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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焦點

主
席
的
話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為生力軍注入正能量
今年最觸動人心的國際體壇盛事，必定是在巴西舉行的里約奧運，看到香港運動員在賽場上全力拼搏、毋懼挑戰的畫
面，都會打從心底裏為他們歡呼喝采，尤其是那些初試啼聲的年輕運動員，令社會人士對他們的未來發展寄予厚望。
為嘉許於里奧有傑出表現的香港運動員，香港體育學院於 10 月 19 日
舉行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頒獎典禮，頒發超過 400 萬港元予
25 名香港奧運精英，當中包括 16 名首次征奧的運動員。

奧運新丁 毋懼世界強者
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取得前十六名的運動員分別獲
頒發 18 萬 8 千港元（個人項目）及 26 萬 3 千港元（團體項目）。體院
主席唐家成先生高度讚揚香港運動員在今屆奧運的出色表現，他說：

特約專輯

「很高興看到很多年輕的香港運動員獲得里約奧運資格，當中有 26
名更是第一次出戰奧運，超過一半更能晉身前十六位。深信只要他
們繼續接受專業訓練，他日定可踏上更多國際賽事的頒獎台。」
頒發獎勵之餘，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先生恭
賀各位運動員和教練再次為香港體壇帶來驕人成績。他表示： 「馬
會一直積極支援香港的精英運動員，包括支持興建香港體育學院，
以及去年推出多個支持運動員 『雙軌發展』 的資助計劃及教練培訓
項目。」

舉世矚目的體壇盛事、
里約 2016 奧運會及殘疾人奧運
會，已先後於 8 月及 9 月圓滿結束。
一如既往，香港運動員在比賽場上展現出無比的鬥志和
體育精神，在多個奧運項目中取得佳績，並在殘奧運中
勇奪六面獎牌。因此，為鼓勵一群努力耕耘、積極進取
的香港運動員，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透過現
金獎勵，嘉許在奧運及殘奧運中獲取非凡成就的港將，
並分別於 10 月 19 日及 11 月 3 日舉行頒獎典禮，有關當
日盛況請參閱 「體壇焦點」 。
體院亦很榮幸於 8 月 29 日接待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到
訪，與香港運動員和體院 「精英運動員友好學校網絡」
的夥伴學校學生交流及分享經驗，令年青一輩獲益良
多，詳情可續見 「體壇焦點」 。
體院與多個團體於 10 月 28 至 29 日合辦 「香港體育學
院國際運動科學研討會 — 贊助人劉鳴煒先生」 ，邀請
了多名海內外學者、專家和醫生，探討最新的運動營養
學應用知識；而 2016 年第二季 「運動燃希望基金傑出青
少年運動員選舉」 頒獎典禮亦已於 9 月順利舉行，以上
詳情均載於 「支援與發展」 一欄。
今期 「運動科學與醫學」 則由體適能教練深入淺出地
介紹耐力運動員兩項最重要的生理指標。
雖然四年一度的奧運會及殘奧運經已落幕，但我深信
運動員在比賽場上所發放的正能量，仍將繼續激勵全香
港市民和年輕一代的運動員。在此，我寄望香港運動員
繼續奮勇求進，無懼挫折，向著既定的目標昂步向前。
香港體育學院主席

唐家成
SBS JP

初生之犢 不一樣的奧運經驗
超越界限戰奧運 — 梁峻榮

同場競技擴視野 — 陳銘泰
奧運的田徑場上難得有港隊代表出戰，
跳遠新星陳銘泰自然成為港人的焦點。
「甫踏進有數以萬計觀眾的田徑場，那
一刻的震撼感覺至今仍歷歷在目！」 陳銘
泰憶述初登奧運大舞台的感受。 「震撼過
後，就感到很奇妙！因為以往只是透過電
視轉播觀看世界級選手的作賽情況，但這
次竟可同場競技，親眼看到他們如何準
備、如何比賽，完全是另一種境界。」 陳
銘泰更把握在選手村碰見高手的機會，請
教心得及經驗，還交換 「面書」 作日後聯
絡。
最初陳銘泰的目標是躋身 2020 年東京
奧運，意料不到在 2016 年的里奧已 「超
標 完 成 」 ， 最 終 以 7.79 米 排 名 第 十 七
位。他當然不會就此滿足，目標是四年
供
提
相片由星島日報
後再一次跳上奧運舞台。

