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每 5秒就賣掉 1本的出版傳奇 

重磅續集！ 
 

1塊雜草叢生的「棒球場」，6個有夢想

沒經驗的球隊經理，0個球員，居然是

重大的「創新」？沉睡了 1/4個世紀的

棒球隊，究竟要如何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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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話 

復活的第一步 

1 

岡野夢是私立淺川學園一年級的學生。 

淺川學園這所私立高中位於東京的西部，在

關東平原盡頭、多摩丘陵開始起伏的地帶，

那裡有許多小丘陵林立。 

不過，淺川學園並不在丘陵上，而是座落於

多摩川與支流淺川的匯流處，標高較低的地

點。 

因此校園經常有風吹拂。每年秋天，幾乎都

會有吹過河川的強勁風力迎面撲來。 

春天則很舒服，淺川的堤道種植著許多櫻花

樹，落下的花瓣隨著春風飛舞，校園被漫天

落櫻包覆，相當壯觀。這也成為淺川學園春

季的著名景象。 



 
 

四月中旬，這景象終於告一段落。某個星期

六午後，小夢從校舍的窗戶無意識地眺望操

場；即使櫻花盛開期已過，小夢還是很喜歡

從教室窗戶望著操場。 

從位於一樓的教室窗戶，小夢可以清楚看見

前方的花壇。瑪格麗特、天竺葵、勳章菊等

春季花朵正盛開著。入學後沒多久，小夢就

很喜歡盯著這裡看。 

這個時候，看不到操場上奔跑的田徑隊員。

只有通往校門的路上，零零星星幾個正要回

家的學生，之後就看不見人影了。 

雖然這天的課到中午就結束了，但小夢沉浸

在由花壇與無人的操場交織而成、略帶沉鬱

感的情景中，不急著回家。 

她原本要跟跟朋友出去玩，但朋友臨時有急

事取消了行程，因此，她的時間整個空出

來。 

這時小夢發現花壇對面，操場跑道附近的地



 
 

上有個閃閃發亮的東西，一時看不出是什麼。

一樓窗戶受限於角度，看不清那東西的表面

有沒有寫字。 

小夢拿起書包，離開教室，打算在回家的路

上順道看個清楚。 

在學校玄關的鞋櫃區換好鞋子後，她走向操

場，漸漸靠近那閃閃發亮的東西所在的位

置。 

這時，她總算看清楚那是什麼了──那是一

本書，封面是光滑的材質，因為反射陽光而

閃閃發亮。 

小夢把書撿起來，發現書名是： 

《如果，高校棒球女子經理讀了彼得．杜拉

克》 

小夢想：「這書名真長啊！」接著又想：「是

輕小說嗎？」 

因為這本書的封面上，以動畫般的筆觸畫著

一個高中女生，是輕小說常有的封面，背景



 
 

是藍天白雲，下方畫著流動的河川。 

看到這幅圖，小夢覺得跟淺川有點像。 

她環顧四周，完全沒有人。小夢盯著書，猶

豫了一會兒。 

沒多久，她把書收進書包，然後回家。 

五天後下課，小夢坐在課桌前收拾東西準備

回家，一個女生突然站到她面前。 

抬頭一看，是兒玉真實，小夢從國中就認識

的好友。 

真實劈頭就問：「妳讀了嗎？」 

小夢以「！」的表情回答：「果然是真實放

的。」 

「啊，妳猜到了？」 

「我想除了妳以外，不會有人做這種事。要

是被別人撿走怎麼辦？」 

「到時候再說囉。不過，小夢常常望著操場，

我想妳應該會注意到。」 



 
 

「我常常望著操場？」 

「沒錯，像在找什麼似的。」 

「是喔……也許吧。」 

「妳覺得這本書怎樣？」 

「嗯，有趣是有趣，不過……這到底是什

麼？」小夢邊說，從書包裡把書拿出來。 

真實接過書，說：「這可是《如果杜拉克》

喔。」 

「《如果杜拉克》？」（全書名為《如果，高校

棒球女子經理讀了彼得．杜拉克》，日本簡稱為《如果

杜拉克》。） 

「妳不知道嗎？前幾年很流行的呀！」 

「是嗎？我完全沒印象。」 

看到小夢不為所動的樣子，真實有些驚訝。

她嘆了一口氣，說：「很像妳的作風。」隨

即打起精神：「是這樣的，我之前認識了這

本書的作者。」 



 
 

