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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文筆，也寫不盡當下最真實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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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ByByBy 滷蛋滷蛋滷蛋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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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人生第一場國際賽，是發生在我 28 歲這年。 

國際賽這種名詞，對我來說很陌生，更嚴格一點來說 像是八杆子打不著邊。 

以前總是守著電視，看著國家代表隊，穿上 CHINESE TAIPEI 字樣， 

那種榮譽感是不自覺的油然而生，直到踏上香港機場，整齊一致的先鋒， 

讓我突然深刻的體驗到，國際賽原來是那麼一回事。 

 

香港棒協非常用心，主辦單位無可挑剔，特別是對於比賽選手的尊重和照應 

表現出極友善和歡迎的態度。 

 

我們是來自台灣唯一的代表隊，雖然稱不上是國內好手 

但相同的卻是，對於棒球運動那種執著和熱愛。 

 

大開眼見 

我不認為以我的實力足以站上這個國際舞台，但態度和堅持卻是可以相提並論

的。 

先鋒每個人都很努力，每一個守備位置、每一個跑壘和每一個打席都很小心翼翼， 

雖然大家不斷告訴自己放輕鬆，雖然在國際賽中明顯技不如人 

雖然大家都知道實力不只於止，有太多的雖然讓比賽的結果不盡如意 

但希望大家能很驕傲的告訴自己，在世界舞台的這一頁，我們的確寫下了些什麼。 

一張張奇形怪狀的照片，或是帥氣十足的動作，一群群人的為比賽撕裂喊叫 

旺旺～退伍後還是帶著你的熱情一起加入，大家都很感恩 

財哥，用到先鋒最後一兵一卒，腦細胞應該陣亡不少 

我們不動如山的鐵捕柯小亮，準確的擋住最後那道城牆 

眾家投手群們．辛苦守備完打擊完還得面對對手強大的攻擊群 

市長一壘手 果然要發火才會有特異功能 猛打賞連連和要接先鋒最強三游守

備的球 

小官我記得你打日本那一球左外野深遠二壘打 腿傷快好，你跑三壘都不是問題 

美齡你根本不是游擊手，有時你人會突然刷！！！接了一顆不是你家的球，還有

啊～因為我被你那球平飛鳥捉球挫到，天殺的我還以為球不見了 

小毛其實我很想跟你說，你守三壘贊 因為你每次重心都蹲很低 我完完全全可

以看到打擊者揮棒動作，不會被擋到 

大姐你的中外野辛苦了，你要跑東又要跑西，還有你國際賽首度先發喔 

小瑾你守左外野很放心，好險對死泡菜那一球你有接到，害我眼淚打轉＠＠ 

右外野小光雖然你那球沒接到，可是沒關係，球感再練就有的，記得你以前守右

外野很稱職，又很會補位一壘 

小逸變守備組的喔，好幾個球處理很流暢，看不出來是 ROOKIE 



22222222    

 

小牛，你差點首安就出現，就差那麼半步而已 

NICKY 強力鞭炮送給你，生涯首安出現，還有很強的心臟站上投手丘 

小黑 我記得對日本那一場你很有自信的跟教練說上場沒問題！你的自信絕對

會對你的投球帶來相同的威力 

師傅小中 我們的伴手禮多虧有你 美國隊超愛吃的耶 

很可惜沒用到的火球～陳饅頭，不過有球右外野長傳回來，NICE PLAY! 

阿布，你對日本投的不差啊，至少我真的覺得很不錯了 

V35+3 你根本就是專業來的 非常有架勢 

蕭SIR 沒人比你三字經罵的更台了 聽起來不但不刺耳 反而還很有台灣味 

非常親切 

王美姐 先鋒一路走來 都絕對都有你當基本盤球迷 辛苦了 

劉魯蛋，生涯正式比賽首安出現，還有信心滿滿的首接殺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藍田的真實故事 在那一片紅土和草皮之間的追逐 

我們的確用棒子和紅線球 準確拍打出屬於先鋒的樂章 

或許對別人來說 不見得聽的出旋律 

但相信身為先鋒的每一個人 絕對在會耳邊 不斷聽見那時的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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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ByByBy 美齡美齡美齡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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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比賽我們真的輸了.....輸給了自己..... 