島日報提

供

失利主場贏經驗 — 張家朗
年僅 19 歲的劍擊新星張家朗雖然是奧運新丁，但卻一
鳴驚人，為香港劍壇締造歷史，在男子花劍個人項目取
得第十四名。他同樣感受到不一樣的奧運氣氛，不過坦
言這次是輸給了主場的森巴氣勢。 「在十六強面對東道
主巴西選手，現場觀眾不斷叫囂高呼，我連裁判的指示
也聽不到，之後要改為看他的手勢，令自己在餘下的比
賽難以集中。」
儘管如此，這名初生之犢並沒有被嚇倒。他說： 「雖
然我輸了，但肯定是一次寶貴的經驗！尤其是我從未面
對過這種比賽環境。我有信心日後迎戰國際大賽時，個
人的技術和現場處理會更成熟。」

不速之客考應變 — 盧善琳
曾聽說滑浪風帆運動員在深水水域作賽，
不時會遇上海豚作伴。但在今次里奧，盧善
琳卻遇上 「不速之客」 — 飄浮在海面上、
糾纏帆板的垃圾膠袋。
對此，首次出戰奧運的盧善琳表現出大將
之風，她說： 「比賽期間，因賽場的水流轉
變而導致出現較多飄浮物，這是不可避免
的。每次比賽都有可能遇上突發事件，我們
必須冷靜應對。當被膠袋纏繞的一刻，心感
不妙，但很快想到要運用其他技術把它克
服，以及在下一場賽事追回成績。」
這次突發事件雖然拖低了盧善琳的賽績，
但卻提升了她的應變能力。

相片由體路提供

衷心祝福以上幾名年輕運動員遇強愈強，在四年後的奧運站上頒獎台。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相片由星島日報提供

願景

相片由星

雖然梁峻榮近年在單車世界錦標賽、亞運等大賽已
身經百戰，但初征奧運同樣別有一番經歷。 「畢竟這是
四年一度的奧運，競賽氣氛與其他國際賽截然不同。」
他解釋： 「之前也曾碰過這些對手，但來到奧運場上，
我感到他們的眼神非一般的 『狠』 ，車速非一般的
『快』 。」 他一邊說，一邊回味當日的比賽過程。
說到今屆奧運最難忘的片段，梁峻榮憶述沈金康總教
練在最後一天開賽前的勉勵： 「這是今屆奧運最後一場比
賽，要盡量表現出個人能力，名次已不重要。」 還有黃
金寶教練的提醒： 「不會有輕鬆得來的成績！」 他於是放
下一切精神負擔，全情作賽，最終以第十一名圓滿完成了
個人首次的征奧旅程。

體院於 1994 年推出 「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旨在向於大型運動會獲獎牌的本地運動員提供現金獎勵，
以示鼓勵，並對運動員的努力和貢獻予以表揚及肯定。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此計劃，向在六大運動
會包括奧林匹克運動會、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全國運動會及世界大學
生運動會中表現傑出的香港運動員頒發獎金。

使命

價值

按照政府現行政策指引，體院運用本身在精英

作為協助政府執行精英體育培訓的機構，體

體育運動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對達致建立健康、具生產

．誠信

體育培訓方面的專業知識，透過提供最先進並以

院致力與政府、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力及團結的社會等公共衞生目標，具有關鍵作用。在下列核

．過程與結果並重

事實為基礎的精英體育培訓及運動員支援體系，

委員會及體育總會合作，提供完善的環境，甄

心價值下，體院以堅毅不屈的精神，秉持專業操守，在體育

．持份者共同平等參與

持續爭取世界級體育佳績，成為地區內精英體育

選、培養和發展具體育天賦的運動員，協助他

運動方面追求卓越：

．團隊協作

培訓的翹楚。

們追求卓越，在國際體壇爭取佳績。

．廣泛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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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焦點

