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464646    

 

 

 

 

 

 

 

 

 

 

主辦單位的用心處處可見，尤其當踏入晚會會場的一

瞬間，精心呈現的影像所帶來的感動，將這個值得紀

念的邀請賽，深深刻在每個選手的心中。 

另外，燒臘、牛雜、大排檔、太平山的夜景、維多利

亞港的燈光秀、黃大仙廟的煙霧繚繞、偶然巧遇粉紅

色的 Tiff、沙田跑馬場的賭馬初體驗，都讓這趟東方

明珠之行更加豐富。 

這次邀請賽，值得回味的部分，不只是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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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主辦單位篇主辦單位篇主辦單位篇主辦單位篇 by 立欣 

這次香港鳳凰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主辦單位為香港棒球總會，而一直與

各國球隊聯繫的，應該就是香港赤日女子棒球隊的杰玲了，她是香港女子棒球代

表隊隊長，同時也是總會的女子棒球組的組長。先鋒從 2008.7 到 2008.10 間，

先是與杰玲不斷地確認比賽的時間及大致輪廓，以便提供隊友們決定是否要參加

的資訊，而在正式回復香港，先鋒確定要受邀參加這次比賽之後，聯繫的工作就

交到了公關-大姊的手上，從邀請函、報名表、到出國行程的支微末節，對雙方

來說都是繁瑣又必須細心安

排的麻煩事兒，大姊有疑問

有要確定的事情必再三提

問，先鋒參加比賽的好習慣

一向是配合到底，將所有報

名表格及行程資料準時繳

交，主辦負責人也是盡量配

合我們的提問與需求，確認

後必詳細回應答覆，互動可

以說是相當愉快，也感受到

彼此的誠意。 

 

主辦單位花了多大的成本和心力來舉辦這個的比賽，大家從他們所製作的競

賽官方網站(http://ospc2008.tripleplaycom.net/)就可以看得出來。雖然我在

填寫報名表時，就已經可以感覺到，香港總會辦這種國際邀請賽應該不是第一次

了，因為不僅邀請信及報名表上的訊息明確，不管是競賽或是食宿交通的安排、

是否有額外的人員、是否需要提前或是延後離開的種種選擇都面面俱到，即使是

心裡已經有底，我看到網頁的時候仍然是震撼與感動，真的是不枉費我一張張修

照片跟小心翼翼地對著每一個人的英文名字啊！看到在南投邀請賽，為了報名表

而特地一照再照，然後萬中選一的正經陽光團體照，清楚的呈現在球隊中英文簡

介前，台北先鋒展現的整體性和氣勢，絕對不輸其它國家！ 

 

為了將機會成本降至最低，讓大部份人可以下班後再出發的班機，讓我們是

2/13 最晚到的一個隊伍，偌大卻接近淨空的香港機場，兩位香港總會接待工作

人員，以我們一眼就可以認出的姿態，用明明久候卻不減的熱情告訴大家：「歡

迎來到香港！」。是的，我們到香港了。不只是這兩位負責接待先鋒的朋友，到

了酒店，負責總籌的梁先生和好幾位工作人員，也早就都在等著我們，各就他們

負責的部份，在我跟小瑾及大姐都還不及回神的時候，協助我們完成了所有的報

到手續：分房間卡、早餐卷，提醒酒店注意事項，簽收了大會的紀念品、選手證、

秩序冊、領隊資料冊，安排了明天的車子、確認了比賽期間的午餐、與我們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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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相互認識了一下…….。尤其要提的是，在兩份領隊的資料冊中，對於參賽隊

伍比賽期間所有交通時間的安排，開幕的方式及注意事項，教練用的各隊球員清

冊、order 單，選手證背後為來自國外的朋友特地註明的緊急聯絡電話……等等

等，種種的清楚及細心，對於今年又輪回主辦邀請賽的先鋒，實在再完美不過的

觀摩與實習。 

 