 

後續還會有更多的比賽 

 

希望自己能在進步.....更開心的打球 

 

畢竟這是自己選擇的運動........最重要的是對的起自己就好 

 

這次的比賽真的學到了好多 

 

每個國家對女子棒球的發展大不同 

 

每隊的教練也大不同 

 

球員的態度大大不同 

 

消極的言語及激勵的言語,哪個會對球員有幫助呢?你覺得呢? 

 

真的沒有什麼好怕的,改變一下自己的態度,要相信自己會進步........會有所

不同的 

大家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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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ByByBy 立欣立欣立欣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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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及感激篇心得及感激篇心得及感激篇心得及感激篇    

感謝財哥跟汪汪，連出國這麼大成本的活動，都還要麻煩你們陪伴先鋒。 

 

感謝大姊，處理出國哩哩扣扣這種旅行社業務弄起來都嫌煩的雜事，跟香港不斷

check 清楚接機、住宿地點、交通，餐點安排……。每次妳寄給我的預算表，每

個人的費用精算、帳款紀錄，都是讓我打開檔案以後，只有微笑再微笑的佩服。

我們兩個不認真上班的人來來回回的討論班機、機位問題、跟香港殺價的報名費

及參賽費、整團的費用分攤、旅行社要找誰才安全、房間數怎麼配人數、誰的護

照沒交、誰的英文名字錯了、誰要誰不要港簽、到底要不要加房、床位如果不夠

睡怎麼辦、誰要省錢、誰家屬要安排、誰要趕上班、要提醒沒出過國的誰什麼事、

行前說明會的要給大家什麼資料……，即使是我再三的建議旅費湊簡單整數比較

好收，多的小額零頭再入隊費就好，妳還是堅持這些都是私人花費，家屬球員分

清楚，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一塊錢都要算清楚，硬要收個什麼八塊三塊的尾數

自找麻煩不說，怕大家一次拿太多錢負擔太重，又分了訂金、機票、尾款好幾次

收，有的繳現金有的匯款有的刷卡有的要給旅行社有的要給香港…….，我光用

看的都頭暈了，即使如此，最後妳也只是笑笑的說，其實也早就搞不清楚帳對不

對了，帳戶裡的公款私款也早就混在一起了，不過沒差啦，搞定就好。 

 

感謝小瑾，雖然講好我們的分工是你負責球隊練球，我負責香港籌備，不過這整

個混亂的大小事也多虧有妳一直跟我盧小跟吵架阿嘿嘿~對於沉默最美的老爺來

說，讓你一個人去小民學長店裡談贊助，跟態度一直都不太客氣的外套廠商談

判，想破頭想不出到底交換紀念品要買什麼，真的是難為妳了。雖然在從邀請賽

到出國前，台北整個天氣跟場地狀況都讓大家冷到軟了，你還是努力的默默想辦

法讓大家記得自主訓練，雖然大家聽到的不多做得到的更少，不過我知道你自己

說的自己都更要求自己做到，大家總有一天會聽到妳的苦心後被感染的。 

 

感謝美齡，不但和王美姊在一開始就大力支援要匯給香港的參賽訂金，解決我跟

大姊想破頭想到想要去搶銀行付訂金的衝動，求贊助上更是不遺餘力，先一字一

字親筆寫了贊助信給三商大老闆，最後還欠了一堆同事的贊助情。於幹部職責上

更是捍衛隊費，一起再三討論隊費如何支應這次比賽的公花費，從定位出國比賽

的性質，教練如何補助從何補助，募來的贊助款要怎麼用，而且同步搜尋紀念品

的 idea，到最後回來隊費不減反增，我只能說，先鋒財庫多虧有妳阿。 

 