殘奧運港將獲嘉許
永不放棄締佳績
緊接奧運舉行的里約 2016 殘疾人奧運會（殘奧運），港隊派出了 24 名選手參
賽，與來自全球的四千多名選手競逐，最終他們凱旋而歸，奪得 2 金 2 銀 2 銅，再一
次證明香港運動員在國際體壇的實力。
香港體育學院再度透過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的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頒發
合共 182 萬港元予 18 名表現優秀的香港殘奧運精英，以表揚他們付出的努力和驕人成績。金、銀、
銅牌得主分別獲得 40 萬、20 萬及 10 萬港元；而團體項目則分別獲頒 56 萬、28 萬及 14 萬港元。同
時，典禮上亦額外頒發現金獎勵予第四至八名的香港運動員，個人項目獎金為 2 萬 5 千港元，團體項
目則為 3 萬 5 千港元。
體院主席唐家成先生表示： 「近年其他國家運動員的水平愈來愈高，香港運動員在這個競爭愈趨
激烈的賽場上仍取得如此佳績，確實令我們感到驕傲。」
香港賽馬會董事楊紹信先生亦指出： 「馬會一直支持香港多方面的體育發展，很高興可以協助香
港殘疾運動員踏上國際舞台，同時加深香港市民對運動員及相關運動項目的認識，除了藉此推廣傷
健共融的信息外，更可宣揚努力不懈的體育精神，為社會發放更多正能量。」

拼搏專注 — 鄧韋樂

堅持追夢 — 梁育榮

鄧韋樂於 S14 級 200 米自由泳決賽中以 1 分 56 秒 32 創出
個人最佳成績，不但為香港勇奪里約殘奧運第一金，更打破
了殘奧運及亞洲紀錄。
「入水後我再沒有想其他事情，只是拼命地游，做好每個
應做的動作。」 他分享致勝之道： 「雖然中途曾經被對手超
越，但我堅持跟上，很高興最終成功 『重奪』 第一！」 對於
今次能夠同時奪金並打破多項紀錄，他和教練也感到喜出望
外。
他形容當時內心雖然很激動，但身體卻極疲累。 「比賽只
是短短的兩分鐘，但消耗了非常多的體力，回休息室後半小
時才能完全恢復。期間收到很多道賀短訊，感到非常鼓舞，
心裏很感謝曾幫助我的人和家人的支持。」

至於已四度出戰殘奧運的梁育榮，相
隔 12 年後在硬地滾球個人賽中重奪金
牌，他娓娓道來有驚無險的經過。
「原定計劃是在雙人賽爭取獎牌，怎
料拍檔和我都患上感冒，最終表現失
準未能出線。幸好得到隊醫悉心照
料，之後病情好轉。不過參加個人小
組賽時仍未完全康復，只好努力撐過
去；直到淘汰賽時終回復狀態，令我
能重新專注賽事，最終獲得理想成
績，這面金牌得來不易！」
他續稱： 「我希望所有人也不要輕
易放棄自己的夢想和目標，只要堅
持，不斷努力，終有一天會成
功。」
這 面 金 牌 不 但 盛 載  12 年 的 堅
持，還體現了永不放棄的體育精
神，難怪從螢光幕上看到多年來沉
實冷靜的梁育榮也表現得如此激
動。

誓不低頭 — 吳玫薈
乒乓球手吳玫薈首次征奧就晉身四強，一場季軍爭奪
戰更上演了港隊 「內訌」 ，她笑說： 「當天與隊友黃家
汶碰頭，雙方實力相當接近，所以過程特別激烈，激戰
途中連束頭髮的髮圈也突然飛脫。」 最終她以 15 比 13、
16 比 14 及 11 比 8 直落三局勝出，奪得個人首面殘奧運
獎牌。
吳玫薈表示，其實私下黃家汶是她的好朋友兼訓練夥
伴，激戰過後，她們互相砥礪，繼續向其他大賽進發。

