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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鳳凰盃賽前準備年鳳凰盃賽前準備年鳳凰盃賽前準備年鳳凰盃賽前準備 

 

2011年鳳凰盃是先鋒第三次參加年鳳凰盃是先鋒第三次參加年鳳凰盃是先鋒第三次參加年鳳凰盃是先鋒第三次參加這項賽事這項賽事這項賽事這項賽事，，，，對大多數隊友來說對大多數隊友來說對大多數隊友來說對大多數隊友來說，，，，或許少了前兩或許少了前兩或許少了前兩或許少了前兩

次參賽時的興奮與緊張次參賽時的興奮與緊張次參賽時的興奮與緊張次參賽時的興奮與緊張，，，，然而然而然而然而，，，，卻也有著更多對自己技術與表現提升的憧憬與期卻也有著更多對自己技術與表現提升的憧憬與期卻也有著更多對自己技術與表現提升的憧憬與期卻也有著更多對自己技術與表現提升的憧憬與期

待待待待。。。。而唯一不變的而唯一不變的而唯一不變的而唯一不變的，，，，依舊是那份參加比賽就會熱血沸騰的棒球因子依舊是那份參加比賽就會熱血沸騰的棒球因子依舊是那份參加比賽就會熱血沸騰的棒球因子依舊是那份參加比賽就會熱血沸騰的棒球因子….. 

啟動啟動啟動啟動 

去年 5月全國賽之後，先鋒依慣例休息了將近二個月的時間，同時也改選了正副

隊長與幹部，而新任隊長上任所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讓這群還未從休息

氛圍中抽離的人動起來」。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再恢復練球，大家的手感都生疏了，今年度的比賽依序有「台中邀請賽」、「香港

鳳凰盃」及「全國賽」，當務之急的是如何讓大家快點恢復手感，慢慢進入備戰

狀態。 

我們試著以目前陣容來調整或加練其他守備

位置，以期強化每個守備位置的板凳深度，於

比賽時可以更靈活調度，因應每週二天的練

習，也思考著這二天的練習內容可以有什麼不

同，初期，先以回復基本體力及肌耐力為主，

輔以基本打擊、守備練習，接著，加強個人打

擊(擊球點、動作)、守備(9傳 3、8傳 4、抓雙

盜壘、夾殺、觸擊處理、補位...等等)，最後，

多打友誼賽、分組模擬賽，讓大家可以更適應

比賽的氣氛。 

 

由於二天的練習皆以團隊 CASE為主，有感於

投手是主導棒球比賽的主要關鍵，因此也加開

週三晚上的加練團，除了投手群們可以練投，

想要加強專項的隊友也可以加強練習。 

 

還記得正式練球後約一個月跟殘棒打友誼賽，狀況不是很好，投手四壞球及守備

失誤很多，不過這畢竟是開始練球之後的第一場非正式比賽，所以並不會感到著

急，但是接著跟向日葵的友誼賽，對於比賽的過程就感到有些焦慮，投、守、打

一團亂，完全沒有隊型可言，雖然說離正式比賽還早，也難免擔心，但是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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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友誼賽的關係，反而可以儘早讓大家看到問題點，儘早去做調整。 

 

掙扎掙扎掙扎掙扎 

如同大姐說的，10月時的先鋒，仍是一團亂，除了比賽的感覺生疏，每個人也

都遇到了各自的困難，投不準、打不好、守備不穩、傷勢困擾、身體作怪…… 

    

