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女子棒球運動推廣協會  107年度工作報告  
資料時間：自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 

 活動項目及日期、地點 辦理成果及重點摘要 受益 
人次 協辦/合作單位 支出金額 

(台幣/元) 投入人時 

會
務 

1、 會員大會 
時/107年7月 

(1) 107年7月完成107年度會員大會。 
(2) 報告106年工作成果、決算書。 
(3) 研擬107年女子棒球推廣計畫。 

12 
 

1,500 12人*5小時 

 2、 理監事聯席會 
時/107年7月 

(1) 107年7月完成106年度理監事聯席會，完成第三屆理監事
改選，由錢欣婷續任理事長、柯亮群副理事長、廖立欣續
任秘書長。 

(2) 規劃107年下半年度合作案方向。 
(3) 規劃107年下半年度、107年經費預算。 

18 

 

1,050 20人*6小時 

 3、 協會網站 
時/107年全年度 

(1) 維護及更新協會官方網站 
(2) 維護及更新協會FB粉絲專頁 
(3) 固定支出： 
網站主機每年1,800元/網址每年950元 

3000 

 

2,750 3人*24天 

 4、 臺北市場地代借服務 
時/107年全年度 

(1) 107年10月擬定「場地代租借規則」 
(2) 租借範圍：臺北市體育局所轄運動場館設施 
(3) 場地租借網站操作、場地保證金6萬元、手續費等帳務處

理。 

300 

 

320 2人*15次*1小
時 

業
務 

1、 日行運動科學合案 
 
時/107年1月9日 
地/各球隊練習場地 

(1) 106年底與日行運動科學有限公司洽談合作意向。 
(2) 免費提供本協會每個團體會員之球員一次： 

1. 拍攝高速拍攝並分析個人投球、打擊動作 
2. 動作影像數據分析 

200 

● 日行運動科學
有限公司 0 1人*10小時 

 2、 蓬勃棒球學院合作夥伴
簽約案 

 
時/107年1月11日 

(3) 106年10-11月與蓬勃運科顧問有限公司洽談合作意向。 
(4) 106年12月確認簽屬合作夥伴關係，為期一年： 

3. 協會及會員球隊可有條件的優惠下參加其所辦理的相
關活動，如論壇、訓練營、訓練班、運科檢測等。 

4. 提供協會團體會員，北中南區各15位名額，參與每年
一次之功能性檢測，由物理治療師進行功能性評估，
並提供檢測報告，供球員了解自身狀況，學習並理解
如何避免累積運動傷害 

250 

● 蓬勃運科顧問
有限公司 

0 2人*5小時 



5. 107年1月11日公告各會員球隊。 
 3、 拜會「中華民國辦球協

會(CTBA)」 
 
時/107年1月18日 
地/棒協辦公室 

(1) 107年1月接由洽談聯繫後，正式拜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CTBA)，會見林宗成秘書長、駱燕秋行政組組長。 

(2) 報告女子棒球發展現況、商討可協助發展之方向，並由林
秘書長同意每年由棒協增辦女子賽事(協會杯)，提供國內

女子棒球界切磋交流、促進女子棒球發展。 
(3) 本協會正式獲准加入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團體會員並繳納團

體會費6,030元。 

500 6,530 6人*3小時 

 4、 蓬勃棒球學苑投打訓練
班 

 
時/107年1月28日 
地/高雄興仁棒球場 

(1) 由協會引介會員球隊(高雄木棉花女子棒球隊)參加蓬勃於
高雄辦理之一日投打訓練班。 

(2) 木棉花共計8人參加，收穫豐富並感謝協會提供很好的機
會及平台，強化各地的女子棒球訓練。 

https://www.facebook.com/340004276188526/posts/800153
803506902 

 

● 木棉花女子棒
球隊 

● 蓬勃運科顧問
有限公司 0 1人*4時 

 5、 勵馨基金會園遊會棒球
體驗擺攤活動 

 
時/107年4月21日 
地/自由廣場 

(3) 107年4月參與勵馨基金會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舉行的
「多陪一哩路」園遊會。 

(4) 現場展示國內各支業餘社會女子棒球隊提供的球衣球具，
供大家體驗拍照。 

(5) 結合打擊家暴的意象，設計「打擊家暴，投送溫暖」活動
主軸，提供棒球打擊測速體驗活動。 

(6) 活動主題打卡贈送簽名書三本、女力不懈涼感巾二名、
WOMEN PLAY棒球帽一頂。 

300 

● 勵馨基金會 

15,000 8人*8時 

 6、 協助轉播107年全國女子
棒球錦標賽(冠軍戰、季
軍戰) 

