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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夥背著 case袋在球場集合的那一刻，如火如荼進

行的行前準備工作才告一段落。 

除了負責盯緊練球進度的隊長小瑾、籌備前往香港大

小事宜的副隊長立欣及公關大姊、瞻前顧後大小球具

一樣不漏的魯蛋、張羅名產點心的小中師傅、生出高

人氣外套的小毛和小逸，以及數不完的幕後無名英雄

們，都是這次國際邀請賽能夠圓滿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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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鳳凰盃香港鳳凰盃香港鳳凰盃香港鳳凰盃    ––––大姊行前準備篇大姊行前準備篇大姊行前準備篇大姊行前準備篇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9999 月的某一天月的某一天月的某一天月的某一天    

我們收到香港邀請先鋒參加「鳳凰盃 2008 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的訊息， 

其實早在之前我們就得知香港有意舉辦女子棒球賽， 

原本以為可能只是友誼賽的性質，沒想到是這樣正式的國際賽， 

當我們收到邀請時，既興奮也有些忐忑。 

 

先鋒女子棒球隊是一支社會球隊， 

成員來自教育業、金融保險業、旅遊服務業...等各行各業之上班族 

及就學中之大學生， 

我們非常的想要參加這場盛會， 

但是..「請假」也成為我們這次去香港比賽最大的問題。 

所幸..大家的豁出去及沒在怕的精神，幾乎是全員到齊。 

就這樣，我們回覆香港～～確定參加此次的錦標賽。 

 

附錄香港來信： 

先鋒，你好！ 

  

關於明年 2月在香港舉行的鳳凰盃 2008 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我們已與中華棒協溝通好，

可以直接邀請  貴隊參賽，無需經過中華棒協。但棒協的條件是，應邀參賽的隊伍絕不能以"中

華隊"名義參賽，事實上這次賽事並非國家/地區代表級賽事，棒協於此多慮了。 

 其實，我們剛剛已確認了多支隊伍的參賽意願，已明確回覆參賽者包括：北美、澳洲、韓國、

日本，除香港派出代表隊之外，她們均只是業餘球隊(club team)。現在，我們再次誠邀  貴隊

參賽，以期能令今次賽事成為女子棒球界中最大規模的"國際邀請賽"。 

 關於先前與  貴隊提及的住宿交通等問題，未知  貴隊有何意見？其實，只是由我們安排交通

膳食的話(不包住宿)，一般來說，無需$10,000 的參賽費，但由於我們無法確知  貴隊的住宿安

排情況，在未知因素太多的情況下，才擬定了這個參賽費。或者，如果  貴隊能有比較明確的資

料的話，我們可以再商議參賽費用的多寡。 

 茲將賽事資料再次詳列於後，以作參考： 

日期：2008 年 2月 14 日至 17 日。(13 日晚到達，18 日離開) 

參賽隊伍(已確認)：香港、日本、韓國、澳洲、北美。(目標六隊) 

比賽地點：香港藍田晒草灣棒球場。(內野泥地，外野草皮，有投手丘) 

比賽規例：遵照 2006 第二屆世界盃女子棒球錦標賽賽例，球棒限制為-7。 

參賽費：$40,000 一隊，包括賽事期間的住宿(酒店)、膳食、交通(來往機場及球場)及其他賽事

支出。 

*如自行安排住宿，由賽會安排膳食(午餐)及交通(來往球場)，參賽費用$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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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十分希望是次賽事能有六支球隊參賽，所以現再次誠邀  貴隊落實參賽事宜，如蒙應允，

相信必能成就世界女子棒球界的一大盛事！ 

 期望  貴隊的回覆。謝謝！ 

 香港棒球總會 

鳳凰盃 2008 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籌備委員會秘書 

楊杰玲上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既然已經決定要參加比賽，我們也要開始著手其他出國的後續事宜， 