「咦！這個──」小夢看著封面的名字，說：

「岩崎夏海？」 

「嗯，不過那是筆名，她的本名是北條文乃。」 

「北條文乃？」 

「嗯，妳知道北條文乃嗎？」 

「不知道。」 

小夢突然想到：「啊，是小說裡的人？」 

這個名字是《如果杜拉克》裡的角色之一。 

但真實搖著頭說：「這麼說也沒錯……不過，

我不是指小說，是說新來的老師。」 

「咦？啊！就是開學典禮上一臉緊張地向

大家打招呼的那個人？」 

「沒錯。那位老師把自己高中時的經歷，寫

成這本《如果杜拉克》。」 

「咦！那位老師是從程久保高中畢業的

嗎？」 

「嗯，而且她後來讀了東大。」 



 
 

「那麼厲害的人，為什麼會來我們學校當老

師？」 

「好像有各種原因。總之我知道後，就把《如

果杜拉克》找來讀，發現內容很有趣！」 

「嗯嗯，最後打進甲子園的部分很感人！」 

「沒錯，不過我對這個叫杜拉克的人很好奇，

查了才知道，小說裡提到的這本《管理》，

是四十年前寫的耶。雖然這麼久了，現在讀

起來還是很受用──說得大言不慚一點，會

感覺『這本書好像是為我寫的！』，我覺得

很神奇。」 

「嗯，我倒沒有想這麼多……」 

看到小夢一臉疑惑，真實繼續說： 

「我很好奇，所以向作者岩崎夏海—也就是

文乃老師問了許多事。」 

「嗯嗯。」 

「文乃老師說，讀了《管理》，覺得這本書



 
 

彷彿是為自己寫的，是很自然的事。她在讀

《管理》的時候也曾經有這樣的感覺，而且，

文乃老師認識的許多人也有同感。」 

「咦！」 

「我聽了文乃老師的話之後，就去查資料，

想找出原因。原來，杜拉克寫這本書，本來

就有這樣的用意。」 

「喔喔。」 

「杜拉克在四十年前，就知道接下來即將進

入競爭社會，為什麼呢？他說，隨著資訊化

社會愈來愈進步，知識階級會跟著擴張，於

是參與競爭的人就增加了，導致競爭愈來愈

激烈。」 

「參與競爭的人增加？」 

「例如在網路出現以前，買東西只能去附近

的店家，對吧？所以附近的居民都會成為這

家店的客人。也就是說，以前的競爭對手很

少。但現在因為可以上網，客人會在網路上



 
 

查詢店家，跟其他店家比較，競爭對手就變

多了。」 

「沒錯，我買東西一定會先上網查。」 

「對吧？會查到很多店家，但是妳會跟哪家

買？」 

「當然是最便宜的店。」 

「就是這樣！雖然對我們消費者有利，但會

讓賣家陷入激烈競爭中。因為只有最便宜的

店家有生意，所以不得不降低價格。」 

「原來這就是『參與競爭的人增加』的意思。」 

「所以，杜拉克預測競爭會愈來愈激烈—也

就是競爭社會來臨，所以寫了《管理》。他

說正因為處於前所未有的競爭社會，所以需

要《管理》這本書。」 

「為什麼競爭變激烈以後，大家會需要《管

理》？」 

「我也對這一點有疑問，所以去問了文乃老



 
 