感謝滷蛋，棒球隊要出國真的是很麻煩，大包小包違禁品貴重物品，分配、確認、

不斷的清點，還要跟小亮一起攪盡腦汁想大家的加油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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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小亮，辛苦妳得承擔和最親所以最兇狠的娘親共事的苦頭，在贊助部份更是

幫了大忙，好處先鋒享盡了，不過我想這筆人情債也夠妳還的了，準備期間所有

後勤加工或是緊急白日需要有人處理的事情，都是隨拜託隨到，而且使命必達。

還有要恭喜妳，已經比照職業補手，有力的雙腿可以蹲滿女子棒球少見的四個小

時的比賽，雖然一比完賽你跟美齡就已經是壓隊唉唉叫二人組，可是妳還是做到

了。 

 

感謝小官，只是跟你點了一下全紀錄的 idea，妳就有十八條慧根的擬出了比我

想像中還要完美的全紀錄規劃，更加感謝的是你帶了 38 號球員讓大家認識，我

只能說，他出現在先鋒的時間真的太晚了，真的都是你的錯，先鋒過去每場比賽

如果有他，應該都會再加上 10 分才對。 

 

感謝小中，過年還要你跟蕭董提早開工真是辛苦了，台灣名產果然就這樣揚威海

外，我看外國人現拆吃得很開心就整個爽快到，交換的時候應該付個訂單的，說

不定會接到海外單才是。 

 

感謝小光，用了高層的人脈關係問了兩家體育電視台，也讓我們知道了體育台贊

助的程序跟方法；借到了 DV，讓先鋒也正式進入 3D 記錄的時刻，而且幾經波折

還是幫球管買到了新的冷凍劑，雖然為了能不能帶上飛機的問題，讓大家緊張亂

查亂問了一下，好在還是成功運出國哩。 

 

感謝小牛，提供了老爺社活動企劃的範本，也花了很多時間協助修改贊助企畫

書，在球具上最熟悉不過的妳一樣是不吝協助

魯蛋。 

 

感謝 nicky &小涼，帶我到一些你們早就去過

的地方，也帶大家到一個明明就我先到的地

方……咳咳…… 

 

感謝小逸和小毛，生出不可能的外套，前面已

經提過製作完成的神蹟了。 

 

感謝最悲情的小嫻，妳為了彰銀做了這麼痛心的抉擇，妳一定會馬上升官發財

的！ 

 

感謝阿布 

一路接垃圾，最後完成贊助好心人的感謝狀，終結這一切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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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先鋒，你對我來說已經越來越不可思議。 

這四天的香港行，對我來說，無疑的，一定是畢生難忘 

笑的、累的、拼的 

吃的、喝的、逛的 

這樣的夥伴(湊到一群可以一起出國打棒球的女人還真不容易) 

這樣的時間(大家年假放完都還可以請假也真不容易) 

這樣的地點(這麼多逛的吃的語言又方便的地點也真不容易) 

真的，不管結果如何，都很謝謝大家 

出人、出力、出時間、各司其職 

沒有你們，小姐我這種從小只能跟男生在河堤玩球沒有球技可言的人，不可能能

圓這種出國比賽的夢 

出國也不少次了，這也是頭一次，沒有跟團卻有這麼多人，可以一起坐飛機-在

飛機上也要摸四圈，一起住酒店-在台灣比賽都沒住這麼好，一起坐在堆滿外國

人的酒吧裡喝必魯，一起站在人來人往的馬路口吃燒鴨，一起拿著印著台灣的帆

布站在棒球場上……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雖然我已經記不得，為啥我們當初帽子要反戴了，哈，人真

的很容易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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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yNickyNickyN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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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幻的四天夢幻的四天夢幻的四天夢幻的四天，，，，一生的回憶一生的回憶一生的回憶一生的回憶    

    

回來已經三天，但場上的聲音、飯店房間的味道、乾乾冷冷的空氣，好像都還感

覺得到。 

 