開幕的規畫大同小異就不

特別提了；比賽期間各隊都有

專屬的「保母」，與各隊聯絡人

一同解決大小問題；每場標示

明確的休息區及國家名稱；本

壘後方整場都有 EMT 隨時待

命，處理傷勢是謹慎再謹慎，

專業再專業；比賽時候場上一

支支高貴很貴火箭筒的來源，

也在最後一天的晚宴上揭曉─

主辦單位委託了香港運動攝影協會，進行這次比賽的影像紀錄；那些照片，我只

能說，真的是他媽的讚！ 

 

晚宴的場地佈置、與大家同樂的小遊戲及抽獎、紀念品的設計與販售，辦過

活動的人都知道，這些看似就是如此而已的事情，卻在在都是主辦單位人力、心

力與誠意的堆積而成的，光是如何讓二十幾桌通通坐下來，就是為難又無力的難

題。最後一定要感激的，是主辦單位砸大本，貼心地讓每個參加比賽的選手，不

論比賽結果如何，都能夠擁有一面屬於自己，屬於這次比賽的獎牌，對我來說，

這面獎牌讓這一切的都是這麼的值得跟美好，美好到有點像夢一場！ 

 

星期一半夜回到家，睡了兩個小時

後死命的爬起來到公司恍惚了一天後，

回家又是倒頭就睡整晚，到星期二我都

還沒機會開口告訴爹娘比賽的事情，我

娘卻自己跟我提起他知道我們比賽結

果，原來，主辦單位每天都立即將比賽

結果 PO 在官網上，隔海的老爹在我不孝

一通電話都沒打的情況下，也能每天知

道我們比得如何，我聽到後又愣了一

下。真是好樣的，香港棒球總會─鳳凰

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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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香港行記錄----餐會餐會餐會餐會 by 小亮    

你以為為了什麼我們搭回台灣的班機要訂在凌晨 00:05 這種根本就應該要

躺在床上睡覺的奇怪時間？是滴，這就是在不向公司多請一天假的前提下要參加

餐會的結果！不過至少我是一點也不後悔做出這樣的「犧牲」啦! 

 

一走進餐會會

場，大家就被那拍得帥

到爆畫質超好又洗得

超美的照片給吸引

了，身為上相率最高的

我，更是默默的深深感

謝攝影師對我的厚愛

(雖然我娘一直嚷嚷我

ㄧ堆照片都是帶著面

罩到底是誰認得出是

我)，真的感謝主辦單

位請了這麼專業的攝

影師來拍這些照片，連我擋到球的一瞬間(靠!頭還是有揚起來)還有起跑時的塵

土飛揚都拍得清清楚楚！當然就更不用說大家一瞬間的神韻，美齡姐的接球也會

笑、阿布施力時的憋嘴撐鼻孔、小逸的衝刺美姿等等等，真是掌握得恰到好處！ 

 

會場的一角，販賣著這次鳳凰盃的相關紀念商品還有香港棒球總會出品的東

東，我想這是我這次來香港花錢最不需要思考的一次吧！反正就是買！我覺得那

一刻我真的是達到了大會長錢怎麼可能有不夠的豪邁境界，等到服務人員幫我把

要的東西拿好要跟我收錢的時候，才發現錢好像不夠趕快跟血拼團長的家屬魯店

長借，哈哈！不過，就是買到了！開心！ 

 

我的另一項任務就是拿印著「TAIWAN」的帆布去給各國的參賽選手及教練簽

名，因為可以順便請他們在我自己的秩序冊上簽名還可以順便跟喜歡的球員照

相，所以我對這個任務真是相當的投入啊！在請對方簽名的時候，對方也有不少

人請我幫他們簽名，雖然知道只是禮尚往來，但還是有種「原來被人家索取簽名

是這樣的 fu 啊」的自爽快感！哈！ 

 

除了日本隊真的都乖乖在座位附近之外，其他各隊的球員根本就是到處流

竄，比手畫腳亂溝通一通也是講得很開心！聊天的過程中才知道，這次比賽，日

本和北美陣中有不少位球員，可能會代表她們國家去打今年八月在日本舉行的第

三屆世界女子棒球錦標賽，換言之，我們還真的是跟一群國手級的人在打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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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在台灣打遍全國無敵手的台體可能都還打不贏耶！所以能跟他們對壘，

