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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先先先鋒鋒鋒鋒 2011201120112011 鳳鳳鳳鳳凰凰凰凰盃盃盃盃之之之之大大大大家家家家交交交交朋朋朋朋友友友友    
 

 

� 設計源起設計源起設計源起設計源起：：：：有鑑於之前有些＂害羞＂的隊友都沒交到外國朋友，要出國比賽

的機會也不是常常會有的，本次比賽希望大家多交朋友，可以寫下這次比賽

你認識的新朋友，並了解其棒球經歷以及所屬國家支棒球文化。 

 

� 作業來囉作業來囉作業來囉作業來囉：：：：每位隊員至少認識一位新朋友（簡述附照片就 ok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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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PARTPARTPART1111::::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    

台灣 日本 美國 荷蘭 

近十年台灣女子棒球發展簡介近十年台灣女子棒球發展簡介近十年台灣女子棒球發展簡介近十年台灣女子棒球發展簡介                                By 立欣立欣立欣立欣 / v17  

        十年前，女子棒球運動在台灣，悄悄的萌芽發展。至今，台灣北、中、南三

地陸續有五支以對棒球的熱忱及興趣，串聯社會同好而組成的業餘女子棒球隊。 

持續運轉的業餘社會球隊在成長期一路進步，從技術層面一路到心理層面及

團體合作，讓社會球隊彼此切搓時，從以前旁人的笑看比賽，到現在是精采地讓

人可以拍手叫好。當然，社會隊礙於組成份子及運動底子，在練習的時間、強度

與實力上仍有其瓶頸。 

而所謂女壘科班，也就是各校的女壘校隊，即使是到賽前才改練棒球，學生

運動員的他們，有完整的設備與球場，還有驚人的時間，只要一兩個月集訓的量

跟質，就已足夠抵消一週只能練一到兩天的社會隊們半年一年的努力，更不要提

他們本來從小到大一路歷經競爭淘汰的好身手，無論協調性、體力、肌力、耐力

跟反應力都比一般老百姓好。 

女棒發展時間還不足以分級。各"立案"隊中， 也都有幾位年少時曾接受過

棒壘球正式訓練的球員。女壘隊學生畢業後也都可以參加社會球隊持續棒球夢

想。 

目前女子棒球隊分類目前女子棒球隊分類目前女子棒球隊分類目前女子棒球隊分類：：：： 

(以球隊是否以現役體育本科學生為球員主體作區分)  

 

社會人固定運作社會人固定運作社會人固定運作社會人固定運作：：：： 

熾雲、台北先鋒、向日葵、Titans(前木棉花)、飛鷹(北縣新組隊，但似乎還未

成型)  

 

社會人不固定運作社會人不固定運作社會人不固定運作社會人不固定運作：：：： 

Together(去年為達音創研贊助，歷屆女壘國手、女壘教練及朋友們的專案組隊) 

 

其他社團類其他社團類其他社團類其他社團類：：：：    

國體女子棒球隊(大學女子棒球愛好社團) 

 

各級院校體育系女壘校隊於女棒賽期間轉練各級院校體育系女壘校隊於女棒賽期間轉練各級院校體育系女壘校隊於女棒賽期間轉練各級院校體育系女壘校隊於女棒賽期間轉練：：：： 

北體、台體、輔大、師大、南崁、埔里.....等校女壘隊。各校女壘隊接受企業

贊助冠名參賽的例子很多， 女棒比賽可以看到各式的企業隊(遠雄、宏星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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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晨瑋環保、盈旗空運....等)。 

台灣女子棒球賽事台灣女子棒球賽事台灣女子棒球賽事台灣女子棒球賽事    

    2002200220022002 年起由台灣女子業餘球隊輪辦的年起由台灣女子業餘球隊輪辦的年起由台灣女子業餘球隊輪辦的年起由台灣女子業餘球隊輪辦的「「「「全國女子棒球邀請賽全國女子棒球邀請賽全國女子棒球邀請賽全國女子棒球邀請賽」；」；」；」； 

2002 年的夏天，為了能夠達到以球會友的目的，由台北的先鋒女子棒球

隊率先舉辦了第一次的全國女子棒球比賽，該年還特地邀請香港的女子棒

球聯盟聯隊參賽！2003 年則由高雄的木棉花女子棒球隊接手；2004 年則

輪由台中向日葵女子棒球隊承辦！至 2011 年已將舉辦第十次的邀請賽。 

 