預算是我此次承辦這次出國事宜最費神的了><， 

本團成員..教練、球員加上親友多達 27 位， 

由於這是大家第一次一起出國， 

我對每位成員的需求與旅遊品質的接受度都不清楚， 

如何要符合大家的期望在拿捏上確實傷透腦筋， 

真的很感謝 Nicky 及小涼幫忙搜集的資料及意見的提供， 

讓我可以在原本毫無頭緒的情況下整理出三種方案供隊友選擇， 

小涼甚至到香港時還特地去球場及飯店勘察， 

提供更完整的資訊讓隊友規劃對自己最合適的方案。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香港寄來四頁英文報名表需要填寫， 

唉..因為小時候不愛唸書再加上一點點

語文障礙，這個英文怎麼就是唸不來， 

所幸本隊人才濟濟，這件英文版的填表

大工程就交給我們的翻譯小組。 

我..則是安心的練我的球^^ 

 

看著我們如此完整清楚的整份資料，那是魯蛋、立欣他們不斷的討論， 

加上大家所提供的意見，所做出的一份讓香港稱讚的報名表， 

一心一意想把先鋒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我們確實做到了。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隊友們決定除了機票之外，吃和住的部份就請香港代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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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個華人社會，地方繁榮、交通也便利， 

所以行程在初步規劃時就以自由行為主，除了比賽時要求大家需團體行動， 

其他的時間就各自安排， 

想要美食的、想要血拼的、想要知性的、想要幹嘛的..完全依照自己的需求， 

不過..我也請活動組安排了一些行程，方便我們這些沒目標的可以跟著走， 

 

之前就已經規劃好班機的時間，所以現在要做的就是找旅行社問價格， 

很感謝小亮去問從事旅行業的亮媽，而亮媽也很阿莎力的贊助我們優惠價， 

讓我們可以在價錢及安全的兼顧下，放心的去準備比賽的事。 

哈..因為亮媽很擔心我們這群「囝仔」一起

出國會丟三落四的， 

(我個人是覺得應該是掉東東的柯小亮才讓

亮媽有這些錯覺) 

幾乎幫我們把要出國的東西都準備好，甚至

還親自到機場送機， 

真的很感謝亮媽，在這個旅遊旺季的時間讓

我絲毫不擔憂機票的事。 

 

2002002002008888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愈來愈接近去香港的時間，心跟著一起沸騰， 

一面持續的跟香港聯絡，一面則處理收團費、辦理簽證及其他零碎的事。 

從 9月一路走來，真的很感謝大家的配合及貴人們的幫忙， 

沒有大家的配合，我也無法在既定的時間做好事情， 

沒有貴人們的幫忙，我們的香港行不會順利的出發。 

 

我知道大家跟我一樣都在心中默默倒數計時一起出國的時間， 

這段時間..我滿腦子盡是出國的事，很興

奮..更期待， 

小亮說：真好，事情一件一件解決。 

是啊..真的很好，當我處理完手邊所有事的

時候就是出發的時刻。 

 

2002002002008888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去機場囉～～香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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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立欣行前準備篇立欣行前準備篇立欣行前準備篇立欣行前準備篇    