師。老師說，杜拉克認為，激烈競爭的結果

往往只有一家獲勝存活，其他全是失敗者。

這麼一來，許多人會因為競爭失利而丟掉工

作，而太多人失業又會影響社會安定，不是

好事。」 

「沒錯！我姐姐也抱怨現在工作變少，很難

找。她正忙著找工作。」 

「所以，要讓人們安居，必須增加工作，這

是《管理》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管理是要『增加』工作？怎麼好像反過來

了，『減少』工作才是管理吧？」 

「那是面對『不必要的工作』時。管理確實

必須減少不必要的工作，相反地也要增加必

要的工作，創造大家的充實感。」 

「充實感？」 

「《如果杜拉克》裡不是有提到嗎？主角讓

棒球隊成員擔任各種角色，好比讓聰明的學

生擔任隊長，讓擅長跑步的隊友擔任代跑等。



 
 

藉由增加重要的工作，讓每個隊員體會到一

展身手的充實感與成就感，棒球隊與所屬的

隊員們才會愈來愈有活力，朝氣蓬勃。」 

「的確！只要有充實感，大家就會活躍起

來。」 

「像這樣，創造出讓人充滿活力的充實感，

正是所謂的管理。杜拉克就是因為人們可能

會在競爭社會失去位置而寫這本書，想傳達

管理的知識。就算能多幫助一個人也好，他

想讓更多人獲得充實感。」 

聽真實說著「充實感」這個詞，小夢也跟著

嚮往，內心彷彿「啪」的一聲有火光點燃，

很溫暖。 

這時，小夢想到： 

「我就是因為真實才找到充實感，才會想上

學、讀高中。」 

接著又想： 

「這樣的話，真實不就是我的『經理』了嗎？



 
 

因為她帶給我充實感……」 

彷彿看穿小夢的想法，真實立刻說： 

「所以，我也想當經理。」 

「咦！」小夢嚇了一跳：「妳要當什麼經理？」 

「那還用說嗎，當然是棒球隊呀的經理！」 

聽到這段話，小夢打從心底訝異，不自覺地

喊： 

「可是我們學校沒有棒球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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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露出神秘的笑容，說：「其實有呢。」 

「咦？」 

「我們這所高中隱藏著『夢幻棒球隊』喔。」 

淺川學園是男女同校的私立高中，學生總人

數不到八百人。創校於五十年前左右，大約

是昭和中期，當時是經濟高度成長期，多摩



 
 

地區的新市鎮有許多居民遷入。 

因此，學校一開始就把提倡運動訂為政策，

希望以此為宣傳，招收到更多學生，尤其對

受歡迎的棒球隊下了許多功夫。從其他學校

延攬有名的教練，也很早就實行特待生制度，

讓優秀學生減免學費。（「特殊待遇學生」的簡

稱。針對入學考試或特定科目成績優異的學生，提供學

費全免或部分減免，或提供獎學金，以鼓勵入學的制度。） 

創校第五年時，淺川學園如願初次晉級甲子

園，後來又有春季一次、夏季一次，共計三

次打進甲子園。 

但之後就無法再有好成績。那是隨著東京的

高中數目增加，棒球水準也跟著大躍進的時

期，強校陸續出現，要入選八強變得很難。

這段時期，甲子園的冠軍都由東京都的學校

包辦。 

於是，棒球隊漸漸變成淺川學園的負擔。比

其他社團擁有更多資源，卻拿不出相對的成



 
 

績，球隊與教練因而飽受指責。 

壓力持續累積，終於爆發，教練被指控假訓

練之名向隊員施暴。 

棒球隊內部也亂事頻傳，成員相繼出問題。

違反校規之外，還有人因犯罪而被逮捕。 

因此，「日本高等學校棒球聯盟」在教練被

投訴後，對淺川學園提出停賽一年的禁令。 

這件事讓校方決定解散棒球隊。既消耗經費、

又打不進甲子園，這個只會惹麻煩的累贅社

團，實在看不出留著的理由。之前沒有廢掉

棒球隊，只是不希望引起太大風波而已。 

棒球隊就這樣一步步走向滅亡，那是一九九

○年代初期的事。此後四分之一個世紀，持

續著休止的狀態。 

棒球隊在小夢出生前就解散了，所以她會認

為學校沒有棒球隊並不奇怪。 

真實對小夢說： 



 
 

