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台灣女子棒球運動推廣協會  2019年度工作報告  

資料時間：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例行

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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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時/2019年 1月 20日 

(一) 2018年 10-12月協會重要活動檢討： 

1. pb+運動專欄-人物誌(影音)-11月份封面人物 (女子棒

球「妳棒」困境篇、女子棒球「妳棒」轉變篇) 

2. TWBAA x JAX女子棒球訓練營 

3. TWBAA「女子女子」來打球！女子棒球體驗營-東台灣 

(二) 女子棒球邀請賽執行委員會(高雄邀請賽) 檢討。 

(三) 寄發 2018工作成果、賀年宣傳卡。 

(四) 研擬 2019年女子棒球推廣方向、贊助單位合作意向。 

100 

 

2,000  

二 會員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會

聯席會議 

 

時/2019年 7月 6日 

(一) 2018工作成果、決算書報告。 

(二) 2019上半年協會重要活動檢討報告： 

1. 2019芙彤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 

2. 台日學生球隊友誼賽 

3. 轉介國內外女子棒球賽事(2019 MLB Women's Cup) 

(一) 規劃 2019年下半年度各項合作案方向、進度管考。 

18 

 

4,000  

三 法律顧問簽約案 (三) 2019下半年起簽約聘請余宗鳴律師擔任本協會法律顧問 250 ⚫ 余宗鳴律師 3,000 

四 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時/2019年 9月 22日 

(一) 2019年 6-9月協會重要活動檢討： 

1. 台北市社區棒球聯賽(女子組第四屆) 

2. 轉介國內外女子棒球賽事(LG CUP) 

3. 大雲食堂錄影 

(二) 2019年下半年度各項合作案進度管考。 

20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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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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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拜會「中華民國辦球協會

(CTBA)」 

 

時/2019年 3月 8日 

地/棒協辦公室 

(一) 拜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CTBA)，會見林文明副秘書長。報

告本會發展成果、商討未來合作及發展方向。 

(二) 感謝棒協自本會 2018年拜會請託後，每年下半年增辦

「協會杯」女子棒球賽事，提供國內女子棒球界切磋交

流、促進女子棒球發展。2018年(首度)有 7隊參加，2019

年增加至 9隊。 

(三) 續繳 2019年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團體會員會費 1,000元。 

500 

 

6,530 

二 轉介國內外女子棒球賽事，

提升會員球隊國際交流機

會。 

(一) 【2019 MLB Women's Cup】 

1. 主辦：大聯盟棒球發展中心（MLB DC） 

2. 時間地點： 2019/5/10-5/12@中國南京市 

3. 會員參賽隊伍：台北先鋒女子棒球隊。 

 

(二) 【LG CUP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1. 主辦：LG & Womens Baseball Korea 

2. 時間地點：2019/8/22-8/26@韓國利川市 

3. 會員參賽隊伍：台中向日葵女子棒球隊。 

60 

⚫ 大聯盟棒球發展中心

（MLB DC） 

⚫ 韓國女子棒球聯盟 

(WBAK) 

0 

三 2019芙彤盃國際女子棒球邀

請賽-賽事發佈記者會 

 

時/2019年 3月 27日 

地/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一) 2019年芙彤園看見了長期以來會員球隊辦理年度交流賽

事的這份堅持。秉持社會企業對台灣社會的關懷，決定號

召企業共同支持女棒！ 

(二) 感謝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的支持、中華棒協林宗成秘書長

的力挺，當然更感謝讓這項賽事成真的 Blueseeds 芙彤園

執行長詹如惠。 

650 

⚫ Blueseeds芙彤園股份

有限公司 

 
冠名贊助 

四 2019芙彤盃國際女子棒球邀

請賽-台灣聯隊團練 

 

(一) 本次賽會以「堅持」為名；以「創造更多的參與機會」為

重要核心價值，除了海外交流，國內各隊隊員之間的搭配

交流更是可貴。 

45 

⚫ 木棉花女子棒球隊 

⚫ 教育部體育署 
1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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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2019年 5月 4日 