機緣機緣機緣機緣    

2007 夏天某一天，香港提出比賽的構想及規劃，初詢了先鋒的意見，也忘

了是誰說是副隊長負責調查人數，所以去不去香港的這件事，在先鋒對內版調查

了三次。第一、二次，根據全隊調查，都回覆了香港，「先鋒有意願參賽，只是

還是要確認時間及行程，才能確定最後答案」，在這期間，我持續的跟香港方面

確認時間跟參賽模式。 

2007/9 香港棒球總會再次來信，正式確定鳳凰盃將要舉辦，比賽時間在隔

年二月，而且已經有來自五個國家的隊伍報名！再次向先鋒提出正式參賽邀請。

喔喔，這下麻煩大了，真的要決定了。先跟香港再三確定參賽隊伍的性質，以免

發生國家隊打俱樂部隊大家都不好玩的慘劇，再三詢問比賽時間是否 100%確認，

以免大家要排假要安排行程做了白工……。把能問到的資訊都問清楚提供給全隊

之後，有別於前兩次只是假設性的，單純的只要大家想像想不想出國比賽的意願

調查，先鋒進行了第三次最終調查，要大家想清楚講明白：假，請得請不到；錢，

存得存不了；心情，想不想去香港，態度；想不想跟外國人打球…，能去還是不

能去！請選擇！ 

2007/10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還沒有到截止報名的時間，報名的人就已經超

過設定的門檻，本來一二次調查說不能去的，也都說要去了@@。香港突然變得很

近很近，老實說，我個人是有作夢般的訝異，就連

在打著全紀錄的現在，為了確認時間點，特地回去

city 重看一次大家當初的回覆，我還是覺得如此

的不可思議。一方面這次自費的費用實在不小，而

以後大概也沒這種機會了，因為認定是半私人行

程，有別於國內一般比賽的報名限制，所以隊長也

特地私下一一詢問了即將歸隊的小中、小黑、甚至

是仍請長假中的小倩及小艾是否想要一同前往，成

果豐碩阿。最後！連同家屬親友的龐大 26 人先鋒

香港團，就在先鋒寄給香港 say yes 的信中，正式開始準備！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把行程跟香港的聯絡窗口交給大姊之後，我的責任就剩報名表啦，報名表分

了 A表和 B表。A表是球隊簡介，先前為了網站就寫過了一次，稍微修改了一下，

再貼上討論區給大家確認，順便請翻譯組出動，帥氣滷蛋自告奮勇完成了先鋒國

際化的步驟，中英文簡介加上特地在南投拍的團體照，看起來真是完美。B表就

頭大了，為了希望大家看起來一樣有氣勢，先到處搜尋散落各處的新球衣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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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在公司偷偷地一張張照片微調了大小跟明暗，傑尼斯三人組最難調，結果搞得

太亮了，小中沒有照怎麼辦呢，在我試圖用小畫家移花接木結果搞得小中的頭變

得很奇特之後放棄了，只好求助我們偽造影像大師-NICKY，果然，大師輕鬆就讓

小中跟滷蛋一樣有著帥氣的衣架子大頭照；再來是所有人的英文名字跟出生年月

日，英文名字拼法眾家不同，得請大家在網路上自行填入，再一筆一筆對過後貼

上表裡，出生年月日雖然本來就有檔案資料，不過該死的是香港是英制體系，格

式怪得很，明明只有 10 個數字，年月日日月年排列組合以後，二十個人的生日

我已經看不懂，也不知道到底對不對了@@，總之，還是趕在期限內送出去了，香

港也稱讚我們資料齊全又完整。 

房事，也是報名時的大問題，一方面家屬的人數根本還未定，卻又要我們先

確定是否要加房，是否要加定晚宴，雖然小涼一直提醒我香港酒店床真的不大，

雖然大家都很阿殺力的搶著要很貴的雙人房跟可能會很擠的四人房，讓最後可以

分配得剛剛好讓我相當感激，在啟動省錢模式決定不加房後，老實說我是一直很

擔心的，擔心被抓包，擔心要怎麼跟香港解釋有家屬怎麼不加床，擔心床小到連

疊在一起都睡不了怎麼辦，如果睡不好是四人房的人要怎麼比賽，不時 google

了觀塘麗東的房間照片來嚇自己，然後越來越不安……，一直到進到酒店房間果

然覺得海囉，真的床是他媽的小$!$#!$!#$!#，還好天~佑~台~灣阿~竟然就讓阿

布發現了我們和美齡房間裡木頭八腳椅的秘密(哈哈哈哈)，大家都有得睡不用疊

囉。 

 

    

    

贊助贊助贊助贊助    

贊助理應該準備前期就該做的事，卻被我拖到了準備後期，實在是很不好意

思……。不過這的確也是我花了最多時間的部份，包括之前為了寫企畫書，重新

再考古了一次先鋒的歷史，重新確認了一次先鋒的成果戰積，考慮怎樣才能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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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又不矯情，又能夠適度表達我們的重視跟期待得到支持的 FU。初稿寫好之