小光小光小光小光    

一開始練的時候，其實什麼都沒想，反正就是簡單

的「這樣」投出去就好啦，也沒管什麼，那個時候

好像還投得比較好，當時真的覺得投手這位置還蠻

有趣、好玩的。到後來，也許是該學的東西越來越

多了！開始要注意好多好多的東西，要注意不可以

放球、手腕要壓快點、腰要轉、頭不要亂動、腳尖

要朝捕手、抬腳的時間要頓一下、SET 好後小心不

要犯規、還要記得投完要守備、要補位、要注意跑

者、滾地接到球要丟哪．．．．．．要注意好多好

多的東西，一下子那些有趣、好玩消失了，有段時

間（應該說到現在吧！）還是找不回以前那種的感

覺，當初的那種感覺，真的讓我很喜歡，現在卻消

失了，心裡急，自己也知道越急越找不回來，卻控制不了自己不去急，急到甚至

有點忘記了那種有趣，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麼都不要想（希望真

的可以不要去想）！祈禱那種感覺可以快點回來，很想再去享受那種有趣、好玩

的感覺，那是一種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可是會讓人上癮的一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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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小官小官小官    

其實在投手丘上一直保送對手的時候，最痛恨的就是自己了… 

正式練球時間沒什麼機會練習，所以就希望在週三加練的時候勤能補拙囉，

practice makes perfect，但我不求完美啦，只希望能在比賽時盡一份力，教練

能夠放心把球放在我手上，而不是看著毛師傅、大姊、小瑾、尼奇等人一直燃燒

自己的手臂、體力和生命。我想，我練投的起步慢，學得也慢，只會丟直球，直

球又不夠快，所以只好想辦法丟

準一點了呀。 

 

也許加練時間因為人少、天黑，

比較能夠專注練習投球，加上加

練伙伴小亮、尼奇、阿布、立欣、

美齡、小嫻、大姊、小涼和小瑾

從旁指導，有越頭越準的傾向，

挺不賴的，但就在事情往好的方

向發展時，突然受傷

了……-___-lll 

希望恢復之後還記得怎麼投球啊！ 

 

當看到小亮貼出香港練習的 schedule 之後，去年輸掉那種不甘心的感覺又浮了

出來，加上某些因素，所以我就非常熱血地安排自己的進度，希望這次把遺憾還

給香港。 

 

除了正式練球、週三加練、去打擊場練、回家看電視時練臂力腳力柔軟度、上班

水深火熱的空檔找影片揣摩、去廁所的走廊上練揮臂和扣手腕、作心理建設：被

罵是愛之深責之切，並不是真的要站到中間講…（？！） 

甚至計算可以練球的時間，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居然扭到腳 

加以時間上的巧合，我弄丟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東西，簡直掉進了沮喪的黑洞…

又開始自怨自艾、放棄自己… 

    

小嫻小嫻小嫻小嫻    

我的打擊姿勢遠從樓教練時期就開始調整了，始終都是

被說揮棒速度不夠快，擊球點太後面，總之就是擠到擠

到擠到，被改到一度不知道到底該怎樣揮棒，小毛、美

齡姐都很認真的協助、提醒我需要修正的地方，但我資

質駑鈍一直無法領悟，情況雖稍有改善但始終無法大幅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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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瑾小瑾小瑾小瑾 

從受傷到可以用力丟球，大約休息了 2、3

個月，休養期間除了吃藥、復健，也盡量在

可動範圍內維持球感，因為前大半的時間一

直不見傷勢好轉的跡象，隨著比賽時間慢慢

接近，深怕來不及趕上比賽，沒有足夠時間

調整回來；後半段練球時，一感覺手的狀況

有好轉，就讓量慢慢增加，希望能不間斷的

與時間賽跑。 

 

小毛小毛小毛小毛 

這次的台中邀請賽我準備並不充份，除了私人因素減少練習的時間外，原有的傷

勢讓我必須要控制自己的練習量。在擔心加重傷勢的情況下我的練習就必須以質

來取勝量。 

 

不過運動員就是這樣，練習跟表現是成正比的，俗話說的好，有怎樣的收穫就要

怎樣的耕耘，這次我的收穫並不豐盛….. 

不知道是不是平常太嘴賤，又是在接近比賽(阿里勒…)，老天又給了我ㄧ次沒有

斷手但也讓我變成豬頭的考驗，在意的不是傷勢，害怕的是心理，我會不會閃避

迎面而來的球變成了我最擔心的部份，直到台中邀請賽前的 logu，這不確定性

依然讓我不安… 

第ㄧ個彈跳…第二個彈

跳…第三個彈跳………，

眼ㄧ閉腳一縮(媽媽~~好

恐怖@@)，死定了!!老娘我

怕死了!!!該怎麼辦??!!