地/台南小北球場 

(二) 台灣聯隊籌組方式秉持「長期投入女棒發展之球員與球隊

優先」之原則，由年資作為錄取主要資格。 

(三) 報名踴躍最後錄取 28人。 

五 2019芙彤盃國際女子棒球邀

請賽 

 

時/2019年 5月 23-25日 

地/台北市新生公園棒球場 

   台北市觀山棒球場 

(一) 賽事認證：WBSC世界棒壘總會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三) 主辦單位：Blueseeds芙彤園、台灣女子棒球運動推廣協

會 

(四) 共同主辦：中華身障體育運動協會 

(五) 參賽隊伍 TWBAA (台灣)、All Okinawa (日本)、Zephyr (香

港)、Blueseeds (台灣)、Hato (香港、WBM (馬來西亞)。 

(六) 賽事規模與宣傳： 

1. 賽事官網：https://baseballcup.blueseeds.com.tw/  ，

4~5月訪客數約 1500人次、點閱數 6000次。 

2. FB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BlueseedsCup/  ，

4~5月共貼文 17則，觸擊人數約 23000人、互動次數

約 8600次。 

3. 全程共計 13場賽事、1場晚宴。 

25000 

⚫ 通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All-Star) 

⚫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 臺北市體育總會棒球協

會 

⚫ 美國在台協會 AIT 

⚫ 立智公關股份有限公司 

⚫ 台商資源國際有限公司 

⚫ 台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TurnUp 品牌創新服務

加速中心 

⚫ TBLC 台灣企業領袖交

流會 

⚫ 勵馨基金會  

贊助及自

籌約計

3,017,305 

六 台日學生球隊友誼賽 

 

時/2019年 5月 23日 

地/台北市觀山棒球場 

(一) 商請來台參加芙彤盃國際邀請賽的日本隊，在正規賽事外

加場競技，與國內高中以下有志從事棒球運動的選手對

戰。 

(一) 無償提供賽事場地，其中特別邀請三位女性棒球裁判執

法，擴大女性在棒球的參與面向。 

60 

⚫ 台北市華江高中 

7,000 

七 台北市社區棒球聯賽(女子

組第四屆) 

時/2019年 6-9月 

地/社子島棒球場 

(二)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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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參賽隊伍：台北先鋒、御聖、諾娜、台灣大學、Sunday、

台中向日葵，共計 6隊。 

100 

⚫ 台北市棒球協會 

700 

https://baseballcup.blueseeds.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Blueseeds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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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19 TWBAA「女子女子」

來打球! 棒球體驗營-台中場 

 

時/2019年 11月 15日 

地/台中力行國小 

(一) 108年 9月與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聯繫、場勘並洽談女子社區棒球體驗營合作模式。 

(二) 108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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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8年 10月發文至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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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講師：陳欣宜老師、林姿韻老師 

助教：台中向日葵*5 

行政：TWBAA*3 

40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 臺中市力行國民小學 

⚫ 全球運動導師計畫

(GSMP) 

38,000 

九 2019 TWBAA「女子女子」

來打球! 棒球體驗營-高雄場 

 

時/2019年 11月 16日 

地/高雄鼓岩國小 

(一) 108年 10月與高雄市鼓岩國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聯

繫、場勘並洽談女子社區棒球體驗營合作模式。 

(二) 108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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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8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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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8年 10月發文至高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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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講師：謝鈺瀅選手、曾琪選手 

助教：高雄木棉花*5 

行政：TWBAA*4 

40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 高雄市鼓岩國民小學 

⚫ 日本女子職業棒球聯盟

（JWBL） 

⚫ 全球運動導師計畫

(GSMP) 38,000 

十 2019 TWBAA「女子女子」

來打球! 棒球體驗營-台北場 

 

時/2019年 11月 23日 

地/新生公園棒球場 

(一) 108年 10月與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聯

繫、場勘並洽談女子社區棒球體驗營合作模式。 

(二) 108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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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講師：范悅圓老師、蘇詩媚教練 

助教：台北先鋒*4 

行政：TWBAA*3 

40 

⚫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 全球運動導師計畫

(GSMP) 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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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人才循環大聯盟Women 