後，插入大姐編好的行程預算表，排上精選的幾張照片，弄得圖文並茂，感覺更

真實。接著分送給小亮、小牛、美齡、小瑾、大姐偵錯跟潤稿，牛學姐跟美齡的

同事都給了很多實務建議，中和了很多過於夢幻的部份，也終於完成了最重要的

「台北先鋒女子棒球隊赴香港參與 2008 鳳凰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贊助企劃

書」，再來就是列出所有進攻的目標：從做夢比較快的華航、中信、五洲製藥啦，

到賀寶芙、三商、美孚、各體育台、體育用品店等等可以靠大姐、美齡、財哥、

小光、小瑾等等人送進的地方，再加上小亮、美齡、nicky 壓上自己的人脈人情

直接得來的友情贊助，寄的、送的、尷尬的開口的……，不管最後有沒有回音，

以這種單一球隊出國比賽的活動來說，我們最後的收獲，可以說是相當甘心了，

也真的讓大家少攤了不少的花費，所得到的善意回饋跟資訊，也讓先鋒對於往後

尋求贊助的經驗值可謂是大增阿！最後，還是真的要感謝再感謝，所有幫助先鋒

的人。 

外套外套外套外套    

在某次的練球後，有人提議了去香港是冬天，先鋒裝備一直都缺少的，外套！

要不要趁這次機會就一起處理了，投票通過後，推舉一向公認有型的傑尼斯逸，

她也樂意主責這份專案，小逸第一次幫大家服務，相信讓各位散沙們都是印象深

刻呀，準備動作明確迅速，直接了當，效率極高，果然在很有限的時間內，就決

定了款式、顏色，一遇到他解決不了的問題，也馬上提出支援需求，小毛同步協

助研究了布徽的資訊，小亮小瑾找了一堆的廠商資訊後，小逸也馬上開始詢價跟

確認我們的需求是否可以完成；另一邊，阿布跟 nicky 花了好多的睡眠時間，一

個人貢獻技術一個人貢獻天馬行空的概念，畫出了好幾個版本的 logo 讓大家選

擇圖樣，決定繡的位置，我還記得那段時間上集散地都是一堆圖檔，練完球後小

逸拿著印出來的圖，大家 shugo 時冷得半死的蹲在草地上一張張紙的比畫然後投

票；為了滿足大家提的在袖子上繡號碼的需求，小瑾單槍匹馬的找了小民學長，

求到了免費的繡號，再拿我家一個一個號碼剪下、留連接線、用打火機燒邊，最

後還得忍受外套公司阿姨號碼太細太麻煩的碎碎念，也終於凹到了可以請師傅幫

我們把號碼繡在手臂上！總之，外套很讚，全隊一起穿起來也真有氣勢，連外國

人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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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紀念品紀念品紀念品    

國際友誼賽都會交換禮物，也

好在我們還聽說過這個禮儀，早早

就想著要帶什麼出國好，是要有先

鋒特色、還是有國家特色、要現

成、還是訂做，要花多少錢還得看

贊助的狀況，我跟小瑾一路找了各

種台灣精品、毛巾、各種明信片、

到處問訂做什麼東西要多少錢

啦，美齡也問了朋友的原住民特色

手機套、漂亮的石頭，一樣樣考慮符不符合需求跟預算……，找了一堆，一直都

決定不了，最後終於！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般，寄出的企畫書得到了某間明信片

設計公司的回應，順勢解決了這個莫名煩心的難題，真的是很棒的宣傳品咧。出

國前夕，剛好又想到我們的小中小老闆創業辛勤，酷奇斯的主打商品-鳳梨酥正

好也是正宗的台灣味阿，所以最後也追加了帶了兩大袋的土產，讓外國朋友們嘗

嘗鮮囉。 

 

起飛後的東西，大家都寫上了，我就不再提了，就比賽而言，我對自己的表現很

不滿意，總之就是得學的得加油的地方可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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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準備行前準備行前準備行前準備   By 小亮 