 
時/107年6月20日 
地/天母棒球場 

(1) 107年6月由win TV接洽本會，希望能協助全國賽四強決
賽的電視轉播工作。 

(2) 柯亮群副理事長擔任球評工作，搭配主播楊博智先生。 
冠軍戰(御聖VS.贏球建設) 
https://youtu.be/1LejWSXf7mU 
季軍戰(達音創研VS.御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UB_JZeyJw 
 

7,500 

● Win TV(台灣
優視媒體科技
股份公司) 

0 1人*6小時 

 7、 2018日韓參訪及参訪報 (1) 107年2-4月接洽及參訪細流規劃。 500 ● 日行運動科學 25,000 8人*時 

https://www.facebook.com/340004276188526/posts/800153803506902
https://www.facebook.com/340004276188526/posts/800153803506902
https://youtu.be/1LejWSXf7m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UB_JZeyJw


告撰寫 
 
時/107年6月21-26日 
地/日本東京、琦玉 
   韓國首爾、華城 

(2) 107年6月完成日、韓女子棒球協會參訪事宜。 
(3) 日本參訪：全日本女子野球連盟、學校女子棒球隊(琦玉

榮高校、平成國際大學)、社會女子棒球隊(Asahi Trust)、
女子硬式棒球聯盟賽(關東Venus League)、女子職業棒
球。 

(4) 韓國參訪：韓國女子棒球協會、GS Champions Park球
場、Champions League的女棒聯盟賽事、Dream Park棒
球園區、韓國國家女棒隊於園區專屬球場集訓。 

(5) 参訪報告撰寫 

● 全日本女子野
球連盟
(WBFJ) 

● 韓國女子棒球
協會 (WBAK) 

 8、 台北市社區棒球聯賽(女
子組第三屆) 

時/107年6-7月 
地/社子島棒球場 

(1) 107年5月與台北市棒球協會合作，賡續辦理社子聯賽女
子組賽事，協助報名宣傳及女子組賽程協調。 

(2) 參賽隊伍：HM、諾娜、先鋒、台大、Sunday。 
(3) 協助開閉幕、頒獎事務。 
(4) 免費協助賽事壘審3人之裁判工作 

100 

● 台北市棒球協
會 

700 5人*3小時 

 9、 協辦2108第三屆U18世
界軟棒賽，籌組熱身賽
女棒聯隊。 

 
時/107年7月19-20日 
地/天母、社子島棒球場 

(1) 107年7月協辦U18世界軟棒賽(天母球場)，參賽隊伍6 隊
(中華、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越南)。 

(2) 協助製播「TWBAA為中華隊軟式棒球代表隊加油」短片
： 
1. 邀請團體會員拍攝加油短片。 
2. 後製剪輯並推廣宣傳。 

(3) 協助籌組「女棒聯隊熱身賽」： 
6. 除邀請團體會員推薦人選參加連隊，也就近邀請國

體、台大，共計球員15人，教練團則是依照全國賽排
名邀請，感謝先鋒汪世忠教練協助。 

7. 7/19(四)17:00-19:00假社子島棒球場進行團練。 
8. 7/20(日)10:00-12:00假天母棒球場進行熱身賽。 
9. 鼓勵遠道參加之團體會員，提供部分車馬費補助。 

500 

● 社團法人桃園
市學生棒球運
動聯盟 

5,500 8人*8小時 

 10、 協辦U18世界軟棒賽
(天母球場)，提供「賽會
期間假日攤位活動」 

 
時/107年7月27-29日 
地/天母、社子球場 

(1) 107年7月協辦U18世界軟棒賽(天母球場)，提供「賽會期
間假日攤位活動」 

(2) 建置「拍照打卡區」、「打擊測速體驗」，提供觀賽球
迷、球員家屬及社區民眾等更多認識棒球、參與棒球的機
會。 

150 0 7人*8小時 



 11、 速沛運科合作方案 
 
時/107年8月20日 

(1) 107年7-8月與速沛運科廖人豪創辦人接洽，成功洽談合
作方案，爭取團體會員以優惠價格進行身體組成模式科學
檢測、運動能力數據檢測、訓練方式諮詢、雲端監測等服
務。http://www.speedxpower.com.tw/ 

(2) 協助會員球隊更有效率、更科學化的提升練習成效。 

300 

● 速沛運動科技 
Speed&Powe
r Athletic 
Technology 

0 2人*4小時 

 12、 一起夢想公益協會募
資計畫-社區棒球體驗推
廣合作案 

(1) 107年7月募資平台合作企劃提案 
(2) 107年8月參與企畫會議、提案報告、委員審查會議 
(3) 107年9月女子棒球廣播節目採訪 

 
● 台灣一起夢想

公益協會   

 時/107年7-10月 (4) 一起夢想-「女子女子」 來打球，邀請您支持女子棒球運
動性別平權推廣計畫！ 
1. 活動目標：以「鼓勵女孩參與」及「棒球領域中的性