Expo (W-Expo) 女性創新交

流與展覽會-展攤活動 

 

時/2019年 11月 21-22日 

地/華山文創園區西 5館 

(一) 受美國在台協會(AIT)邀請，參加首屆「人才循環大聯盟女

力賦權交流展覽」 

(二) 由來自美國、台灣及本地區最啟發人心的女性領袖，例如

立法委員余宛如。台灣在女性賦權領域是全球的典範，無

論是政府、學界、業界還是公民社會，皆能看見女力的存

在！ 

(三) 本展覽邀請 30-40位台灣最活躍的女性賦權協會，來展示

她們的計畫項目，並邀請民眾深入了解及加入她們的倡

議。來自 10個東協國家的 20多位女性賦權領袖，也將來

台與台灣的女性領袖進行交流。 

2100 

⚫ 美國在台協會 

⚫ TCA人才循環大聯盟 

25,000 

十 

二 

2019「未來之星」基層講座 

 

時/108年 12月 14日 

地/新生公園棒球場 

(一) 特地為基層棒球加碼安排的公益講座。 

(二) 藉由頂級球員現場分享她們棒球經歷、自我技術目標設

定、自主訓練方式、職涯規畫、職業經驗等，讓想要嘗試

棒球運動的小球員不設限自己，更有勇氣向未來挑戰。 

(三) 講師：日本國家代表隊選手三浦伊織、里綾実。 

參加學校：新北市義學國中、新竹縣五峰國中、新竹縣上

館國小 

120 

⚫ 臺北市政府體育處 

⚫ 日本女子職業棒球聯盟

（JWBL） 

⚫ 全球運動導師計畫

(GSMP) 
20,000 

十 

三 

2019 TWBAA x JAPAN女子

棒球訓練營 

 

時/2019年 12月 15日 

地/新生公園棒球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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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7年 8月課程細流、經費編列及費用評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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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7年 10-11月進行宣傳設計、贊助及廣告商招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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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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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女子職業棒球聯盟

（JWBL） 

⚫ 全球運動導師計畫

(GSMP) 1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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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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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Home Run Taiwan運動專欄/

故事文章/RUN運動 

 

時/2019年 08-12月 

(一) 2019-08-21棒球，臺灣「男生的」國球？

https://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231 

(二) 2019-12-10誰說只有男生打棒球，棒球也將是 Woman 

的國球！https://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348 

(三) 2019-12-25劉柏君與她的裁判夥伴

https://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374 

5000 

⚫ Home Run Taiwan 

0 

二 女子棒球體驗營相關新聞報

導 

 

時/2019年 10-11月 

(一) 女棒》女子女子來打球！ 國手指導體驗營快來報名 

https://reurl.cc/oDGE83 

(二) 女棒》埋下種子的 10年計畫 女孩棒球體驗營圓滿落幕 

https://reurl.cc/md1KYY 

 

 

⚫ 智林體育台 

15000 

三 女子棒球訓練營相關新聞報

導 

 

時/2019年 11-12月 

(一) 女棒》日職國手教妳打球 女棒訓練營 12/15高規格登場

https://reurl.cc/L1Ga1X 

(二) 女棒》日職國手豪華教練團 女棒訓練營吸引海內外關注 

https://reurl.cc/4g9Lgj 

(三) 女棒》女棒訓練營圓滿落幕 日籍球星指導學員滿載而歸 

https://reurl.cc/NaeYan 

6000 

⚫ 智林體育台 

0 

四 NGO名人開講系列-「以棒

球和女力讓世界看見台灣」 

 

時/2019年 05月 19日  

地/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一) NGO名人開講系列-「以棒球和女力讓世界看見台灣」 

(二) 受邀講者：劉柏君理事 

(三) 內容：分享成為台灣首位女性棒球主審的歷程，以及透過

棒球歷練，與台灣女子棒球推廣協會合作舉辦各項棒球體

驗營、女棒訓練營，在國內藉由推廣棒球倡議性別平等，

也將分享在美國國務院、聯合國、國際奧會等國際交流經

驗，透過棒球交流、女性賦權等經驗，讓世界看見台灣。 

300 

⚫ 外交部 

0 

https://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231
https://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348
https://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374
https://reurl.cc/md1KYY
https://reurl.cc/L1Ga1X
https://reurl.cc/4g9Lgj
https://reurl.cc/Nae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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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