真的是很棒的經驗啊。 

 

好不容易，把韓國和日本的簽名搞定，正要回座，竟然發現好多人在交換球

衣啊！開什麼玩笑，你們以為老娘沒準備嗎？趕快從包包裡拿出我預先準備好的

先鋒練習衣！原本我是想跟日本隊的捕手換的，不過我再怎麼想跟他換也不想用

我手上的練習衣換他們身邊那幾支奇奇怪怪的娃娃玩偶(雖然他們也可能不想

換)，於是我就轉向第二個目標：北美隊的捕手

(其實也是很好的投手)Anna，也順利的換到了

一件他們為這次比賽所製作的印有北美隊全隊

球員姓名的 T-shirt。在這邊一定要請有 Anna 

E-mail 的官小官代為轉達，不管 Anna 他本人

是要把那件練習衣掛起來還是收起來，總之，

只要不是丟垃圾筒都請他務必先洗一洗，那件

練習衣老娘我穿了三天還流了不少汗，是為了

要拿來交換特地從髒衣服堆中拿出來的咧，哈

哈！ 

 

除了不願意讓我們早點吃到菜之外，主辦單位真的是很貼心！除了賽會表現

優異的個人獎之外，還選出各隊 MVP。先鋒的 MVP 給了 LIAO LI-HSIN，為什麼要

用英文寫咧？因為我覺得現場聽到大會司儀唸出這三個字的時候有一種「馬的！

老娘參加的真的是國際賽耶！」的悸動！連廖立欣三個字念起來都不是平常的廖

立欣了咧！平常的廖立欣上台領獎，小跑步的步伐依舊如平常般的穩健(就是牛

蹄踩得很穩的意思)，恭喜！不管自己滿不滿意自己的表現，終究是第一個國際

賽 MVP 啊！ 

 

大會的貼心還不

只如此，竟然貼心到不

行的讓每隊每一位選

手都有一個獎牌！雖

然我不知道那個牌算

是什麼牌(第五名所以

是錫牌嗎？)，不過我

很清楚當我拿到它的

時候心中有多開心！

回到台灣後我把那個

獎牌拿給阿公看，阿公

還很開心的當選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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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獎牌掛在他脖子上！我想這種 fu 應該是老少咸宜吧，哈！ 

 

終於，開始上菜了，

而那時距離我們必須離

開趕飛機的時間只剩下

45 分鐘了，真的是好險

先鋒這群人吃東西沒在

慢的，所以至少在離開前

上的每道菜幾乎都是吃

得乾乾淨淨！聰明的牛

姐還請飯店先幫我們上

甜點，讓我們在離開前可

以品嚐甚至還打包帶

走，哈！我知道美齡姐也

有打包，因為他放了兩個

酥餅在口袋，然後還忘記，一直到我要出關前硬是塞到了我的嘴巴！不過，還真

好吃！ 

 

就這樣，為了趕飛機，我們匆忙的離開了會場，感謝大姐心心念念著大家的

搭機時間，讓依依不捨托托拉拉的我們最後終於還是順利搭上飛機！我想如果是

我來負責，應該會跟大家一起 High 到忘記時間讓大家都滯留香港吧！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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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鳳凰盃香港鳳凰盃香港鳳凰盃香港鳳凰盃    ––––    旅遊篇旅遊篇旅遊篇旅遊篇    by 大姐    

不管是為了打球去玩 

還是為了玩去打球 

個人的宗旨就是…打球時認真打球 

旅遊時就是開心的玩 

 

香港是舊地重遊了 

很久以前曾跟姊妹淘來過一次 

這次再來香港，雖陌生卻又有一股熟

悉感 

一樣絢爛、繁華的城市 

不過以前來香港時，大部份的香港人還不大會說普通話 

現在則是都說的不錯了 

還有，原來香港跟我們一樣都是用繁體中文 

所以看著當地的報紙、地鐵站名、路名都倍感親切 

 