「小夢不知道吧？搭單軌電車往多摩中心

站的途中，能在山坡上看到『淺川學園』的

舊招牌。」 

「啊，我知道。在明星大學前方對吧？」 

「對，那裡就是我們學校棒球隊的球場喔。」 

「是這樣嗎？」 

「嗯。那裡的地也屬於學校，據說隊員以前

都是徒步走到那邊。」 

「很遠呢，而且在山上。」 

「是呀，所以有『地獄般的登山之路』的說

法，好像很多隊員會因此嫌麻煩而不去練

球。」 

「喔。」 

「不過現在有單軌電車，交通方便多了。只

是棒球隊消失了，沒有人會再去那裡。」 

「真實為什麼會知道這些？」 

「這個嘛，是那個人告訴我的。」 



 
 

「誰？」 

「嗯……」真實好像想到了什麼，說：「乾

脆現在就去見那個人吧！」 

然後迅速跑出教室。 

小夢慌張地追在後面。 

從淺川學園走路約五分鐘的地方，有個叫做

「淺川學園前」的單軌電車月台。 

從那裡搭單軌電車往南，將會駛進連續的丘

陵地，在丘陵間像縫線般曲折地行駛，七分

鐘之後會抵達球場附近的車站。從球場到車

站大約要走三分鐘。 

她們兩人花了大概十五分鐘抵達球場。看到

入口處的金屬大門旁，有一名男學生站在那

裡。 

「經理！」真實邊揮舞著手。 

那個男生帶著羞澀的笑容說：「不要這樣叫

我啦，我會不好意思。」 



 
 

「你明明就是經理呀。」 

「呃，用平常的方式稱呼就好了。」 

「那『富樫同學』可以嗎？」 

「叫我『公平』就好，大家都這樣叫。」 

「我知道了。公平同學，這是我從國中開始

的好朋友，岡野夢。」 

「你，你好……」 

小夢結結巴巴地打招呼，因為怕生，她不擅

長應對初次見面的人。 

「小夢，這位是棒球隊經理，富樫公平同學。」 

「我是公平，請多指教。」 

小夢露出驚訝的神色，說：「竟然真的有棒

球隊！」 

公平再次以靦腆的表情回答： 

「嗯，不過，隊員還只有我跟兒玉兩個人，

棒球隊今年四月才剛重新開始。」 



 
 

富樫公平是就讀淺川學園三年級的學生。去

年為止本來沒有參加任何社團，因為聽了實

習老師的話，突然對棒球隊產生興趣。 

這位實習老師在高中時，曾經因為讀了有

「二十世紀代表性思想家」之稱的彼得．杜

拉克的著作《管理》，讓所屬的都立程久保

高校棒球隊首次打進甲子園──她就是北

條文乃。她在擔任實習老師時，提過許多關

於杜拉克的事，以及《管理》這本書的內容，

公平覺得很有趣，於是也想成為棒球隊的經

理。 

但是，淺川學園沒有棒球隊。仔細調查後發

現並不是沒有，而是很久以前就停止運作。 

於是公平跟學校交涉，申請重新成立棒球隊，

但當時校方以「缺乏指導老師」為理由，斷

然拒絕。 

公平沒有放棄，之後又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向

學校反應，想恢復棒球隊。 



 
 

今年四月，學校終於允許棒球隊復活。這時，

指導老師由已獲得正式教師資格的文乃擔

任。 

所以淺川學園棒球隊雖然只有公平一位隊

員，但已重新啟動。 

「我知道了以後，也覺得很有興趣，」真實

說：「所以拜託公平讓我加入棒球隊。」 

「別這麼說，隨時都歡迎新成員加入喔。」 

聽到這句話，小夢說： 

「呃……隊員只有公平跟真實而已，那真實

是怎麼知道棒球隊的事？」 

「文乃老師告訴我的。」 

「可是文乃老師跟我們沒有關係啊，她又不

是我們這年級的導師。」 

「是我去找她的，聽說她是個有趣的人。」 

「有趣？」 

「她在開學典禮上那麼緊張的樣子，妳不覺



 
 