C級教練講習-性別平等專題

課程 

 

時/2019年 08月 30日  

地/臺北市立體育館 

(一) 受邀擔任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 C級教練講習-性別

平等專題課程講師。 

(二) 受邀講者：柯亮群副理事長 

(三) 內容：討論性別平等在運動場域及訓練上的相關議題，邀

請學員覺察文化中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棒球運動對不同性

別運動員的挑戰與限制。 

105 

⚫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0 

六 「大雲時堂」談話性節目 

 

時/2019年 9月 3日播出 

(一) 受邀參加錄製由李四端主持的談話節目「大雲時堂」，電

視播出／週一至週五 晚間 10點 MOMOTV綜合台 CH76

頻道。 

(二) 受訪者：棒球裁判劉柏君、王道銀行個人金融執行長陳怡

芬、台灣女子棒球運動推廣協會秘書長廖立欣 

(三) 內容：台灣女子棒球現況及發展、TWBAA在女子棒球推

廣的理念、劉柏君女士擔任棒球裁判的相關成長經歷。 

(四) 【一分鐘搶先看】別再叫她索非亞！她早就有更厲害的稱

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KVwKR4A7w 

(五) 【完整版】台灣首位棒球女裁判竟然是通靈少女本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sjY_jhZHE 

15,000 

⚫ 雲文創製作團隊 

⚫ MOMOTV監製團隊 

0 

七 「政大之聲」廣播節目錄製 

 

時/2019年 10月 28日 

(一) 受邀參加政大廣播節目的錄製。 

(二) 受訪者：廖立欣秘書長、林書菡理事。 

(三) 內容：台灣女子棒球現況及發展、TWBAA在女子棒球推

廣的理念。 

100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台 
0 

八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關係通識

課程-「性別與運動」主題 

 

時/2019年 12月 04日  

地/國立成功大學 

(一) 受邀講者：廖立欣秘書長。 

(二) 內容：以「像女孩一樣打球」主題邀請學員一同覺察性別

刻板印象在生活中的存在；利用新聞事件、廣告媒材等說

明性別議題在運動現場的影響；分析台灣女子棒球現況及

發展、闡述 TWBAA在女子棒球推廣的理念等。 

40 

⚫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關係

通識課程 黃于玲教授 

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KVwKR4A7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sjY_jh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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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海外】WBSC Women's 

Baseball Development 

Program 

 

時/2019年 11月 15-17日  

地/印尼 

(一) 受邀參加WBSC 亞洲女子棒球發展計畫 

(二) 受邀講者：劉柏君理事 

(三) 內容：分享成為台灣首位女性棒球主審的歷程，與台灣女

子棒球推廣協會合作舉辦各式女子棒球運動計畫，推廣棒

球並倡議性別平等，透過棒球交流、女性賦權等經驗，讓

世界看見台灣。 

https://www.wbsc.org/news/women-s-baseball-

development-program-launches-activities-in-indonesia 

200 

⚫ WBSC 

⚫ 全球運動導師計畫

(GSMP) 

0 

十 【海外】南韓女性體育協會

演講 

 

時/2019年 12月 07日  

地/韓國 

(一) 接受南韓女性體育協會邀請對單項協會進行專題演講 

(二) 受邀講者：劉柏君理事 

(三) 內容：分享成為台灣首位女性棒球主審的歷程，以及透過

棒球歷練，與台灣女子棒球推廣協會合作舉辦各項棒球體

驗營、女棒訓練營，在國內藉由推廣棒球倡議性別平等，

也將分享在美國國務院、聯合國、國際奧會等國際交流經

驗，透過棒球交流、女性賦權等經驗，讓世界看見台灣。 

100 

⚫ 全球運動導師計畫

(GSMP) 

0 

 

https://www.wbsc.org/news/women-s-baseball-development-program-launches-activities-in-indonesia
https://www.wbsc.org/news/women-s-baseball-development-program-launches-activities-in-indone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