別意識培力」做為體驗主軸。藉由體驗棒球運動技巧
的過程中，讓女孩了解參與棒球本就不分性別，破除
「棒球是男生的運動」刻板印象，也藉以鼓勵女孩，
跳出傳統框架，勇敢展現自己。 

2. 活動網址：http://tinyurl.com/yd7aq955 
3. 勸募許可：衛部救字第1061363965號函 
4. 勸募期間：107年9月24日-107年10月22日 
5. 勸募金額220,000元 
6. 實際募得49,800元(達成率22.6%) 

2500 150 6人*8小時 

 13、 2018 臺灣女子國際棒
球邀請賽 

 
時/107年11月17-18日 
地/高雄市立德、國慶青埔棒

球場 

(1) 2018 臺灣女子國際棒球邀請賽，共邀請臺灣北中南各地
的女子棒球隊與香港Allies，Skynova，Yarakuta，
Zephyr以及新加坡Panthers，共計10支隊伍。 

(2) 協助體育署補助款請領及核銷相關作業諮詢。 
(3) 協助邀請賽賽事訊息宣傳。 
(4) 團體會員餐費補助(5隊*3000元) 

200 

● 高雄鈦合金
TITANS女子
棒球隊 

20,000 2人*4小時 

http://www.speedxpower.com.tw/
http://tinyurl.com/yd7aq955


 14、 女子棒球邀請賽執行
委員會議 

 
時/107年11月17日 
地/高雄 

(1) 擬定委員會會議議程及報告事項。 
(2) 2019團體會費收據及餐費補助簽收。 
(3) Titans 女子棒球隊本屆籌辦、外隊邀請經驗分享。 
(4) 贊助資源分享。 
(5) 邀請賽合作模式檢討與規劃。 

10 

● Titans 女子棒
球隊 

● 各會員球隊 
0 2人*2小時 

 15、 2018 TWBAA x JAX 
女子棒球訓練營 

 
時/107年12月1日 
地/新生公園棒球場 

(1) 107年6月開始邀請合作團隊、進行課程及講師規劃、場
地租借等需求評估。 

(2) 107年8月課程細流、經費編列及費用評估。 
(3) 107年9月與臺北市政府體育處確認活動場地(新生公園棒

球場)借用、雨備(德瑞克投打學苑)。 
(4) 107年10-11月進行宣傳設計、贊助及廣告商招募。 
(5) 107年11月與JAX教練團進行課程行前會議，確認各項器

材及細節。 
(6) 受到海內外女棒界熱烈回應，活動完滿成功，收穫豐富。 

200 

● 臺北市政府體
育處 

● JAX劉芙豪團
隊 

● 全球運動導師
計畫(GSMP) 

156,000 

企劃1人*40時 
助教6人*9時 
場控5人*9時 
贊助1人*8時 

行前會：9人*6時 

 16、 2018 TWBAA「女子
女子」來打球! 棒球體驗
營-東台灣場 

 
時/107年12月15日 
地/花蓮平和國中 

(1) 107年11月與東華大學、花蓮縣壽豐鄉平和國中、花蓮縣
體育局聯繫、場勘並洽談女子社區棒球體驗營合作模式。 

(2) 107年11月邀請講師並開放會員球隊擔任助教，以擴大會
員觸及度及活動影響力。 

(3) 107年11月與日本女子職業棒球聯盟接洽，邀請台灣旅日
選手返國擔任講師。 

(4) 107年12月發文至花蓮各國中小進行活動宣傳，並針對報
名學員進行課程內容調整、流程安排、雨天備案等。 

(5) 講師：王曉玲老師、沈嘉玟選手 
助教：台北先鋒*1、台中向日葵*1、TWBAA*2 
行政：TWBAA*2 

40 

● 花蓮縣體育局 
● 花蓮縣壽豐鄉

平和國民中學 
● 日本女子職業

棒球聯盟（
JWBL） 

● 全球運動導師
計畫(GSMP) 

38,000 

企劃2人*16時 
贊助1人*8時 
助教2人*9時 
場控2人*9時 

 
行前會：8人*4時 

 17、 籌備TWBAA女子棒球
國際邀請賽 

時/108年3-5月(暫定) 

(1) 107年9月與芙彤園討論合作意向、國際賽事冠名提案及
預算初估。 
1. 預計邀請4-6隊國外女子棒球參賽，共6-8隊組合。 
2. 搭配企業家庭日、社會企業園遊會、參賽隊伍旅遊參

訪等外部活動。 
(2) 107年12月洽談贊助單位合作意向。 

1000 

● Blueseeds芙
彤園股份有限
公司 0 

企劃1人*20時 
贊助1人*8時 

 