得很少見嗎？聽到別人問她問題，她一定回

答：『咦？喔……是。』去年她當實習老師

的時候，現在升上三年級的學長姐好像給她

取了一個綽號，叫『咦喔是』呢。」 

「原來──」 

聽到這段話，小夢想起來了，真實喜歡與眾

不同的人，尤其是不擅長溝通的人。 

她會跟小夢做朋友，恐怕也因為這個。小夢

幾乎不開口跟人說話，讓她覺得很有意思。

雖然沒有明說，但小夢隱隱約約察覺到了。 

「因為這樣，從現在起，我也是棒球隊的經

理了，不過……妳覺得如何？」 

聽真實這麼問，小夢坦率地回答： 

「我覺得很好，很適合妳。我贊成。」 

真實聽了皺起眉頭說：「不，我不是這個意

思……」 

「啊？」 



 
 

「我想問妳，要不要也加入，跟我一起當球

隊經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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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夢嚇了一跳，不自覺地提高了音量。因為

目前為止，她從來沒有當棒球隊經理之類的

念頭。 

不過她立刻恢復正經的神情，稍微想一下就

抬起頭來，看著真實說： 

「我想加入，當棒球隊的經理！」 

下一瞬間，真實抱住小夢，親了她的臉頰。 

驚訝的小夢不經思索，尖叫起來，但真實依

然緊緊抱著小夢，說： 

「不愧是小夢，很乾脆，我最喜歡妳這一點

了。」 

小夢維持被抱住不放的姿勢，問： 



 
 

「可是，我真的做得來嗎？」 

真實聽了說： 

「不是有夢就好，是有夢最好！」 

聽到這句話，小夢朝向真實，深吸一口氣，

連鼻翼也撐大了，說： 

「我會努力！」 

「嗯！」 

真實再次緊緊抱住小夢。公平的臉都紅了，

側眼看著這一幕。 

終於，真實放開小夢，說： 

「那趕快讓妳看看棒球場吧。公平，麻煩你。」 

「好的。」 

公平用帶來的鑰匙打開鐵製的門，生鏽的門

軸發出聲音，鐵門沉重地開了。 

門一開，一片草原延伸在眼前。 

「哇！都荒廢了。」真實感嘆著。 



 
 

聽到她的話，公平說： 

「沒辦法呀，已經閒置二十五年了。」 

真實望著這片草原說： 

「恐怕要先從替球場除草開始……」 

三人試著繞球場一圈。入口附近是本壘板。

兩側是長椅，上方有水泥屋頂遮蔽。一壘方

向的長椅後方是投手練習區，外野架設著圍

牆。對面是西北向的斜坡， 

學校的舊門牌就立在那片傾斜地上。 

球場位於小丘陵頂端附近，視野非常良好，

不論從哪個角度，都能眺望到剛才搭乘的單

軌電車高架道、對面的多摩動物公園，以及

多摩丘陵的群山。 

「好漂亮啊……不得了，從那邊可以看到淺

川，」小夢把手放在外野圍牆上，指著東北

向方大聲說：「簡直就像《天空之城》一樣。」 

真實轉過頭，說：「這個名字好！」 



 
 

「啊？」 

「我們就把這座球場稱為『天空球場』吧。」 

對這個提議，小夢大喊：「好耶！」，公平

也佩服地點頭說：「太棒了。」 

從那天起，淺川學園棒球隊的球場就叫做

「天空球場」。 

之後三人回學校，這次不搭單軌電車，試著

實際走走看。結果大約是四十分鐘的腳程。 

他們在途中談論棒球隊的未來。 

「首先一定要先找到球員，」公平說：「而

且必須重新整頓球場。」 

真實聽了，說：「你忘了，在這之前還有一

件重要的事。」 

「什麼？」 

「我們也應該像文乃老師一樣研究管理和

經營。」 

「對喔，那我們從杜拉克的《管理》讀起嗎？」 



 
 