等會就要上場了…怕球的

心魔持續在我心中擴

大…… 

 

 
阿布阿布阿布阿布 

回憶起來，生病好像已經很久了， 

但比現在瘦的那個曾經，一直在我心中(……遙看遠方)   

 

話說回來，身體狀況從第四次住院後就明顯下滑(我知道~不含體重拉>< ) 

很容易累也需要久睡 是因為體況還是因為年紀呢？可能要問問大姐(…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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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來，我不清楚要休息多少，目前以體重計指針為準 

原本希望自己可以周六練球，周日稍微休息後比較好面對週一 

但平常沒時間累，所以週一到週五的工作幾乎已讓指針維持在高檔，六、日便容

易像沒電一樣需要較多的休息，所以維持五成的出席已經變成需要注意的事了 

 

這期間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照顧及包容 

你們是我 時常想起來的幸福 

 

沒失去肌力前  不知道下盤對棒球運動

有全方位的影響 

沒失去皮帶前  不知道肚子會這麼地影

響守備範圍 ><; 

無論投球、守備、跑壘的衝刺與煞車等

都需要腳力 

再重、再強的球(如官少強腕) 也需要很

有力的先將腳釘在地上 

 

要珍惜自己  珍惜練球  珍惜上場的每個奔跑 

 

到底我身體狀況跟出席練球如何平衡呢？ 

過動與愛睡如何平衡呢？(我和我追豬的夢~~~~~) 

大姐~~~~~  教教我ㄚ 

 

淬煉淬煉淬煉淬煉 

一起從谷底往上爬的感覺，是一個團隊最珍貴的收藏。面對這些掙扎，我們淬煉

自己…… 

 

協助訓練的人協助訓練的人協助訓練的人協助訓練的人，，，，用心安排用心安排用心安排用心安排…. 

 
立欣立欣立欣立欣    

現在的外野練習，除了以大量來增加穩定與熟練

度外，因人而異的要求也不同。 

我們外野手程度大致還是分兩類，初級班主要練

習目標在於穩定的完成基本飛球的接殺及確實

檔下基本的安打球。大家都會相互觀察和提醒接

球手套的位置和姿勢，並確定面對滾地求應做出

跪擋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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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班則需要求自己提高飛球位置判斷速度及增加守備範圍。能夠盡量要求自己

全速跑到判斷的定位等球，而不是邊移動邊接到球。能到定位的才有彈性空間能

應付更突如其來的變化，習慣全速去定位，也才更能擴大自己的守備範圍。當然，

已經定位的接法，才有時間加入傳球準備動作，更快的將球回傳。 

 

回傳球的部份唯一不斷一直練的就只有快速準確「平傳」給 cut 的內野手，讓內

野手來進一步處理。 

 

我們在場地許可時，也會做外野交叉的默契練習，覺得自己接得到的就喊聲後全

力接球，另一個則就快速到正後方完成補位的動作。 

 

小亮小亮小亮小亮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星期三的晚上變成了

固定加練的時間。離比賽還有一段時間的週

三，大姐就號召大家一起去健身房，接近比賽

的週三，就變成了投捕加強以及個人調整的時

間。 

 

有時候會覺得，我們都默默的被週三加練制約

了！到底是誰造就了這樣的加練模式？是「嗷

嗷待捕」的投手群、沒有練到球會良心不安的

乖小孩以及沒有到球場來集氣就像霹靂貓王獅貓發出訊號卻沒有來集合般不舒

服的神經病吧。 

當然，還有大姐，因為這一切都起始於他的「動一動」。 

 

就這樣，我們從夏天動到秋天，再從秋天動到冬天，就因為這份內斂的用心… 

 