 2004200420042004 年起由中華棒協舉辦的年起由中華棒協舉辦的年起由中華棒協舉辦的年起由中華棒協舉辦的「「「「全國女子棒球錦標賽全國女子棒球錦標賽全國女子棒球錦標賽全國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3 年，台北先鋒的小嫻寫信給女子棒球世界盃的主辦單位，讓主辦單

位知道台灣也有女子棒球，請他們可以邀請台灣參賽。中華棒協才正式接

到女子棒球世界盃的邀請，開始舉辦的全國女子棒球錦標賽以選拔「中華

女子棒球代表隊」，2011 也邁入第八年(今年無國手的選拔)。中華女子棒

球代表隊在 2004,2006 跟 2008 年都拿到世界杯女子棒球賽的第五名 

 

 2008200820082008 年起香港主辦的鳳凰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年起香港主辦的鳳凰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年起香港主辦的鳳凰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年起香港主辦的鳳凰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 

2008 年 2 月，香港首次舉辦大型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台北先鋒女子棒

球隊應香港棒球協會邀請，參與「2008 香港鳳凰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

賽」，是台灣女子棒球史上首次出國參與的正式國際賽。 

 

 各隊另有不定期的友誼賽邀約各隊另有不定期的友誼賽邀約各隊另有不定期的友誼賽邀約各隊另有不定期的友誼賽邀約    

    

 各隊各自參與的地區性聯盟賽各隊各自參與的地區性聯盟賽各隊各自參與的地區性聯盟賽各隊各自參與的地區性聯盟賽((((與男子隊比賽與男子隊比賽與男子隊比賽與男子隊比賽)))) 

    

同場加映同場加映同場加映同場加映----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在日本有非常完整的三級女子棒球制度，三級加起來大概有兩百多個隊伍 

很多學校跟社區都有女棒，真的令人相當羨慕。 

要說日本是個崇尚陽剛氣概的國家， 但顯然棒球並沒有被認為本來就是一個陽

剛的運動。 

而且有了三級女棒的支持，去年日本也成立了女子日職聯盟，目前有兩隊。 

 

同場加映同場加映同場加映同場加映----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另外跟台灣距離很近的香港，彈丸之地。 

也成立了好幾支女子棒球隊，成立的時間幾乎都比台灣女棒隊來得早。 

因為兩地相近，也經常有機會跟台灣女棒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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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PAAAARRRRTTTT2222：：：：各國女子棒各國女子棒各國女子棒各國女子棒球介紹球介紹球介紹球介紹……………………………    

台灣 日本 美國 荷蘭 
 

日本女子棒球簡介日本女子棒球簡介日本女子棒球簡介日本女子棒球簡介                                                                            By 小嫻小嫻小嫻小嫻 / v5     
    日本稱棒球為野球，有明文記載的首支女子野球隊是 1910 年佐伯尋常小學

校女子部野球隊，此後在日本業餘的女子野球隊就一直都存在著。日本野球界可

依所用球種分為軟式跟硬式，再依參與成員分為學生球隊以及俱樂部球隊(就是

我們的社會球隊)，女子野球也是延續這種分法。因國際賽事主要以硬式棒球為

主，目前日本的女棒國家

代表隊是由 「「「「日本女子野日本女子野日本女子野日本女子野

球協會球協會球協會球協會」」」」所主導選拔，自

1999 年起到 2010 年為止

已選出了 10 屆的日本國

家代表隊，且從 2005 年起

每年舉辦一回全日本女子

硬式野球選手權大賽以及

一回全日本女子硬式CLUB

野球選手權大會(僅俱樂

部球隊參加，學生球隊不包含在內)。 

    此外，另有全國高等學校女子硬式野球連盟全國高等學校女子硬式野球連盟全國高等學校女子硬式野球連盟全國高等學校女子硬式野球連盟每年會舉辦 2 次全國賽，共有 6

支學生球隊，像駒沢学園女子高校、埼玉榮高校、花咲徳栄高校..等傳統女棒強

校，許多日本國手都出身這些名校；另外還有關東女子硬式野球連盟關東女子硬式野球連盟關東女子硬式野球連盟關東女子硬式野球連盟，屬關東區

域性的聯盟，從最早的 4 支球隊到現在也已經有 17 支球隊參賽，還不包括下屬

的 youth 連盟 7 支球隊，日本女子棒球運動的興盛從此便可得知。 

 