「那樣雖然也沒什麼不好……」真實低垂著

視線說。 

「嗯？」 

「但機會難得，也許該嘗試新方法。」 

「什麼樣的新方法？」 

「我想，文乃老師已經運用過杜拉克的《管

理》了，再用一次未必是好主意，我們不要

如法炮製。」 

「那……？」 

「應該要讀屬於我們的、新的一本書。」 

「對喔，」公平以佩服的表情說：「好，我

也喜歡嘗試新東西。」 

「就是說嘛！」真實臉上的表情變得明亮起

來。 

「不過──」小夢這時接話：「要讀哪一本

新的書呢？」 

真實帶著笑意說：「我已經找好了。」 



 
 

三人回到學校，前往真實的教室。在教室裡，

真實從書包拿出一本書，給小夢和公平看。 

「鏘鏘鏘鏘，就是這本。」 

公平唸出封面的書名：「《創新與企業家精

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目前中

文版譯為《創新與創業精神》，日文版譯為《創新與企

業家精神》，因為要順應故事脈絡，本書沿用日文版譯

法。） 

「沒錯，我想用這本書做為我們的參考書。」 

「為什麼選這本？」 

聽到小夢這麼問，真實回答： 

「其實我先問過文乃老師了。」 

「咦！」 

「讀完《如果杜拉克》，我去找文乃老師，

問她接著《管理》之後應該要讀什麼？於是

她介紹我這本。」 

「喔……」 



 
 

「文乃老師說，接下來應該是創新的時代，

這本書會更加重要。」 

「創新的時代？」這次換公平反問。 

真實回答：「杜拉克說，企業的功能有兩個。」 

「是『行銷』與『創新』吧？在《如果杜拉

克》裡有提到。」 

「文乃老師說，在競爭社會裡，創新的重要

性會愈來愈明顯。」 

「為什麼創新的重要性會愈來愈明顯？」小

夢問。 

真實這次看著她回答： 

「因為創新是在競爭社會生存的最佳方式。」 

「咦？」 

「文乃老師說：『創新就是不參與競爭。』」 

「什麼意思？」公平又問。 

真實回答：「創新，就是創造出新的事物。

創造出新事物就沒有競爭對手，因為是新開



 
 

發的領域，還沒有人參與競爭。」 

「喔。」 

「例如蘋果推出iphone 就是一大創新。因為

沒有其他智慧型手機，所以iphone暫時沒有

對手，當時要買智慧型手機，就只能買

iphone。」 

「原來是這樣。」公平聽了點頭。真實繼續

對他說： 

「就像這樣，展開創新，就不用加入競爭。

就算競爭社會持續發展，還是可以生存，就

是這個道理。」 

「的確。」公平接著說：「這麼一想，所謂

競爭，都是針對有歷史的事物。像高中棒球

賽有一百年歷史，因為歷史悠久，參加的學

校將近四千所，競爭激烈。但是在一百年前

高中棒球賽剛誕生時，參賽的學校很少，只

有七十三所，競爭並不激烈。」 

「就是這樣。競爭社會就跟高中棒球賽一樣，



 
 

除了唯一的獲勝者外，其他人都是失敗者，

是相當嚴苛的環境，會讓人活得很痛苦。所

以要透過創造新事物，減緩競爭態勢—這是

杜拉克的想法。」 

「嗯嗯……」小夢胸前交叉著手臂，露出思

考的神情：「不加入競爭，反而是在競爭社

會生存的方式……」 

「那，要怎麼創新？」 

聽到公平這麼問，真實說： 

「為了詳細說明創新的方法，杜拉克寫了這

本《創新與企業家精神》，接下來大家要一

起讀它──老師是這麼說的。」 

公平聽了說： 

「我明白了。那麼，就從一起讀這本書開始

吧！」 

三人說好各自回家去讀《創新與企業家精神》

當做功課後，互道再見。 

（第一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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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杜拉克》第一部，將隨第二部以全新

封面再版，兩部同時上市！ 

隆重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