這次來香港主要是應邀參加球賽的 

所以…賽後能玩的時間有限 

而我們就是要用這有限的時間好好體驗香港的生活 

所幸這次隊友裏「Nicky」和「小涼」都是識途老馬 

讓我們不致因找地方而多花費時間 

為了帶我們這群劉佬佬進大觀園 

我個人是非常感謝他們倆位的熱心 

 

香港是一座地鐵發展非常完整的城市 

四通八達的地鐵網，也是我們此次旅遊最主

要的交通工具 

不過個人對於香港地鐵站出入口的窄小有

些意見 

或許是香港的地價太昂貴，而胖子似乎也不多見 

只是個人走來總是感到些許壓迫感 

地鐵似乎也是香港人主要的交通工具 

因為不管坐到哪…總是擠滿了人 

 

第一日第一日第一日第一日    旺角旺角旺角旺角----太平山太平山太平山太平山----蘭桂坊蘭桂坊蘭桂坊蘭桂坊    

我們選擇先去旺角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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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地鐵站口 

哇～～不曉得是否因為是情人節的晚上 

每條街道盡是穿梭的人群、汽車、還有傳說中的雙層巴士 

路邊林立的大樓、霓紅招牌好不熱鬧@@ 

我們還一人拉著一人防止走失 

好不容易走到餐廳 

竟遇到脫隊想要自己過情人節的「倆口子」在同一

家餐廳用餐…哈哈^^…!! 

好喝的「鴛鴦」是由七成港式奶茶和三成咖啡混和

而成的香港飲料 

鴛鴦也被視作香港文化的象徵，用以比喻香港華洋

文化交融的現象 

 

既然已經看到傳說中的「雙層巴士」焉有不坐的道理 

我們這一票人又浩浩蕩蕩坐著雙層巴士要去搭纜車上山頂 

不爭氣的我竟因為巴士的搖晃而..暈車 

但是拼了命還是要上山頂..觀看我心儀以久的夜景 

 

從太平山山頂俯瞰維多利亞港夜景 

是從我之前來過香港後就不能忘懷的景點 

雖然..我也是住在五光十色的台北城市 

但是..香港的夜，就是令人那麼難以抗拒不

去欣賞 

而我們的 Nicky 大ㄟ 

堅持要用他那台心愛的單眼相機，幫我們把

最美的一刻拍下來 

有用過「夜景模式」嗎?? 

對了..就是要配合靜止不動至少約 10 幾秒 

結果..我們笑點很低的涼董老是笑場 

我們就在很冷的山頭這麼努力的不停的「拍照」直到 OK 為止 

真的是..冷..ㄚ~~~>< 

 

雖然我不喝酒 

可是我還是硬要跟去「蘭桂坊」喝柳橙汁 

整條街..盡是老外帥哥、辣妹開心的玩樂 

充滿著濃濃的異國風味 

而我們也選擇了一家很有運動風的酒吧

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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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第二日第二日第二日    油麻地油麻地油麻地油麻地----海港城海港城海港城海港城    

我們住宿飯店的旁邊有家茶餐廳 

聽說是附近最不錯吃的 

前一天因為賴床沒跟去吃早茶 

所以千叮嚀萬囑咐這一天一定要把我挖起來吃香港的早茶 

一大早睡眼惺忪的穿著睡覺的衣服就跟去吃 

很久沒有在早晨吃的這麼豐盛 

蝦腸粉、鳳爪、叉燒包、熱熱的鴛鴦真是既美味又可口 

 

個人是很偏愛燒臘的食物 

中午叫了個叉燒便當來嚐嚐 

味道真的很不錯 

不過香港的便當還真是簡單 

一排的叉燒+二片青菜=一個便當 

ㄛㄛ..突然懷念起台灣滿滿菜色便宜又大碗的便當外賣 

 

因為我吵著要去吃大排檔(港片看太多了^^) 

所以我們一行人便打算去油麻地的廟街 

小官笑說晚上怕被我們遇見 

所以決定跟我們一起去看燈光秀 

廟街因油麻地天后廟而得名 

每天晚上廟街的馬路會擺滿販賣各式

各樣貨品和食品的攤檔 

可能我們太早到廟街了，小販們都還

忙著在擺攤 

於是我們先去港片古惑仔常拍攝的天

后廟廣場還有路邊閒晃 

後來..我們為什麼會走去吃褒仔飯

呢??  