里約 2016 殘疾人奧運會香港獎牌得主
獎牌
金牌
銀牌

（運動員相片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提供）

銅牌

姓名

項目

梁育榮

硬地滾球 — 混合 BC4 級個人

鄧韋樂

游泳 — 男子 S14 級 200 米自由泳

余翠怡

輪椅劍擊 — 女子 A 級花劍個人

陳蕊莊、吳舒婷、余翠怡

輪椅劍擊 — 女子重劍團體

吳玫薈

乒乓球 — 女子 TT11 級單打

陳蕊莊

輪椅劍擊 — 女子 B 級重劍個人

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訪港
里奧精英 明日之星 體院全接觸
香港市民除了支持本地運動員外，今屆奧運的焦點亦落在中國隊不少精采的賽事上。體院很榮幸於 8 月 28 日，
接待剛戰畢里奧的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到訪，讓數百名新一代香港精英運動員及體院 「精英運動員友好學校網
絡」 的夥伴學校學生，與一眾內地奧運精英近距離接觸，從他們身上汲取寶貴的經驗。
到訪的代表團可謂星光熠熠，包括 22 名內地奧
運選手：劉虹、蘇炳添及王鎮（田徑）；諶龍、林
丹及張楠（羽毛球）；曹緣、陳艾森、劉蕙瑕、任
茜、施廷懋及吳敏霞（跳水）；張夢雪（射擊）；
傅園慧及孫楊（游泳）；劉詩雯及許昕（乒乓
球）；鄧薇、龍清泉、孟蘇平、石智勇及向艷梅
（舉重）。

年輕小將向奧運英雄學習
乒乓球金牌得主劉詩雯及許昕，以及世界頂尖羽
毛球手諶龍、林丹及張楠，首先示範了他們的 「神
▲內地奧運選手許昕
級」 技術，更夥拍多名香港青少年運動員和本地學
（左）與香港青少年
生 「互相切磋」 ，讓這些年輕小將透過這次難能可
乒乓球運動員對戰
貴的機會，在他們心目中的奧運英雄身上學習。
當日化身為林丹 「隊友」 的體院青少年羽毛球運動員呂俊瑋表示： 「我
非常榮幸及高興能夠和林丹成為 『拍檔』 ，並與另一名金牌運動員張楠對
戰，這是畢生難忘的經驗！我希望透過今次交流提升自己的技術，期望日
後能代表香港在國際體壇與強手比拼。」

友善謙卑 勉勵永不放棄精神

中，爭取
在答問環節
生
學
的
學
▲林大輝中 的奧運英雄發問。
中
向他們心目

機會

在答問環節中，在場學生亦紛紛爭取機會向一班世界級運動員提問，了
解他們的奮鬥故事。林大輝中學學生湯泳嵐說： 「能夠與這些傳奇體壇名
將近距離接觸，真的萬分興奮。平常只能透過電視轉播欣賞他們在賽場上
拼搏，今天卻接觸到他們友善的一面。」 他續指： 「雖然他們都是世界最
佳的運動員，但仍然保持謙卑的態度，樂於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實在
非常難得。」
活動結束前，一眾內地奧運精英更在紀念板上寫上鼓勵字句，勉勵香港
運動員及各界人士努力追求夢想、永不放棄。
這次活動由民政事務局、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體院合
辦，並由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協辦。出席活動的主禮嘉賓包括民政事務局
局長劉江華先生 JP 及體院副主席李繩宗先生。李繩宗先生致歡迎辭時感
激代表團在奧運忙碌過後，抽空到訪體院，並衷心感謝內地不同單位在精
英運動培訓方面一直支持體院。

▲內地奧運選手林丹
（左二）及張楠（右
二）與香港青少年運
動員在互動環節中合
作，切磋球技。

◀內地奧運精英在
紀念板上為香港運
動員及社會各界寫
上鼓勵和祝福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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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科學與醫學

耐力運動員的生理指標及訓練強度監控
眾所周知，講求速度的運動經常會以提升運動
員的爆炸力為鍛煉指標。那麼，講求耐力的運動
又有什麼生理指標與運動員的表現息息相關
呢？
對於耐力運動員來說，最重要的兩項生理指標
是 「最大攝氧量」 和 「無氧閾值」 。

最大攝氧量
如果將人類比喻為汽車的話， 「最大攝氧量」
就是摩打的馬力，馬力愈大代表可輸出的功率愈
大，愈有能力進行高強度的運動。運動員可直接
在實驗室進行最大攝氧量的測試（圖一）；亦可
透過 20 米折返跑等場地測試，間接推算出其最
大攝氧量。
最大攝氧量除取決於先天因素外，後天的訓練
也能作一定程度的提升。因此，這項測試除了有
助挑選具潛質運動員外，也可用作監測運動員訓
練的成效和進度。

