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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PAAAARRRRTTTT5555：：：：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自由自在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v2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梁宇聰梁宇聰梁宇聰梁宇聰 LEUNG, Yu Chung（（（（Allies, Hong Kong）））） 
職位職位職位職位：：：：教練教練教練教練 

 

2008年參加香港鳳

凰盃時，並沒有注意到

香港隊有一位帥哥教

練，直到 2009年看過一

部港產電影「無野之城 

City Without 

Baseball」，2010年再度

參加香港鳳凰盃時才發

現香港隊教練裏面有一

位熟面孔。 

梁宇聰（1981年）

出生於香港，本身就是一位棒球選手，是「香港棒球代表隊」主力投手，2010

年洲際盃有來台灣，並主投對中華隊的那一場比賽，賽後還向林智勝換得親筆簽

名球棒一只。 

2008年主演香港電影無野之城，這是部關於香港棒球代表隊的故事，取材於

香港棒球隊成員提供的事跡，由他們演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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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伊藤萌伊藤萌伊藤萌伊藤萌 ITO, Moeka（（（（Far East Bloomers, Japan））））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51、、、、L/R、、、、外野手外野手外野手外野手（官網上寫的，但我實在是沒注意他守那裡><）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臉大臉大臉大臉大、、、、平易近人平易近人平易近人平易近人、、、、痴痴傻傻痴痴傻傻痴痴傻傻痴痴傻傻~~ 
      

    開幕的時候隊友們

跟日本隊在玩耍，日本

隊球友們問大家 ITO 臉

很大用中文要怎摸說，

結果「大臉」就變成他

的代名詞了。比賽這幾

天走到哪都會遇到大

臉，出門吃喝玩耍也會

遇到，每次叫他大臉，

他都會一副很驚訝的表

情，跟日劇裡演員誇張的表現很像。晚宴跟著先鋒大臉..不….不..不.，是先鋒

小亮去和大臉交換交服，他在他的衣服上簽了名字，丫..原來叫伊藤萌。先鋒大

臉問了他很多問題，他都痴痴傻傻，最後實在問不出一個所以然，最後就直接交

換了衣服。 

 

V6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KAYANO, Miku（（（（Far East Bloomers, Japan））））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21、、、、投投投投手手手手、、、、右投右投右投右投右打右打右打右打 
日本隊 21號（穿風衣那位），守備位置跟我一樣是左外野及投手。 

是這次我們對日本隊時的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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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1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BARBER, Perry
（（（（International Earth Stars）））） 

職位職位職位職位：：：：隨隊裁判隨隊裁判隨隊裁判隨隊裁判  

 

 

 

 

 

 

 

 

 

V7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金美熙金美熙金美熙金美熙（（（（NineVics, Korea））））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37、、、、投投投投手手手手、、、、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E-mail:kmhhelena@hotmail.com 

    金美熙是我們對戰

時的投手,還記得剛見

面互相打招呼時,她就

用很流利的中文問侯我,

著實嚇了一跳,我不知

道韓國也流行學中文,

因為溝通無障礙,很自

然地跟她聊起來,才知

道原來她有去大陸唸了

兩書,因為很喜歡中國的文化和環境,還有打算要去大陸發展呢!祝福她能順利朝

著自己的目標前進囉!  

  

V7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1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Victoria Brown（（（（International Earth Stars））））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14、、、、投投投投手手手手、、、、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E-mail:vick47@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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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 剛好也住澳洲的維多利亞省,會跟她聊天,是比完賽在飯店一樓外

面呼吸新鮮空氣時遇到的,當時想說認識一下新朋友,也不管她是不是聽的懂我

的破英文,就這樣開始天南地北的聊,她還秀了她當投手會的球路給我看.其實過

程中,有時侯我真的聽不太懂她在說什麼,但是微笑是世界共通的語文,再加上比

手劃腳,還算聊的愉快.所以,遇到外國人,即使不能溝通,笑,就對了。 

 

V11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周懿德周懿德周懿德周懿德 CHOW , Yee Tak Takkie（（（（Allies, Hong Kong））））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10、、、、投投投投手手手手、、、、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 