另外，在日本軟式棒球更

是比硬式更為普遍，由

「「「「全日本女子軟式野球全日本女子軟式野球全日本女子軟式野球全日本女子軟式野球

連盟連盟連盟連盟」」」」統籌舉辦全日本女

子軟式野球選手權大

會，連盟會員數超過 80

隊，再由各地區的女子軟

式野球連盟舉辦地區性

大賽，另外尚有全日本大全日本大全日本大全日本大

學女子野球連盟學女子野球連盟學女子野球連盟學女子野球連盟等每年固定舉辦年度大賽，日本整體女棒垂直跟水平的發展都相

當具有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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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業餘女棒外，在 1950 年日本

女子棒球聯盟創立(職業)，很可惜的

僅僅 2 年之後，該聯盟就轉向非職業

化，然後到了 1970 年就自然消失了，

直到 2009 年秋天再度成立「「「「日本女子日本女子日本女子日本女子

職業野球職業野球職業野球職業野球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分別成立京都 Astro 

Dreams 與兵庫 Swing Smileys 兩支球

隊，並公開進行入團測試甄選球員，

球季則分前後期賽制，比賽場次共 40

場，於 2010 年 4 月 23 日舉行首年球季的首場比賽，第一年球季由兵庫 Swing 

Smileys 連奪前後期優勝。2011 年球季即將於 4 月 2 日正式展開，也預祝這些曾

一起打過球的職業選手們球季順遂啦。 

 

鳳凰盃參賽球隊：FAR EAST BLOOMERSFAR EAST BLOOMERSFAR EAST BLOOMERSFAR EAST BLOOMERS 

由教練鈴木慶子(Suzuki Keiko)為主要召集聯絡人，由其負責連絡各地球友

後報名參賽，所以隊員的組成也是來自日本各地，主要是以參加海外短期盃賽為

主，並非一支地區性常態球隊，除鈴木教練本身是 1999 年第一屆日本代表隊的

隊長外(也是日本第一位加入美國女子職棒的選手，1995-1998)，陣中球員亦不

乏國家代表隊球員(ex:田村知佳、萱野未久

等)、也有後來加入女子職棒的球員(ex:小久保

志乃)、也有大學或社會軟硬式球隊…組成水準

均十分優

異。每次鳳凰

盃參賽的球

員都略有不

同，像小久保

等職業選手

當然就不能再參與這種業餘賽事，2010 年的成

員就找了比較多打軟式的球員，2011 年則是以硬式球員為主，隨著成員的不同

球隊風格略有變化，但球技都一樣優異，而且永遠不變的是…晚會上絕對是一堆

嗨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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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女棒軟硬式林林總總總超過百支球隊，再加上女子職業球隊，以人

口比例來說，日本可以算是目前發展女棒最為興盛的國家…也希望有朝一日台灣

的女子棒球也能像日本一樣蓬勃發展。台灣女棒加油！！先鋒加油！！ 

 

 

 

 

 

 

 

 

 

 

 

 

 

 

 

 

 

 

 

 

 



[鍵入文字] 
 

 17 

PPPPAAAARRRRTTTT3333：：：：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    

台灣 日本 美國 荷蘭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女子棒球簡介女子棒球簡介女子棒球簡介女子棒球簡介                                                                        By 小光小光小光小光 / v10     
 

    女性參與棒球運動最早也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1866 年，美國的 VASSAR 學

院 (vassar college) 成立了有史料記載的第一支女子棒球隊。但是據說球隊遭

到了女選手的父親和哥哥們強烈反對而很快解散了，主要的反對原因即運動危險

性過高。 

     1875 年，美國誕生了由女性組成的職業棒球隊——布隆斯和布魯納思(日

語音譯)。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次收取入場費的女子職棒比賽模式。但是由於比賽

質量不高，兩支球隊只舉辦了 4 場比賽就撐不下去解散了。然而從 1890 年開始，

全美掀起女子棒球熱潮，各地相繼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業餘球隊。到了 1943 年，

全美女子職業棒球大聯盟 (All-American Girls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AAGPBL) 誕生了。 

  創立 AAGPBL 的，是美國人菲利普•瑞格理 (Philip K. Wrigley) 。這個名

字乍看上去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想想青箭牌口香糖上面那串字，是的，他就是

青箭牌公司的小開，同時，他從老爸手裡繼承了芝加哥小熊隊的經營權，也是

Wrigley Field 球場的業主。 

  為什麼他要創立全美女子職棒聯盟呢？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

日本在太平洋戰區打得正兇，男人們都去打戰了。據說瑞格里當時為了讓棒球保

持公眾關注度，才想出了組織女性打職棒的主意。而 AAGPBL 的名字先後改過好

幾回，從最早的全美女子壘球聯盟，到全美女子棒球聯盟，再到全美女子職業棒

球聯盟，最後才是美國女子棒球聯盟。 

  放下專業規則暫且不談，這個聯盟最有趣的其實是著裝規定：按照他們的規

定，女性職業選手被要求穿短裙、塗口紅，不能穿長褲，而且選手最好還要留長

髮，從全美女子棒球聯盟官方網站中所節錄的行為規範 (Rules of Conduct) 