謝產生能量。在進行無氧代謝時，體內會產生一
種副產品叫 「乳酸」 ，此時身體會有機制去清除
這些乳酸。關鍵在於，當運動強度低於無氧閾值
時，體內 「清除乳酸的速度」 跟 「生產乳酸的速
度」 近乎相等，這樣血乳酸濃度會較為穩定（通
常維持於 4 毫莫耳/升或以下）；相反，當運動
強度高於無氧閾值，身體因未能及時清除大量的
乳酸，導致血乳酸濃度快速提升，令體內進行代
圖一

無氧閾值
跟耐力運動員的表現關連最大的另一指標是
「無氧閾值」 。當進行較低強度的耐力運動時，
我們的身體一般會依賴有氧代謝產生能量；然而
當我們提升運動的強度，身體便會逐漸以無氧代

▲運動員正在實驗室進行最大攝氧量測試

謝的能力減慢，結
果是運動員不得不
減低運動的強度。
由於耐力運動員
需要長時間維持強
度輸出，故此除了
在最後的衝刺時刻
外，運動員會盡量
保持在無氧閾值附
近或以下。
在實驗室內利用
圖二
血乳酸分析儀（圖
二）進行漸增負荷 ▲利用血乳酸分析儀進行漸
增負荷測試
的測試，運動員可
了解個人的無氧閾值。只要通過訓練增強運動員
肌肉用氧及清除乳酸的能力，從而提升其無氧閾
值，他便可長時間維持在一個更高的運動強度。
換言之，在日常訓練中，教練若能有效運用這
兩項指標，為運動員度身訂造一套訓練計劃，同
時定期監控他的訓練強度，最終便可提升耐力運
動員的表現。
舉個例子，一名未經訓練的成年男子最大攝氧
量為 48 毫升/分鐘/公斤體重，無氧閾是最大攝氧
量的 70%，即 34 毫升/分鐘/公斤體重，跑速約 9
公里/小時。經過一連串的耐力訓練後，他的最

香港體育學院體適能教練陳宇欣
大攝氧量提升至 50 毫升/分鐘/公斤體重，而無氧
閾則大幅提升至最大攝氧量的 85%，即 43 毫升/
分鐘/公斤體重，跑速因而亦增至 12 公里/小時。
如果他在受訓後參加 5,000 米賽跑的話，他的成
績便有可能提升約 8 分鐘之多。
不過，由於實驗室儀器較為昂貴及不便於攜
帶，運動員未必能夠經常以攝氧量或血乳酸作強
度監控指標。因此，我們會同時收集其他易於使
用的指標，例如心率、速度、功率、本體感覺
（RPE）等，並把這些指標與無氧閾值及運動強
度連繫（例子見下表）。教練在日常訓練中便可
使用這些指標為運動員調整訓練計劃，同時監控
運動員的訓練強度。
單車運動員漸增負荷的測試結果例子
無氧閾
攝氧量
（毫升/分鐘/公斤體重）
血乳酸（毫莫耳/升）
心率（次/分鐘）
速度（公里/小時）
功率（瓦）
本體感覺
（1=最輕鬆，10=最辛苦）

最高強度

52

60

4

14

185

200

40

45

250

320

8

10

支援與發展

體院國際運動科學研討會 — 贊助人劉鳴煒先生
探討最新運動營養學發展

一年一度的 「香港體育學院國際運動科學研討會 — 贊助人劉鳴煒先生」 已於 10 月 28 至 29 日在體院舉行，
今年主題為 「運動營養學 — 從科學到實際應用」 ，現場有超過 220 名海外及本地學者、專家、資深業內人
士、教練、運動員及公眾人士出席交流。研討會目的是把以實證為本的運動營養理論，有效地實踐在不同的
運動範疇上。