球隊的比賽運一直都很硬，這次跟日本、北美排在一組，果真是預期中的硬戰。 

 

對日本自知沒什麼勝算，大家確實有放開來打，可惜還是沒拿到分數。對上北美

有機會一拼，但幾個關鍵時刻自亂陣腳，就此與四強無緣。第三天對到之前就最

想打的韓國，大家都有點累了，在一團混戰之下，努力拿到唯一的勝場。 

 

三場比賽打下來實在不是普通的 high，說不上緊張，但我很難忘記第一次上場

時心裡的激動。打出安打的興奮 (是的，這是我在正式比賽的首安)、球沒丟進

去的懊惱、投完一局的鬆口氣......都是很單純直接的情緒，簡直想在河堤邊朝

著夕陽奔跑吶喊 (誤)。最後一天去看日本對北美的冠軍戰也是看得很感動，恨

不得馬上跟人家再比一次。 

 

所以正如標題 (同時也是掛了三天的 msn 暱

稱) 所說，這四天是夢幻般的經歷，也是一輩

子都會珍惜的回憶。以後再有這種機會，就算

完全沒有贊助，就算縮衣節食到不行，也一定

要衝的啊。 

 

雖然優異獎排不上名次，但主辦單位給每一隊

都做了獎牌。以前只有球隊的獎盃，這是第一

面屬於自己的獎牌，有說不出的感動。這是我

努力過後的證明。 

 

PS:  

首安出現了，首 K 苦主仍然沒徵到。那個韓國人明明就不會打，居然還投到滿球

數再送人家上壘，很氣調整不夠快的自己。接下來要繼續努力練投，全國賽時一

定要有更好的表現。 

 

PS2:  

至於第二天就發現喉嚨不對勁，卻還完全不忌口，跟著隊友大吃大喝，以致之後

越來越沒聲音，回台第三天的現在還在吃感冒藥，又是另外一回事..... 一_一 



28282828    

 

By 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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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從決定要參加比賽，大家就開始積極練習， 

瘦身的瘦身、加練的加練，為的就是要在國外能打出好球， 

雖然連續不斷的雨勢，讓我們在賽前幾週的練習都只能關在籠子裡， 

但是從初一那天能有 9人出席，到初四那天的冒雨練習， 

就可以看出大家拼戰的決心。 

 

上場了！真正的挑戰才要開

始，看到日本隊的細膩、專注、

拼勁， 

北美的強力棒球，韓國的永不

放棄， 

我相信，先鋒的每一個人，都

沒有在怕， 

也都努力的拿出自己的本事，

認真迎戰每一顆球。 

但是，為何會出現許多讓人失望的結果， 

我想，大家並不是隨便，也不是害怕或緊張， 

只是還沒準備好踏上國際舞台，除了快樂打球，專注、紀律、態度， 

都是能讓我們在球場上有更完美演出的因素， 

這些不是比賽時才要拿出來，而是從練習時就要能看得見的， 

我相信日本隊的拼，也不會是只有比賽才這樣， 

所以，除了球技以外，先鋒要學習的還多著呢! 

 

這三場比賽，雖然有不少失誤，但說實在的， 

大家展現出來的鬥志也是不可抹滅的， 

對於第一次打國際賽的先鋒球員與教練（有些人可能連全國賽都沒真正打過）， 

有這樣的演出，雖說不能過於自滿，但也是值得驕傲的， 

只是希望大家經過這次比賽的洗禮，能夠真正的脫胎換骨， 

對於棒球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說真的，這次一點緊張發抖的感覺都沒有， 

這應該是來自對隊友的信任吧！ 

雖然大家嘴裡不說，但心裡一定不會放棄任何一場比賽， 

能與大家一起參加這次的賽事，心裡的感動很難形容， 

只能說......大家---辛苦了!......先鋒---我挺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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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ByByBy 小逸小逸小逸小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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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我第一次坐飛機 

 

香港 

我想是個好地方 

很繁榮 

還可以買到便宜的好貨 

 