有傷的有傷的有傷的有傷的，，，，積極復健積極復健積極復健積極復健 

 
小嫻小嫻小嫻小嫻 

印象中是從去年 9 月開始，大概是休兵太久，恢

復練球沒多久肩膀就不舒服，就開始每星期一晚

上 8 點半去陳老師那邊報到整治，為了眼前的邀

請賽跟香港鳳凰盃，對陳老師交待的動作跟練習

都很認真地照做，幾個禮拜下來困擾我多年的肩

膀竟然奇蹟似的不痛了，投球的距離也能越拉越

長，另外交代的下半身平衡訓練也讓我身體的穩

定性明顯增加；除了我，同場忠實病患還有小瑾的右手腕從原來怎麼按都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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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治療到邀請賽大家心目中最佳投手；尼奇大叔

重新訓練走路使用的下半身肌群，幾個月下來不但

投球姿勢逐漸穩定，力道跟速度都明顯的增長；大

姐雖然是因連續摔車受傷中途加入，經過治療僅僅

數週就又可以再上場投球，邀請賽雖然本身狀況不

甚理想也仍然解決一個又一個的打者，更別說那一

支比一支遠的紮實安打。後段修復團越來越茁壯，又陸續加入了我們的小可大

人、阿布、小官、魯蛋……邀請賽結束的隔天陳老師家的客廳更是塞滿了求診、

復健、打屁、看熱鬧以及尋求心靈安慰的散沙們。 

感謝達康工作室的陳老師、鄭老師，從各個方面幫我們恢復並加強身心的強度，

放心，等我們從香港回來你們家的客廳就會恢復往日的平靜了。 

    

NickyNickyNickyNicky    

到物理治療診所報到、修復夏天休太久造成受傷的同時因為

新的練習方法和器材，再度開啟一波姿勢調整 

每個禮拜一去檢查週末練球「摧殘」程度，並決定下一週練

習方向 

到禮拜三體力逐漸恢復，剛好開始活動，是個很好的「實驗

時間」 

而且就是投球，可以很專心 

 

小瑾小瑾小瑾小瑾 

週三加練的量，從一開始的看人投球，到可以

慢慢用力正常傳接，再進階拉長距離，然後上

丘練投 5 球、10 球、15 球，到最後的 20 球，

期間由於休息太久肌力不足，一度讓手臂肌肉

感覺疼痛，所以除了讓肌力慢慢恢復，也試著

調整動作，讓手臂負擔盡量減小又不至於影響

控球，不知道是不是復原前著重於下半身的訓

練，所以下盤穩定度增加，因此控球反而沒有

退步太多；到最後的一次週三加練，是練投後第一次恢復練變化球，20 顆的量

讓久沒用的一塊肌肉疼痛發炎，好在最後並沒有影響投球，至少經過邀請賽之

後，我可以確定，我的手回~~來~~了~~耶！香港…你等著…我來了！ 

    

滷蛋滷蛋滷蛋滷蛋    

剛好邀請賽和香港比賽接連著來，正當應該好好備戰比賽才是，而在比賽前這一

二個月剛好是工作的轉唳點，原本忙碌的工作，只能說忙上加忙，而打壞自己的

自主訓練復健計畫，之前一週都會上健身房至少三次，十一月中開始忙到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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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去不成，連假日練球出席率也只有五成，所以導致身體沒

有記憶比賽的點。不過還好的是，現在有著邀請賽比賽的感

覺一直停留在腦海裡，再加上找時間勤上健身房和週一陳老

師外加泰式按摩的三重加持，覺得身體漸漸變好，那種準備

好的感覺覺得很好，雖然不知道我的手到底復原情形如何，

不過這就是我目前能準備好的階段，香港回來後，還是要繼

續右手的肌力訓練，希望有朝一日，它會變回以前的健康手

臂。 

 