…………^^，反正就是跟著走嘛 

 

「四季褒仔飯」聽說很有名 

我們去吃的時候就已經擠滿了人，我們走的時候更是排了很多人 

褒仔飯聽說是把米放在碗裏直接去煮的 

吃到底還有鍋粑，味道真的很特別 

我們在等帶位時發現街角有一家小店也排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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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是一家賣牛雜的店 

一時興起便跟著排隊 

也不知道要怎麼買，乾脆就每樣來一份，超便宜的滿滿兩盤才 20 幾元港幣 

很像台灣的加熱魯味，味道真的很好 

 

為了趕上八點的燈光秀 

我們一群人快步穿過商城頂著冷冷的海

風找了個絕佳的地點觀賞!! 

燈光秀是以維多利亞港沿岸的大廈作為

焦點 

配合燈光、音效和旁述介紹香港 

大約不到 20 分鐘的時間，聲光交織，充

份運用香港建築的美別有特色 

沿著星光大道一邊散步一邊欣賞不同於

太平山山頂俯瞰維多利亞港的夜景 

 

「海港城」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是香港最大

面積的購物中心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經過多少家店，腳酸腿麻

了 

終於可以吃甜點了..忘了那攤是叫啥..想不起

來>< 

只記得 Nicky 熱情推薦～～楊枝甘露 

不過我卻點了西米露..因為我愛..哈哈!! 

 

第三日第三日第三日第三日    大澳大澳大澳大澳----東湧東湧東湧東湧    

最後一天有一整天的時間..正傷腦筋要去哪個島嶼玩 

我擔心若因為船的緣故而擔誤了回台灣的時間就糟了 

所以拜託倆位大大提早一天去離島玩 

那要去哪個島勒..大嶼山、南ㄚ島、長洲?? 

此時..我的腦海突然閃出周星馳的電影 

「我們去周星馳打撞球那部電影..周星星住的那個島..」 

對了..大澳 

 

大澳位於香港新界大嶼山西部，是歷史悠久的古老漁村 

村落部份位處大澳島上；它保留了中國傳統的棚屋， 

居民不大喜歡住在陸上，反而喜歡住在用木柱支撐的棚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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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水鄉風情獨特，故有「香港威尼斯」美譽。 

我們在東湧搭巴士去大澳 

因為早上的球賽很累，才坐車沒多久就已睡的東倒西歪 

醒來時已到大澳的車站 

據說..我們是翻過好幾座山..開來的路途上有看到牛 

據說..我們的司機老大開山路像開平路一樣猛 

哈..結果我都錯過了 

走進大澳的街道..聞著漁村的空氣..好地方的感覺 

傳統的雜貨舖、市場 

幾乎每家賣魚的攤位都會曬的大大的鹹魚 

剛從繁華的城市來到這純樸的小島，空間感一時難以適應 

這一天..天氣不太好，下點毛毛細雨 

島上觀光客也不多，感覺格外寧靜 

我們品嚐了島上的名產..烤魚、豆腐花、咖哩魚丸，很有味道 

倆位大ㄟ提議坐 20元港幣的觀光船回

東湧 

本來心想..觀光船ㄟ..聽說還可以看

到海豚、飛魚 

而且只要 20 分鐘就到了 

結果到了碼頭..是這艘嗎?? 

 

我們簡直像是在坐海盜船吧..哇..

嗚..～～ 

哈哈..很難形容 

據剛好此時打電話給我們的魯蛋說：

他只聽到一陣陣的喊叫聲～～ 

 

東湧有座很大的 Outlet 

來香港三天了都沒花到大錢，決定好好給他 Shopping 

提到吃東西買東西，魯蛋這組就出現了 

不管到哪裏..我們總是離不開運動用品店 

幾家知名的品牌我們都給它逛了一圈 

不知是在台灣已經買夠了..還是覺得沒有給它特別優惠 

還是沒有花到錢耶，怪怪.. 