球賽 

不管輸還贏 

安打還是被三振 

都還是很有趣 

 

當然 

把自己練強一點 

玩別人會更有趣 

或者是說 

更能融入比賽一點 

去玩那顆球 

 

ByByByBy 小涼小涼小涼小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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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很榮幸可以跟先鋒一起出去比賽，謝謝大

家包容我這個哭點跟笑點都很低的哭點跟笑點都很低的哭點跟笑點都很低的哭點跟笑點都很低的＂＂＂＂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

＂＂＂＂，這次可能行程上面的安排沒有辦法讓大

家很滿意，如有不便請多多包含！這次的領隊

實習讓我學到很多，再次謝謝先鋒的各位好姐

妹。 

後記： 

我們真的輸給自己！其實有贏球機會卻沒有

好好保握住，拼了！先鋒是沒有再怕的！大家

ㄧ起努力，下次一定會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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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ByByBy小毛小毛小毛小毛===============================================================

======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３日是一個該紀念的日子，台灣的業餘女子棒球走向國際的第

一步，台北先鋒女子棒球隊出征香港參加２００８年香港鳳凰盃國際女子棒球邀

請賽，當先鋒踏上飛機的那煞間，不代表先鋒在台灣業餘真的就是龍頭，而是該

知道這是一個開始，一個更艱難的開始，第一場對上細膩的日本，不論是同場較

勁還是在場邊觀看，隨時隨地都

有令人訝異的表現，先鋒能偷多

少就要去偷多少，這是唯一當小

偷可以當的很榮譽的機會，如果

當時可以在跟日本隊打一次，也

許真的可以了無遺憾，這次比賽

很幸運，也很不幸，跟日本和北

美同組，這就是號稱的死亡之組

吧！不過，可以一次見識到兩種

完全不同的球風隊伍，這真的是

很幸運的，出國比賽這是第一

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有沒有

下次沒有人敢保證，可以在這樣

的機會下，碰到這兩支隊伍，真的很榮幸． 

    

    

ByByByBy 小亮小亮小亮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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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大姐實在是把我們的遊記寫得太詳盡，我本人又沒有另一半，沒有秘密

行程可以補充，所以細節就不再贅述。 

但不能不說的是，真的很感謝小涼和 Nicky 帶著我們到處玩，真的是上山又

下海從城市到鄉村耶！我發現我和小黑應該是真正從頭到尾都跟著你們的兩個

人耶，連遇上香港神奇大塞車因而很不應該的遲到晚歸的那晚，我和小黑都跟隨

在你們身邊呢！哈哈！ 

雖然沒有秘密行程，不過還是可以報告一下 1215 房的房事。我覺得人真的

是好心有好報的，之前我可能一時ㄕㄨㄚˋ丟，竟然說要跟陶小光同一間，大家

一定以為是掉入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其實沒有耶，因為陶小光很亂，所以我好

多東西都可以亂丟，反正大家進來我們房間得踮腳尖走路的時候都會以為是他弄

亂的！就是因為真的可以很隨性，所以這四天住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自在又溫馨，

以後如果有機會，大家真的可以試試跟陶小光一間喔！不過我還是有很吃驚的地

方：陶小光和他師父竟然不約而同都帶了大碗公來香港泡泡麵！！！我可以了解

中華隊在國外時想著家鄉口味所以會帶幾包泡麵出國，可是我們只來 4 天耶！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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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這個所謂的華人地區！我只能說，雖然我也跟著吃了幾口(哈)，但我還是很