不足的不足的不足的不足的，，，，就靠練習就靠練習就靠練習就靠練習 

 
小嫻小嫻小嫻小嫻 

總算，在黑教練某次提醒握棒不要握太緊

的建議下打擊突然開竅，改用手指根部輕

鬆握棒取代原本用掌心緊握，終於找到能

用到手腕的握棒姿勢，揮棒速度稍有提

升，但擊球點的問題仍然困擾著我，終於

在圓圓教練的特訓中找到扛球棒在肩膀上

的揮棒姿勢，揮棒軌跡縮小，揮棒速度再

加快，只要重心有確實留在後腳，運用身

體的旋轉跟手腕最後的加速，棒頭就很自然的能在前面擊到球，加上陳老師交待

加強下半身穩定度的訓練也讓我打擊時重心愈加穩定，下半身力道也比較使得出

來，第 10 年了，總算能把球打到外野去，真的是蠻欣慰的，也終於回復點信心，

現在就是持續讓自己習慣這個姿勢，希望能夠一舉脫離貧打的窘境啦。 

 

Nicky 
拜榮譽隊醫的治療以及阿布的指點之賜,這是目前為止感覺最

好的一次調整期！雖然有時衝過頭、有時倒退嚕，但對身體狀

況的感知和控制都比之前好 (例如終於明白什麼叫有用到下

盤....)於是在週一 --> 週三 --> 週末的循環中，過了一個

很充實的冬天，邀請賽時有看到一點點成果，還算差強人意，

到了香港一定要更好~ 

 

 

美齡美齡美齡美齡 

記得曾經說過打死不練捕手(因有被球打到變香腸嘴的經驗 XD)，沒有想到如今

我竟然自己說要練……既然要練我會認真的！要感謝小亮及加練團的各位 

沒有妳們的鼓勵我不可能這麼快就上手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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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球不難但想要投進捕手手套真的不容易， 

雖然有球速，但是控球不穩真的很糟… 

加練期間再一次感謝大家提醒我放球點、手別開掉、腳踩

穩……等等， 

我會再加把勁， 

更努力的控好球丟到捕手要的位置， 

也會想盡辦法接好投手所投出每一顆球！ 

 

 

 

小涼小涼小涼小涼 

因為念書以及實習工作的關係，這半年都很少可以去

參與正式的練球，很謝謝大姐開了星期三的加練團使

我在比賽前還是可以練習球感。這半年因肩傷的關係

也很沒有辦法像之前一樣的臂力，還有因實習而來的

大大小小的受傷，可是在加練的過程中，我從忘記丟

球的方式，慢慢進步，雖然沒能百分百完全回復，但

至少也是回來一半以上。大姐、美齡都會告訴我的丟

球哪裡出了問題，立欣、小瑾會 logo 讓我做內野 50

外野 20 球的特訓，讓我慢慢找回球感，小亮、尼奇、小嫻每次都熱情的參與加

練，雖然每次都練到快掛了，但是真的謝謝你們。感恩的心，感謝有你，花開花

落我一樣會珍惜... 

 

有心魔的有心魔的有心魔的有心魔的，，，，鼓起勇氣鼓起勇氣鼓起勇氣鼓起勇氣 

    

小官小官小官小官    

還好有大家的關心和督促，尤其話很少住很遠的毛師傅主

動自願當我的司機，我在螢幕前已經泛淚了 T___T 

今天中午偶然聽到昆士蘭的洪水成災，心想：我還在等什

麼？等腳好！？難道要抱著遺憾面對世界末日！？當立欣

提出打擊練習的邀約，我馬上就答應了，踏出嘗試的第一

步，希望安步當車，keep on walking，越走越好。 

    

    

    

小毛小毛小毛小毛    

比賽就要開始了，我必須想辦法克服！不斷的要自己冷靜，不斷的灌輸自己不要

怕，不是強迫自己不要躲球，而是告訴自己我的責任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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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穿著先鋒球衣高矮胖瘦的隊友們，我就知道我的

責任是什麼了， 

那是ㄧ個動作，ㄧ個眼神，ㄧ個言語，這都是態度的

表現！也是ㄧ種態度的傳承！ 

就是「沒有在怕的啦沒有在怕的啦沒有在怕的啦沒有在怕的啦」!!!!  