因為是要寫全記錄，所以應該從大家如何決定要去香港開始寫起，反正 city 的東

西也許有天會隨著沒人參訪漸漸消失，就趁這個時候紀錄一下吧： 

小瑾小瑾小瑾小瑾—去  

立欣立欣立欣立欣--我要打而且很想去----求求大家一起去吧 你不會再有機會可以跟金頭髮的

高大洋妞或是男扮女裝的黑妞比賽 先鋒打敗韓國隊一定很 HIGH~你可

以寫再族譜裡炫耀的 帶面國旗去 不知道會不會被解放軍抓起來 哈----

存錢存錢~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我要去 我可以 02/15(五)去~~02/19(二)才回家 

我查過國泰航空最早班機是 06:20 去到香港

也才 08:05 說不定趕到球場你們還沒熱身^^ 

小亮小亮小亮小亮--我要去 一想到大家背著 case 袋和球具在機場

集合的樣子就好興奮...我要叫我媽去演球迷

^^ 

阿布阿布阿布阿布--阿布要去 順利請假就早點背 case 去機場集合 

不然就追隨大姐的 2/15 國泰計畫 

小涼小涼小涼小涼--小涼ㄧ定要去啦!!!! 想到就很興奮~ 哇哈哈

哈~ 

小光小光小光小光--去.....這學期跟獎學金拼了!! 一切拜託先鋒補

習班的各位名師們了~~~  

Nicky--尼奇旺要去 我也好想背著 case去機場 自以為是中華隊要出國比賽 >///< 

小官小官小官小官--小官要去 每天存 150 拼了！！！ 

饅頭饅頭饅頭饅頭--三個月去快兩次 不知我老媽子會不會生氣 但不管了 我要去 要去要去 

跟先鋒一起出國去比賽 超讚的~~~~~~ 

財哥財哥財哥財哥--妳們都說要去了，我也不能缺席吧？不管是不是中華隊的名義，能到國外

跟老外對決就是好事。會有一點期待啦！但是還是覺得血拼跟狂吃才是到

香港的王道。一起去好好的玩個夠吧！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那時再十天就退伍了 當然要給他去...老鳥了ㄟ...總可以請假吧 

小逸小逸小逸小逸--我要去 

小毛小毛小毛小毛--我要去 

美齡美齡美齡美齡--去吧!!去吧!.....兩個名額 

滷蛋滷蛋滷蛋滷蛋--去 另一個名額不明..明年休假制度還沒出來 

小牛小牛小牛小牛--問了秘書長 目前同意可以請假囉！（所以去的機率上升至八成）剩下兩

成要等最大頭的老爺回國後定案 另請問喔～若有親友加油外加觀光團要

跟的話住宿機票名額能一起計算嗎（我這好幾位親友想跟去當啦啦隊耶～

嘻嘻） 

就這樣，帶著一股熱情和也不確定能不能去但就是沒在怕的「劣根性」，先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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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國際賽成行! 

  

這次的行前準備絕對是先鋒所參加過的各式大小比中最忙碌的一個。舉凡機

票住宿的方案設計選擇、護照簽證、外套、紀念品、贊助、啦啦隊，雖然我確實

也盡了一點綿薄之力，但真要跟我們幹部們的勞心勞力相比，也真的是微不足

道，行前準備的細節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大姐是這樣盡心的列表收錢提醒，在此

之前還不怕麻煩的詢價比價只為了替大家省下辛苦的血汗錢；我知道統籌一切的

小瑾除了花心思 support 所有人還得在總是溼冷的鬼天氣想盡辦法凝聚大家；我

知道大牛為了替大家找贊助是怎樣的從無到有生出那美美的企劃書，而更神奇的

是他竟然還有精力跟阿布 Nicky 熬到凌晨四五點只為了完成我們花幾分鐘思考

幾秒鐘投票選出的臂章圖像；當然，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我不知到美齡姐是怎

樣搞定我們的紀念品，也不知道魯蛋是怎樣讓我覺得即使出了國球具用品也是一

樣也沒缺；真的…真的感謝有你們這群盡心又貼心的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