吃驚！！！ 

在香港的四天，小黑應該是跟我相處最久的人，他像我的褓母，早上都靠她

叫我起床；他像我的好 partner，全部人都累倒了還是有他陪我逛大街；他真的是

外籍洋將，而且一定是從北美或北極來的，因為他除了在球場上投球真是厲害

外，他都不怕冷不愛穿外套耶！小黑你相信我，那天從大澳搭船回來，我真的是

有把身上外套脫給你穿的心意，只是真的是他媽的太冷了，我只好把這種事留給

你未來的男人，哈哈！ 

最後一定要好好感謝一下我們的親友團：王美姐、白煮蛋、+3、蕭董、牛姐

和逸友及布爸爸，尤其謝謝白煮蛋提供經其嚴格評分獲得 80 分以上高分的店家

資訊，謝謝+3 全心投入的為我們冒險拍照奮力加油，你那句「林老師咧」真的

是有夠經典的真情流露啦！一點都不輸

也是為先鋒加油最大聲的蕭董！還有親

友團團長王美姐，就像大姐說的，要溫

暖找王美姐就對了，這麼多年來，你陪

著我們南征北討現在還出了國，有你在

總是讓我們感到安心又開心！謝謝你

們，我愛先鋒，也愛你們啦！ 

 

 

    

    

    

ByByByBy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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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綜觀綜觀綜觀    

這三場比賽 

打擊的部份我們是有發揮應有的水準 

可是守備的部份竟是離離落落、失誤不斷令人慘不忍睹 

尤記得去年邀請賽完封木棉花的那場比賽 

先鋒美技不斷..這才是我們的實力 

而隊友要的也是這樣的鼓勵 

因為這樣的氣氛是會相互感染的 

好..就會更好 

看著外國的球隊 

不管是熱身練球還是比賽 

我很羨慕他們的專注力 

包括我自己..有時先鋒容易給別人散漫的感覺 

氣勢是很重要的 

兩軍對峙，勢衰而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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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給別人的感覺不夠專業、沒有運動員該有的精神 

我們如何成為一支讓對手尊敬的球隊 

是一支人人稱羨的球隊 

 

最後要說的是 

看到兩位教練的用心 

即使是這麼緊張的比賽 

教練還是想辦法讓大家都有機會上

場 

讓大家發揮自己的長才 

即使在最緊張的時刻 

仍心心念著誰還沒有排上場 

 

在球場上球員專心打球 

在球場上教練專心調度 

大家一起專注比賽的所有狀況 

或許..因為太專注而難免有缺失 

或許..因為太想贏而難免有言語或情緒上的發洩 

看在大家同是為先鋒的份上 

多包容一些吧!! 

 

很感謝先鋒給自己的機會 

可以一起出國比賽大開眼界 

我相信這是一輩子都不會忘的一場經歷 

不管大夥這些天看透或體會多少事 

願意再給自己多少努力進步的空間 

我感恩 

傾全力支持這次香港行的所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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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這次邀請賽中前來指導我們的教練，你們的指導

和叮嚀是先鋒向前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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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感謝台北先鋒女子棒球隊，讓我有機會出國

參與國際賽事，還以教練的身分指導球隊練習及比

賽，讓我的棒球生活更加豐富。再者，感謝香港棒球

總會為這次賽事安排的盡心盡力，我想與賽的各國都

能感受他們的用心及對大家的歡迎之意。 

 

這次出國打比賽，雖然不能以國家隊名義出賽，但是看看其他國家的陣容，也不

乏國手級的球員參加。尤其是香港隊，等於是以 2006 年世界盃的陣容出賽，也

讓比賽更有挑戰性。但是不管如何，代表台灣的先鋒還是打到了第五名，小贏韓

國。也許大家的心裡是滿足的，但是我還是覺得有再進步的空間。 

 

