝謝，在我

還沒一圓投手夢的時候就讓我

圓了一個更大的夢想，先鋒，真

的是友誼與夢想交織的地方！ 

 

 

   By 小亮 

 

================================================= 

 

最後一場對韓國,也是最想打敗的一隊.....比數真難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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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大家是非常有信心的.......這場一定要贏 

可是一開始就失誤掉分,心都涼了一半,天哪! 

最後大家一條心........就是要贏,各各有安打....進分了開心 

但是投手觸身球多(大多是他們自己故意去碰球,不想閃)守備也失誤 

分數也越來越接近,緊張的ㄌㄟ......最後我們勝利....完成心願打敗韓國隊 

 

   By 美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