率先為東京奧運作準備
體院續加強國際合作

▲（左起）三名里約奧運精英運動員陳銘泰、姚潔貞及
江忞懿親臨分享實戰經驗，以實例說明運動營養對運動
表現發揮的重要性。

研討會的分享環節，三名香港奧運
精英姚潔貞、陳銘泰（田徑）及江忞
懿（游泳）亦有出席。當中姚潔貞分
享了一個實戰經驗。她說： 「過往曾
誤以為自己身材較細小，亦不易流
汗，因而毋須補充太多水分。直至有
一段時間經常感到肚餓，於是透過血
液測試監察生理狀況，才發現原來自
己出現脫水徵狀，遂按營養師指示每
日補充最少 2,500 毫升水分，結果飢
餓和易倦的情況獲得改善。」 可見運
動營養是每一名運動員絕不可忽視的
課題。
為期兩天的研討會設有多個專題演
講及工作坊，內容包括不同營養的最

▲體院與日本體育振興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交流，迎接東京奧運的
挑戰。

為提升運動員的競賽表現，體院一直積極與國際同業進行交流學
習，不斷求進。早前（8 月 9 日），體院特別與日本體育振興中心簽
訂合作備忘錄，率先為東京 2020 奧運開展預備工作。
體院早在 2011 年，已與日本體育振興中心轄下的日本國立運動科
學中心建立夥伴關係，至今已舉辦多次研討會及交流計劃等。這次
體院再與該中心簽訂合作協議，不但能強化雙方的合作關係和技術
交流，同時體院更有機會透過日後的交流使用當地的訓練設施和場
地，相信有助香港運動員為下屆奧運作更佳準備。
此外，體院亦於 11 月 7 日與中華台北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簽署合作
備忘錄，加強彼此在精英體育培訓及運動科學的經驗交流，發揮優
勢互補的精神，藉以提升運動員的整體表現，在國際體壇爭取更佳
成績。

▶體院與中華台北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確立夥伴關係，促
進兩地精英培訓交
流。

新攝取量建議、針對不同類型運動員
的實用營養方案、賽前體重控制、加
速復原的營養策略，以及運動營養補
充品的應用等。率先分享的講者
Greg Cox 博士，是澳洲體育委員會轄
下澳洲體育學院運動營養師及運動科
學醫學統籌主任，並為里約 2016 奧運
會澳洲代表隊擔任營養主管。
這次研討會由體院、香港運動醫學
及科學學會、香港營養師協會，以及
香港營養學會共同主辦，今年再度獲
得劉鳴煒先生 BBS JP 冠名贊助，並
獲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中國香港體
適能總會、香港物理治療學會，以及
美國國家體能協會全力支持。

▲多名海內外專家和體育界代表出席今屆研討會，共同探討運動營養學的新趨勢。

運燃基金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煉出堅毅鬥志
運動燃希望基金（運燃基金）傑
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 2016 年第二
季頒獎典禮已於 9 月 19 日假體院
舉行，共有 10 名成績優秀的青少
年運動員獲獎。
當中三項鐵人運動員余承謙，憑
2016 年亞洲三項鐵人錦標賽的銅
牌，第二度榮登傑出青少年運動
員。他回想起於 2015 年首次在北
美集訓和比賽的難忘經歷說： 「當
時正值嚴寒冬季，我整個人像結了
冰一樣，嚴重影響了我的表現。最
後成績當然是未如理想，不過這次
經驗對我來說，絕對是獲益良
多。」 他很欣賞傳奇泳手菲比斯，
因為即使他曾誤入歧途，最終仍能
重回正軌，堅定不移地向目標進
發。余承謙現放眼未來兩年的亞錦
賽，希望能摘下桂冠。他亦會考慮
轉為全職運動員，但目前會先專注
於香港中學文憑試。
網球運動員連詠嘉，與隊友黃海
▲主禮嘉賓體院院長李翠莎博士 BBS（後排左一）、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貝鈞奇先生
琪及王康怡一同於 2016 年世界網
SBS（後排右二）、體記協會主席朱凱勤先生（後排右一）及運燃基金創辦人利蘊珍
球少年盃亞洲/大洋洲組外圍賽決
小姐（後排中），與一眾得獎運動員合照，包括（前排右起）張家朗及吳諾弘（劍
賽大放光芒，在 14 歲或以下女子
擊），連詠嘉、王康怡及黃海琪（網球），余承謙（三項鐵人）及陳佩琦（田徑，前
排左一）；而高澔塱（田徑，前排左二）則獲頒優異證書。另外三位得獎運動員包括
隊際項目封后。連詠嘉的難忘時
李嘉宜及麥子詠（乒乓球）、陳明輝（三項鐵人）。
刻，與余承謙可謂截然不同。當時
是兩年前於廣州舉行的邀請賽，氣
溫十分高，她與拍檔王康怡苦戰逾四小時後，終於擊敗強手。她認為那次是十分寶貴的經驗，並會繼續竭盡所
能，發揮所長，爭取佳績。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由體院主辦，多年來得到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和香
港體育記者協會（體記協會）的鼎力支持，並於 2012 年起得到運燃基金贊助，以季度形式表揚本地 19 歲以
下青少年運動員的傑出運動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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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點滴