先談技術問題，原本先鋒最缺的是投手，但是這次比賽最多的也是投手。連原本

預定的饅頭和小毛都還沒上場，就搞定了這次比賽，感謝這些人改練投手的用

心，也讓先鋒在往後有更多的發揮機會。除了原本的阿布跟立欣之外，小瑾、大

姐、NICKY 都是後來改練的，而學成歸國的小黑更是讓人有意外驚喜的演出。靠

著這些人，讓先鋒的投手輪值真的不必擔心太多。而這次比賽，投手群依舊值得

放心，只要能把控球再加強，相信如果還有機會打國際賽，應該會有更出色的成

績。 

打擊方面，涼董成為這次賽事的強棒與伏兵，加上大家也都發揮得不錯，如果能

夠配合積極但是不貪功的跑壘，得分的效益會更高。中心棒次的小瑾、小亮和美

齡也都有摧毀對手的能力，在選球方面跟得點圈有跑者的打擊再加強一下，應該

不輸北美的大棒子。再者就是要提升後段棒次的上壘率，還有打擊的企圖心，有

企圖心不代表有球就打跟追打壞球，而是要能鎖定好球出手，提高擊球命中率並

且不貪心亂揮，給對手壓力，適時的串連火力，這些才是需要去努力的。 

至於守備，這次比賽真的是亂到讓人會懷疑以前的練習有沒有用。也許台灣陰雨

連綿的天氣不適合練球，也許場地不適應，也許對手是外國人會有壓力，總之有

一堆的理由讓我們逃避最多失誤球隊的名稱。那麼應該是我的錯，比賽前的狀況

演練太少，沒辦法讓大家適應，是我不好。守備的穩定度必須靠練習的次數來提

升，在這一點可以好好加油。 

 

再來談心理層面的問題，比賽

難免有壓力，要怎麼讓壓力影

響表現的程度降到最低，是當

前的必要課題。還有，這次到

香港，大家都兼具比賽球員跟

遊客兩種身分，要怎麼調配自

己玩樂心情跟上場的體力與

表現，端看個人對比賽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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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有的人是來打比賽順便旅遊，有的人是來旅遊順便打比賽，這兩種態度在

球場上表現出來給人的觀感完全不同。 

 

我知道有些人打了很多年的球，也有的人運動表現就是那麼好，所以在球場上的

態度就會放鬆許多。但是，這次比賽的失誤次數就是最好的借鏡，是不是能夠尊

重棒球比賽多一些？讓人家對台灣的棒球選手觀感更好？請大家繼續努力，讓自

己成為已經準備好站在球場上的棒球選手。 

日本隊的技術很好，讓人家自嘆不如，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跟心血才能到達那

樣的程度。但是她們對球賽、對棒球本身的態度也同樣令人讚賞。而我們所能追

求的，就是這樣的心態，這也是我們能夠用最短時間做到的。願不願意向日本隊

看齊，甚而超越她們，還是要靠自己去多想想。 

 

離開台灣的先鋒不像先鋒，有許多因素讓大家打球變得不太自然，導致成績不如

預期，但是我想妳們對棒球的熱情是有增無減的。在與這麼多國外球隊交流之

後，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很多，希望能夠內化成為讓自己進步的動力。包括我自己

也是一樣，有時候並不想在球場上洩妳們的氣，但總是覺得妳們需要一點刺激，

才會講出讓妳們不舒服的話。我不太喜歡聽到「先鋒就是這樣」之類的話，表示

對自己的妥協跟寬容，想要更強更好，一定要逼迫自己發揮更大的能力。還有，

我希望球場裡的事就是球場裡的事，跟球場外的生活無關，走出球場，大家還是

可以擺脫球員跟教練的身分，開心的玩在一起。 

 

比賽結束，下一個挑戰還在等待先鋒女子棒球隊，希望在下一次的比賽裡，能看

到大家的改變。變得更好；變得更強；也變得更接近日本隊。也許，下一次追求

的不再是跟體院球隊的輸贏，而是從日本隊手裡得分。而我也必須去追求我自己

的目標，提升自己，才有資格再與妳們並肩作戰。所以，我想先離開一陣子，等

我覺得自己符合妳們要求的時候，我會再回到球場為妳們服務。在這裡先說再

見，並祝福先鋒能夠更上一層樓，也感謝大家這一段時間的包容跟體諒，讓還不

夠成熟的我擔任你們的教

練，體會棒球的樂趣。有機會

的話，我依然願意協助妳們，

大家一起加油。 

 

   By 阿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