 

 

 

新血新血新血新血 

不只是先鋒的舊人們，許多新加入先鋒的新人們也即將展開屬於他們的第一次國

際比賽，不一樣的心情，但相同的是對鳳凰盃的期待… 

 

文玉文玉文玉文玉 

這次能夠拋夫棄子去香港，首先要感謝我家老爺，還有我疼

愛的寶貝淳和寶貝蛋，若他們沒有同意我去，我沒提早跟公

司報備，我也無法放下一切去香港。長官說過：一旦決定的

事，決定做了就去放手去做，沒有回頭這條路，於是報了名

去參加鳳凰杯比賽。 

 

加入先鋒至今快半年，因為個人及家庭的種種因素是練球次

數最少的一個，也是完全不會棒球規則的人在打棒球，聽來很好笑吧!之前上過

一次比賽的打擊，因年紀的關係，第一次緊張不會閃球，40歲該有的遲頓反應

出現了，就被那快速的球給擊中胸口，但並沒因為這樣而讓我放棄跟大家一起練

球的機會；透過之後的小心練習，在這次台中舉辦的邀請賽打擊時就懂得閃球了。 

 

文玉深信每一次的訓練都會讓自己多學到一點，基本功是需要苦練才能扎根的，

相信有棒球規則訓練速成班，但相信不扎實不穩定，還是要一步一腳印慢慢扎

根。在先鋒這個團隊裡，每個人都是很細心的教導文玉這個菜鳥，隨時隨地適時

的糾正文玉的錯誤。一場球賽比下來，要學的東西很多，比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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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賽進攻時教練的手勢是否看對，比賽防守時

123456789各自所佔的位子。 

2. 當好一個啦啦隊員，知道如何歡呼替隊員加油，並

讓對方之投手緊張。 

3. 知道何時應迅速地將球場內的棒子撿回來，避免隊

員回本壘時絆倒。 

4. 學會如何迅速幫捕手穿帶、拆卸護具之技巧。 

5. 學會如何處理緊急事件，幫助受傷之隊員包紮冰

敷，指壓消痛等等。 

6. 比賽的記錄表，學會如何填寫。……這都是要訓練的。 

 

任何一個團隊出去比賽，所有的隊員都應該要

有所認知，一切應以團隊之榮耀為其優先之考

量，任何人在活動期間都要發揮其應盡的義

務，互相分工合作，互相支援幫忙。也許這次

整個活動下來沒有上場的機會，但也不需要失

志，因為您有陪伴這些上場的參賽者，一起跑

步、熱身、投球、接球、送球、打擊….等等。

比賽中為她們大喊加油打氣，從觀眾的角度去學習參賽者的優點，記取失誤警惕

自我。畢竟這樣的機會不是所有的人都會有，珍惜當下陪伴您在異鄉的日子，讓

彼此的關係與感情更加的昇華。 

 

先鋒是文玉意外在網路上發現的女子棒球隊，再經蒐尋比較北部女子棒球隊中精

挑細選所選出的團隊，是文玉挑選出最省錢的運動社團，也是擴大個人生活圈想

要加入的社團。俗話說有夢最美，我不是在做白日夢，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會成就

起來，不要浪費自己腦袋中的任何特殊想法；我常常告訴自己，有想就會成，不

要害怕，如今因為有先鋒的存在，改變了我一成不變的生活，每個人每天都是

24小時，如何讓自己過和以前不一樣的生活，主導權在自己身上，很多事都是

可和家人商量溝通的，雖然說有得必有失，或許現今看來是失但未必是失，看來

是得但未必是得，但在這過程是永遠用錢買不到的經驗。 

 

感謝先鋒所有的

隊員及教練，成

就了文玉不一樣

的生活，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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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小白小白小白 

這是第一次參加國際的棒球比

賽，能夠看到其他國家的棒球真

的很期待，也很高興能夠和他們

打球，希望自己能從其他的國家

學到更多的東西，賽前的準備最

重要就是練習，在家偶爾會做一

些基本的動作，讓自己可以更進

步，希望這次的比賽中可以打出

安打。 

 