中，可略知一二 (http://www.aagpbl.org)。也因為如此，於是獨一無二的裙裝

棒球服在這個年代誕生了！  

  另外，從《信不信由你 棒球篇》這本書中發現，在美國職棒的小聯盟中，

早在 1931 年就有女性選手加入球隊。文中提及，在 1931 年 4 月 2 日，正在春訓

的洋基隊和來自田納西州南方協會的小聯盟隊伍查塔諾加隊進行熱身賽，查塔諾

加隊有一名女左投手名叫賈姬，她的身高 5 呎 5 吋高，體重 130 磅重，她是第一

個加入職棒隊的女生，雖然那場比賽賈姬並未先發，她一共只和洋基隊的三名打

者正面交手，但卻接連三振了兩名當時的打擊強棒－貝比．魯斯和賈里格。 



[鍵入文字] 
 

 18 

PPPPAAAARRRRTTTT4444：：：：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各國女子棒球介紹……………………………    

台灣 日本 美國 荷蘭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女子棒球簡介女子棒球簡介女子棒球簡介女子棒球簡介                                                                        By 魯蛋魯蛋魯蛋魯蛋 / v61 

    荷蘭目前世界排名約第六名（男子），所以荷蘭認為他們應該也要致力於女

子棒球運動的發展，於是 2007 年開始，荷蘭開始致力於女子棒球的發展，並且

開始籌組球隊並以 16 歲以上喜好棒球運動的女生為主。 

2010 年 1 月 5 日，荷蘭成立女子棒球發展協會，宗旨為推廣女子棒球運動，希

望能成為像男生棒球一樣的普及，並且著眼於媒體及大眾化的曝光，及致力於下

列事項的實踐： 

1. 女子棒球隊參加常規男子棒球聯盟。 

2. 女子棒球隊參加各項大大小小的賽事，包括世界盃女子棒球賽。 

    經過多年不斷的練習和推廣(2007-2010)，終於在 2010 年 4 月 9 日，Pink 

Panthers 女子棒球隊在男子聯盟，終於打了第一場正式的聯賽，Pink Panthers

是荷蘭第一支女子棒球隊，球隊位於 zwijndrecht，靠近荷蘭首都鹿特丹港，Pink 

Panthers 在 2010 年 4 月到 9 月打了幾場正式的男子聯盟聯賽，隔年(2011)，她

們參加了第二年的男子聯盟比賽。 

    2011 年，第二支女子棒球隊正式成立，叫做 Lady Bucs，球隊位於

Amsterdam，2011 年 4 月 15 日，她們在男子聯盟裡打了第一場正式的聯賽。荷

蘭並且計劃在 2012 年成立第三和第四支荷蘭女子棒球隊。 

    2011 年 7 月，女子棒球協會和棒球體育學院組織了第一次女子棒球學院（類

似 summer camp），在學院裡，超過 20 多位學員在三天梯次的活動裡接受訓練。

由於首次的活動非常成功，所以計劃在 2012 年會再舉辦一次。 

荷蘭女子棒球隊首次參加在 2010 年委內瑞拉的世界盃女子棒球賽，其中有 5 位

成員更是參加在香港所舉辦的鳯凰盃北美之星聯隊，2012 年，荷蘭女子棒球隊

希望能繼續參加在加拿大所舉辦的世界盃女子棒球賽。 

 

    我突然驚覺我好像是分配到介紹韓國女子棒球的發展，但因為回來時把當初

所記下來的筆記都搞丟，再加上韓國女棒的網站資源實在太少，所以很難把記憶

補捉回來，Anyway 改提供了另一個離我們非常遙遠且陌生的北歐國家的女棒資

訊，讓大家知道原來女子棒球運動已經擴展到北極圈了讓大家知道原來女子棒球運動已經擴展到北極圈了讓大家知道原來女子棒球運動已經擴展到北極圈了讓大家知道原來女子棒球運動已經擴展到北極圈了！！！！ 

涼董：這一切都是自願，沒有分配啦~~ 

久芳姐說：乖，遲交別怕~~~ 

小編(布) 拭汗 ing：還好你有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