媒
體
公
關 

1、 台中廣播電台採訪-棒球
世界廣角鏡-女子棒球專
題報導 

107年2月11日報導 

(1) 台中廣播電台-棒球世界廣角鏡-女子棒球專題報導 
(2) 受訪者：廖立欣秘書長 
(3) 內容：台灣女子棒球現況及發展、TWBAA在女子棒球推

廣的理念。 
(4) 線上收聽(10分22秒)：

https://www.fm1007lucky.com/tw/program/show2.aspx?
num=95&kind=10&page=1 

500 

● 台中廣播電台 
● 棒球世界廣角

鏡節目 
0 1人*1小時 

 2、 中央社新聞 
107年3月1日報導 

(1) FOUCE TAIWAN NEWS CHANNL：Women's baseball 
in Taiwan aiming to hit home run 

(2) 受訪者：廖立欣秘書長 
(3) 內容：台灣女子棒球現況及發展、三位選手入選日本女子

職業棒球聯盟對女子棒球發展的影響、香港女子棒球發展
的意義與啟發。 

(4) 新聞連結：
http://m.focustaiwan.tw/news/aeas/201803010019.aspx 

500 

● 中央社新聞 
● FOUCE 

TAIWAN 
NEWS 
CHANNL 0 1人*1小時 

 3、 太報-故事‧觀點專訪 
107年7月6日報導 

(1) 太報-故事‧觀點：台灣女棒18年 「隊伍數變多，才是大
環境好」 

(2) 受訪者：柯亮群副理事長、廖立欣秘書長等 
(3) 內容：台灣女子棒球環境限制與亞洲其他國家之比較。 
(4) 新聞連結：

https://www.taisounds.com/w/TaiSounds/stories_18070
614284825048 

500 

● 太報(Tai Sounds) 

0 6人*3小時 

 4、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廣 
107年7月6日 
107年8月24日 

(1) 107年7月6日，柯亮群副理事長受邀至臺北市C級裁判講
習課程，講授性別平等教育在裁判實務上之應用。 

(2) 107年8月24日，柯亮群副理事長受邀至臺北市B級教練講
習課程，講授性別平等教育在棒球訓練之應用。 

(3)  

250 

● 臺北市體育總
會棒球協會 

0 1人*8小時 

https://www.fm1007lucky.com/tw/program/show2.aspx?num=95&kind=10&page=1
https://www.fm1007lucky.com/tw/program/show2.aspx?num=95&kind=10&page=1
http://m.focustaiwan.tw/news/aeas/201803010019.aspx
https://www.taisounds.com/w/TaiSounds/stories_18070614284825048
https://www.taisounds.com/w/TaiSounds/stories_18070614284825048


 5、 廣播節目宣傳 
107年9月30日播出 

(1) 107年9月30日上午11點播出，主持人余秀芷(45度角的天
空-秀芷的異想世界) 

(2) 推廣女子棒球，並宣傳一起夢想-「女子女子」來打球募
資計畫，「鼓勵弱勢性別參與」及「性別意識培力」。 
1. 線上收聽：http://hichannel.hinet.net/radio/index.do?id=216# 
2. 手機即時收聽(Android)：http://ppt.cc/q5ko4 
3. 手機即時收聽(iOS)：http://ppt.cc/NtlIA 

1200 

● 漢聲廣播電台 
● 45度角的天空

-秀芷的異想世
界節目 

● 台灣一起夢想
公益協會 0 1人*3小時 

 6、 pb+ 運動專欄- Pb+月刊
人物誌(影音)-11月份封
面人物 

107年11月 

(1) 107年11月月刊封面人物_女子棒球「妳棒」_困境篇 
http://media.pbplus.me/58570 (4分2秒) 
(2) 107年11月月刊封面人物_女子棒球「妳棒」_轉變篇 
http://media.pbplus.me/59106 (4分16秒) 
(3) 運動專欄首頁/標籤：女子棒球 
http://media.pbplus.me/tag/%E5%A5%B3%E5%AD%90%E6

%A3%92%E7%90%83 

5000 

● 寶悍運動平台 

0 2人*1小時 

 7、 女子棒球訓練營相關新
聞報導 

107年12月 

(1) 棒球／女棒推廣協會攜手劉芙豪 打造全台唯一女棒訓練
營！http://media.pbplus.me/58185 

(2) 臺灣女子棒球規格再升級！TWBAA首辦女生專屬棒球訓
練營！https://life.tw/?app=view&no=864520 

(3) 女棒／首次女子棒球訓練營 講師劉芙豪：女生不輸男生 
http://media.pbplus.me/59275 
(4) 女棒／首辦女棒訓練營就報名額滿 秘書長廖立欣：社會

風氣起來了！http://media.pbplus.me/59293 
(5) 女棒／香港球員遠道而來 羨慕台灣有女子棒球訓練營 
http://media.pbplus.me/59305 

6000 

● 寶悍運動平台 
● LIFE生活網 

0 1人*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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