本地所屬球隊本地所屬球隊本地所屬球隊本地所屬球隊 : Hato (鴿子鴿子鴿子鴿子)、、、、球齡球齡球齡球齡 : 12 年年年年 
    

參加過哪幾屆香港鳳凰盃參加過哪幾屆香港鳳凰盃參加過哪幾屆香港鳳凰盃參加過哪幾屆香港鳳凰盃：：：：2008、

2009、2010、2011年鳳凰盃 

參加過哪些棒球賽事參加過哪些棒球賽事參加過哪些棒球賽事參加過哪些棒球賽事：：：： 

2004年日本富山縣魚津市舉行-

第一屆女子棒球世界盃 

2006年台北舉行-第二屆女子棒

球世界盃 

2008年日本愛媛縣松山市舉行-

第三屆女子棒球世界盃 

2010年委內瑞拉舉行-第四屆女

子棒球世界盃 

從哪時開始接觸棒球從哪時開始接觸棒球從哪時開始接觸棒球從哪時開始接觸棒球：：：：1999年 6月

跟中學同學一起參加新秀棒球訓練

班。 

最喜歡棒球的哪裡最喜歡棒球的哪裡最喜歡棒球的哪裡最喜歡棒球的哪裡：：：：棒球是成敗多

變刺激的球類運動，不到最後一局

結果還未確定勝方屬誰。 

最滿意的自己的地方最滿意的自己的地方最滿意的自己的地方最滿意的自己的地方（跑壘? 防守? 打擊?）：：：：防守較

強 

平常的訓練方式平常的訓練方式平常的訓練方式平常的訓練方式：：：：我們一星期訓練四次，每次三至五小

時。公眾假期照常。 

最難忘的最難忘的最難忘的最難忘的一場比賽或一場比賽或一場比賽或一場比賽或 Play：：：：要說最難忘的真是對先鋒爭

入準決賽權那一場了，那天是我打球以來發揮得最好的

一次。無想過我會當上先發投手，因為這場是硬仗要穩

勝，而我是一個極不穩定的投手，教練也是賭運氣了！

這其實也是投手間的比賽，論投手我認為你們的投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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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我更好，力度及準確度都比我好。可是運氣走到了我們處，我們各隊友亦發

揮得極好在零失誤下，幫我拿下＂勝投＂這名譽亦是打棒球以來的第一次。這是

最難忘的一次比賽，謝謝先鋒隊跟我們作賽，亦令我意識到我還有許多要進步的

地方，我會繼續努力的！  

形容棒球的形容棒球的形容棒球的形容棒球的ㄧㄧㄧㄧ句話句話句話句話：：：： 

凡事都要相信自己能夠做得到的。因為「有信心未必一定會贏，但無信心就一定

會輸」！ 

 

V12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卓莞爾卓莞爾卓莞爾卓莞爾 CHEUK , Woon Yee Sinney（（（（Allies, Hong Kong））））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13、、、、內野內野內野內野、、、、右投右投右投右投左左左左打打打打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1982 年生年生年生年生，，，，從事電力設計工作從事電力設計工作從事電力設計工作從事電力設計工作，，，，是一名電力工程師是一名電力工程師是一名電力工程師是一名電力工程師。。。。 

    

    

2006年

第二屆

世界盃

女子棒

球錦標賽在台灣舉辦

時，她曾經代表香港隊

來台參賽。除此之外，

2008年時卓莞爾曾經參

與電影《無野之城》的

演出，有「黃金第四棒」之稱，她目前也擔任香港棒球總會女子發展組的組長。   

    最知名的事件最知名的事件最知名的事件最知名的事件：：：： 2010年 8月在委內瑞拉參加世界盃女子棒球賽期間，左小左小左小左小

腿腿腿腿遭遭遭遭流彈擊中流彈擊中流彈擊中流彈擊中，幸而只射中肌肉，沒有傷及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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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Kung, Stephanie（（（（International Earth Stars））））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20、、、、投投投投手手手手、、、、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捕手加內外野捕手加內外野捕手加內外野捕手加內外野（（（（官網資料官網資料官網資料官網資料）））） 

     

   對先鋒的比賽他是

先發捕手。 

    因為比賽過程中我

和他在本壘前發生衝

撞，晚會那天我就跑去

跟他致意一下，問他是

否有因此受傷，他很爽

朗的跟我說沒事，而且

跟我說那是在比賽中很

正常的衝撞，要我別介

意。 

一靠近他才發現他一點

也不高，而且應該是有點年紀了，很好奇他的年齡，但又很猶豫問年齡是否會不

禮貌。沒想到吳小嫻很殺，就這麼給他問下去了，結果，得到一個更殺的答案….