 
圓圓圓圓圓圓圓圓 

各位同學、夥伴大家好。很榮幸在見過多次面

後…我們從劍拔怒張互不兩立的敵人成了生死

與共的隊友。 

在多次的練習之下，看到各個隊友不分你我的

同心協助，犠牲休假時間把自己搞得髒兮兮的

野球員。雖然相處的時間不多但相逢自是有

緣，希望大家多指教。 

 

 
小壁虎小壁虎小壁虎小壁虎 

打擊練習、體能訓練、還有各式的單項練習，一直

以來都是向日葵練球永遠湊不滿 9個人的練球模

式， 

相較之下，近幾個月來參與的團隊練習就顯得有系

統許多，僅管不同的球隊，有不同的球風、不同的

練習方式、不同的練球氣氛，相同的還是一群為棒

球執著的人！ 

 

半生不熟的先鋒隊友們，以及初次參加的國際賽，

一連串新鮮的體驗， 

鳳凰盃…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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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出發前出發前出發前 

過幾天，台北先鋒--這支創立至今年即將滿 10年的老球隊（至少在女子棒球隊

裡他真的很老^^）將以新的組合，帶著新的期待與憧憬，再次遠征香港！此刻的

心情，値得我們比完賽後的以後慢慢回味。最後，以隊長大人的感想作結….. 

 
隨著香港比賽的時間愈來愈接近，大家愈是抓緊時間辛勤練球， 

我們自己也分組打了幾次模擬賽，亦不見之前的亂七八糟，可以說是大家辛苦練

球的最大收穫。 

前二天才打完邀請賽，大家的表現都實在太優秀了！不管是哪個分組、哪個守備

位置，不管是在場上還是在場邊的，皆能專注於整個比賽，現在我的心中已無疑

慮，我期待球隊在這次鳳凰盃的精湛表現！ 

 

Let’s go 台灣台北先鋒！！！！ 

 

                                             

                                      文字內容：台北先鋒 

                                      串場文字：小亮 

                                      串場照片：小嫻、文玉、小瑾 

                                      圖文版權所有：台北先鋒女子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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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就在全記錄賽前準備篇完工之際，一劃特地趕在大家出國前，寫了他的心得與祝

福。或許，能去香港參加比賽的只有報名名單上的這些人，但別忘了，在台灣還

有很多先鋒人給予著我們滿滿的溫暖與祝福…… 

 