走進 Esprit，好務實的一家店 

它把每種價格都很清楚的標示出來，我們在這區拿的衣服就是幾多錢 

所以我們就在這家店玩起湊件數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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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蛋美食組要帶我們去吃好吃的「蘭芳園」 

據他說下午去排了一個多小時 

蘭芳園是香港一間歷史悠久的茶餐廳，位於中環，是香港僅餘的大牌檔之一 

從地鐵站到蘭芳園之間有走過一條很長的手扶梯 

回來經查閱..原來是中環至半山的自動扶梯系統，方便半山居民往來很有意思 

不過我們太晚到了，蘭芳園已經打烊 

我們不甘心，所以相約明天至分店吃早茶，就是一定要吃到啦!! 

 

魯蛋介紹我們去吃超大顆的餛飩麵(Sorry..忘了問餐廳的名字) 

真的很棒呦..整隻蝦包在餛飩裏，湯頭也很清淡 

(個人一直覺得香港的食物口味很重) 

真的覺得好滿足 

 

今天是王美姐的生日，祝王美姐生日快樂!! 

大夥躲在王美姐的房間慶祝喝酒 

這當然是先鋒只要住在外面就一定要的活動 

開心啦～～ 

 

第四日第四日第四日第四日    藍田晒草灣棒球場藍田晒草灣棒球場藍田晒草灣棒球場藍田晒草灣棒球場----沙田跑馬場沙田跑馬場沙田跑馬場沙田跑馬場    

話說..我們因為前一天沒有吃到蘭芳園所以相約至分店吃早茶 

這一天..我們強忍睡意(昨天只睡大約 3個小時) 

因為..我們不能當說謊的大人 

我又穿著睡覺的衣服就去吃早茶了..覺得很痛苦 

一大早吃「港式飲茶」..沒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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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很想睡，一看到食物還是火力全開卯起來吃 

整個餐廳除了老人還是老人，因為沒有年輕人會這麼早起床 

幾乎人手一份報紙，有的看似馬報，應該是在研究馬經吧 

Nicky 說今天有跑馬，如果時間允許..我們可以去小試身手 

 

睡回籠覺的感覺真好..精神飽飽^^ 

可憐魯蛋因為宿醉一付病奄奄的模樣 

 

沒想到大家都想去看日本 VS 北美的冠軍戰 

幾乎全隊的人都到球場報到 

冠軍戰出乎意外的一面倒 

在這場比賽..日本展現冠軍隊的強悍，第一局就勝負已定 

全神貫注留意日本隊的功守，期望可以偷學到一些什麼 

看著日本隊全場始終充滿活力、遵守場上的禮貌 

這就是我們第一步要學習的「精神」 

日本隊的冠軍，真是實至名歸啊!! 

 

因為比賽的時間很短 

意外賺到允許去沙田馬場的時間..耶～～ 

換了好幾趟車..也不能阻止我們去賭馬 

是假日的關係嗎?? 

人好多ㄛ..看著這麼多人..心跟著沸騰起

來 

第一次賭馬..怎麼玩ㄚ 

管他的..本小姐就是押「2 號獨贏」 

這場有 8匹馬一起跑 

我們 2~8 號都有人買..獨缺 1號 

小亮說：不會就是 1號跑第 1吧 

哈哈..名嘴果然成真 

我們全團的人都「槓龜」..真是超爆笑的!! 

結果我連馬從哪跑都還沒搞清楚就跑完了 

真的是很快耶 

看著一堆人不知在喊些什麼就跑完了 

哇..真是佩服一整天都窩在跑馬場的人..

我只能說真是賭性堅強 

心想中國人真是很愛賭的民族 

如果台灣也劃分一塊區域來發展博羿事業 

相信這稅收應該也是很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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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的貪心，大大小小相機吃進了上千張的照片，看

也看不膩，挑都挑不完，每一張都想貼進來，都想寫

點東西來配…得不甘願地強迫自己收手，否則勢必沒

完沒… 

每個畫面都可以說個故事，先鋒的故事，我們的故事，

夠我們青菜喝上個三天三夜來嚷嚷講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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