他已經四十幾歲了，還有兩個 17、18歲的女兒。Kung說他打棒球的球齡才七年，

他也相信只要我們願意，棒球可以一直打下去，這次他們隊中年紀最大的可是

49歲了呢。 

 

V23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Joséééé Van Veen（（（（International Earth Stars））））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9、、、、投投投投手手手手+1B、、、、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官網資料官網資料官網資料官網資料）））） 

國籍國籍國籍國籍：：：：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對 José的第一印象

是開幕典禮上大家的的

議論紛紛，「她怎麼那麼

大隻？好像比Tiffany還

高耶！」 

    再來就是比賽中的

投打對決，大概打了 200

顆界外球吧....好不容易

落在場內，卻滾到很難

守的地方--救援失敗。 

    晚宴時找她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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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儘管聽不懂中文喊聲，大概也知道是在叫投手把球壓低一點，只不過她以前

有打曲棍球，所以低球對她來說不會是問題.....這種東西情蒐得到才有鬼啦.... 

XDrz 

    她提到站一壘 coach的高大帥哥是她兒子，看我一臉驚訝還補充說她已經 49

歲了 (o_O!....此時我已是下巴快掉下來的狀態) 

José打過國家隊，目前也還在打社會隊 (荷蘭現有兩支社會隊)，看到她如此享

受棒球的樂趣，當下覺得世界真美好， 

    也覺得打到 40歲就想退休實在太早了點...... =PPP 

 

 

V27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長岡長岡長岡長岡 めぐみめぐみめぐみめぐみ（（（（Far East Bloomers, Japan））））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4、、、、OF、、、、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官網資料官網資料官網資料官網資料））））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26 歲歲歲歲，，，，是公司的職員是公司的職員是公司的職員是公司的職員 
 

 

 

 

 

 

 

 

 

 

 

 

V27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1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yuuki（（（（Far East Bloomers, Japan））））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12、、、、投手和游擊手投手和游擊手投手和游擊手投手和游擊手、、、、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官網資料官網資料官網資料官網資料））））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興趣是聽音樂和運動興趣是聽音樂和運動興趣是聽音樂和運動興趣是聽音樂和運動，，，，喜喜喜喜歡的選手是中日龍的歡的選手是中日龍的歡的選手是中日龍的歡的選手是中日龍的

岡田俊哉岡田俊哉岡田俊哉岡田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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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7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金美熙金美熙金美熙金美熙（（（（NineVics, Korea））））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37、、、、投投投投手手手手+游擊游擊游擊游擊、、、、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 
韓國有女子棒球聯盟，聯盟中有 26支球隊(NineVIES也是其中隊伍) 

她說比賽時聽到我們一直唱「讚美主~哈雷如雅  喔喔  讚美主~哈雷如

雅……」，真的以為我們是同個宗教(邪教?.... @@) 

 

 

 

 

 

 

 

 

 

 

 

V61 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新捧油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Claudia（（（（International Earth Stars））））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NO.15、、、、投投投投手手手手+3B、、、、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右投右打 

國籍國籍國籍國籍：：：：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我要介紹我在香港認識的好朋友-Claudia，以

下有圖有真象！ 

    Claudia-右投右打，主要守備位置為三壘和補

手，本身為荷蘭籍，1987年目前已在工作，目前

也是在類似生技藥廠裡工作，大多利用假日的時間

打球，由於荷蘭的女棒運動才正開始發展，所以假

日時間大多還是以壘球為主，而香港鳯凰盃是她們

第一次打正式的女子棒球比賽。 

首次與北美對戰，我便注意到這名選手，她的身材

非常有 power，隨便一揮都是外野奧吧球，歐美選

手的身材實在非常高大，打起來的感覺與亞洲球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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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台北先鋒 

整理：小涼、小亮、阿布、まここ 

照片：台北先鋒、香港棒球總會    

圖文版權所有：台北先鋒 

    而有次在熱身慢跑時，剛好經過正在練習的北美隊，Cludia練習補手，接到

一個很難的提前落地球，於是我以 nice catch這二個簡單的英文字和她開始第一

次的接觸。 

    選手之夜，這是結交球友的好時機，我們小聊了一下並且拍照和互留 FB，

在之後回到台灣的幾次 FB上，好奇的與她互相交流了二個女棒的目前的狀況，

以下為她提供目前女棒發展的現況，我覺得台灣女棒運動還是較荷蘭興盛，人口

還是較荷蘭多，但對於政府官方機構的完備計劃來看，我們真的差的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