雖然我不能去香港，但我還是很認真的把小亮給我的功課做完了，而且還趕在你

們出國前，這樣我可以得到香港紀念品一份嗎？！ 

加入先鋒一年多來，經歷過許多事，學到了許多東西，也有很多心理的話想說，

而我在三月結束後就要開始請長假了，正好利用這次機會提前把心裡想的寫出

來。 

其實我第一次和先鋒練球是在兩年多前，那時還練了三次都拿到了入隊門票了，

卻因為學校的事及課業而到了升上大四才正式加入，現在想來真是白白浪費了一

年的時間。剛開始練球真的覺得大家都好強，而自己卻什麼都不太會，初期有一

小段時間還因為打不好也接不好變得不太敢去練球，但每次都還是鼓起勇氣去練

習，只因為希望自己能趕快追上大家 

正式加入球隊後，我先是去練外野，後來又被叫去跟著練內野，這讓我很開心，

因為能多練到很多東西。在外野時，每一次大姐和小瑾都會提醒我該如何接球；

在內野時，小毛和美齡姐也常教我許多守備的觀念，我還記得剛開始接滾地球

時，美齡姐就一動一動的教我、示範給我看，還對我說：「要好好看好好學喔！」

另一次也是在練內野守備時，我滾地球一直接不好，小毛一樣跟我講解每個動

作，又說：「待會我接球時要看清楚我怎麼接，把它記起來跟著我做。」那時聽

到這些話都很感動，就是因為有這麼多賢拜這樣子仔細耐心的教我、指導我，才

讓我渡過那段害怕練球的日子。 

接著我記得大概是加入四個多月後的某次練球，在熱身完後大姐就拉著我去旁邊

要我試著投投看，這讓我既興奮又訝異，因為這也太突然了吧！不過也讓我 high

了一個禮拜，之後就開始插花練起了投手，我還記得第一次對外比賽上場投球是

六月時和明星棒球隊的比賽，很像投了

一、兩局，但內容也忘了，在這場比賽

後我就請了三個月的長假，對我來說在

長假之前我只是嘗試練投一下，並沒有

想說有一天真的會上場，因為隊上有一

堆厲害的投手在，一直到長假後回來練

球，比較頻繁的上去餵球、練投、練牽

制、分組比賽投球等，才真正有練投手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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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接觸棒球就是和哥哥在巷口傳接球，打擊則是加入先鋒才開始練，所以對

我來說，投球總是比打擊多了一點自信。不知為何我的打擊就是都練不好，放假

時有時間就會去打擊場，但我還是一樣不是揮不到，不然就是打不好，始終掌握

不到訣竅尤其是打 toss 時，身體就像卡住一樣整個都會變形，大家常會提醒我

要注意哪些地方，但我卻沒辦法完全吸收，打擊真的是我很苦惱的一部分，就算

加入一年多了還是一樣沒什麼進步。 

還記得剛加入先鋒時，自己在隊上算是年紀比較

小的，幾乎所有的隊友都大我五到十歲，這讓我

不太敢和大家互動，但卻又想趕快認識大家、融

入這支球隊，所以就把官網及散沙所有的文章都

看過一遍（這也讓我發現先鋒真是一支擁有光榮

歷史的球隊，只可惜我加入到現在卻還沒有碰過

冠軍獎盃，但我相信先鋒一定很快就可以再添一

筆佳績），也常常跟這大家去吃飯、聽大家聊天，

漸漸的總覺得只要和大家在一起，所有的煩惱及

不開心的事都會忘記，不論是練球、比賽或是吃飯、出遊，都能讓我期待很久，

也能讓我回憶很久。在球隊裡，我真的覺得我很幸福，每個賢拜都很關心我，也

很照顧我，要謝謝常常開車載我的小瑾、立欣，要謝謝常在 MSN 陪我聊天的小亮、

小涼，要謝謝常安慰我、鼓勵我的小嫻、nicky，要謝謝教了我許多守備技巧和

觀念的小毛、美齡姐，還要謝謝小可、小賴、小官、魯蛋、阿布、小光、汪汪、

王美姐及遠在澳洲的小錢等許多人，還有我最尊敬的大姐，多虧有你們，讓我在

先鋒有家的感覺。 

過幾天你們就要去香港比賽了，和去年一樣我還是無法與你們同行，其實每次到

了這個時候心情都還蠻沮喪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有機會和大家一起出國

比賽，在你們比賽這段期間，我會在台灣天天為你們加油的，你們一定要努力前

進 G19 並拿下冠軍喔！我等著你們拿獎盃回來的，哈！(這幾個禮拜也要謝謝穿

著我球衣出賽的小虎姐及教我變化球我應該叫聲師父的圓圓) 

    我曾經在 MSN 上和小涼聊過不知道要不要買新手套，因為我總覺得畢了業後

就無法再這樣打棒球，我也常常覺得練不夠，想趁現在有體力、有時間、有機會

時多學一點、多練一點，因為我總有一種隨時要離開大家的感覺，也有種不知何

時能再碰球的感覺，畢竟連我自己都沒辦法決定我未來的工作在哪裡，所以我很

期待也很羨慕可以天天打球的日子，但那時小涼說了一句：「只要喜歡棒球想打

棒球，到哪裡都可以和人打球」就是這句話讓我買了新手套，也讓我記到現在，

沒錯，不管未來到哪裡，我都會繼續打棒球，但我還是最想和大家在一起，因為

先鋒永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球隊。 

                                                  By  一劃  201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