運動員為港爭光

過去數月，香港運動員在多個國際比賽交出好成績，獎牌進帳不斷。當中有不少年青運動員，在亞洲及世
界錦標賽均有突出表現。
◀年僅 13 歲的滑浪風帆運
動員麥卓穎，10 月在意大利
舉 行 的 2016 Techno 293
世界錦標賽女子 15 歲以下
組別賽事中力壓各國對手，
成為世界冠軍。

▼第二十四屆亞洲保齡球錦標賽
於 9 月在香港順利舉行，港隊憑
主場之利合共贏得 3 金 1 銀 2 銅。
麥卓賢（右）在男子全能賽封王
後，與胡兆康（左）攜手摘下雙
人賽金牌，之後再加上隊友劉冠
濠（中）捧走三人賽冠軍，盡攬 3
金打破歷屆紀錄。
（相片由香港保齡球總會提供）

▼羽毛球青少年運動員
高城熙（右）及呂樂樂
（左）於 10 月在印尼舉
行的 2016 亞洲青少年錦
標賽鋒芒初露，勇奪 15
歲以下組別混合雙打金
牌。另高城熙經過連場
奮戰後，同時贏得男子
15 歲以下單打銅牌。

▲多次揚威國際桌球壇的
吳安儀於 9 月在阿聯酋舉
行的第一屆亞洲桌球運動
會 ， 以 5:1 擊 敗 印 度 球
手，奪得女子英式 6 個紅
球賽事冠軍。隊友區志偉
亦於男子組同一項目摘
銀；江浡康及盧浩琛則於
男子美式 9 號球隊際賽贏
得銅牌。

▶ 2016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9 月在泰
國曼谷展開，乒乓球女雙組合蘇慧音
（左）及麥子詠（右）於決賽擊敗中
國隊，歷史性為香港奪得金牌。此
外，港隊亦於男、女子團體及女子單
打賽事獲得銅牌。
（相片由香港乒乓總會提供）

▼香港劍擊隊於 2016 年亞洲 23 歲以下劍擊
錦標賽大豐收，共奪得 1 金 2 銀 3 銅。當中男
子花劍隊（左至右）柯俊而、李逸朗、崔浩
然及蔡俊彥，在團體決賽對南韓一役反敗為
勝，為港隊摘下一面金牌。
（相片由香港劍擊總會提供）

▼香港青少年賽艇隊於 10 月在
泰國芭堤雅舉行的 2016 亞洲青
少年賽艇錦標賽勇奪三金，其
中陳至鋒（圖）更成為 「雙料
冠軍」 ，與隊友林新棟在男子
雙人雙槳艇及男子單人雙槳艇
項目取得第一名；另一面金牌
則由男子雙人單槳艇拍檔周義
評及王瑋駿奪得。

◀香港青少年武術隊於第六屆世界青少
年武術錦標賽表現超卓，以 4 金 8 銀 3
銅共 15 面獎牌完成賽事，成績斐然。
四名年輕金牌得主包括賀曦彤（圖，女
子 C 組棍術）、劉子龍（男子 A 組南
刀 ） 、 梁 溢 昇 （ 男 子 B 組 42 式 太 極
劍）及楊子瑩（女子 B 組刀術）。
（相片由香港武術聯會提供）

▲壁球新秀雷曉琳於第二十三
屆亞洲青少年個人錦標賽，輕
取東道主馬來西亞的球手，順
利奪得女子 17 歲以下組別金
牌。
（相片由香港壁球總會提供）

▲香港七人欖球隊於今年的亞洲七人
欖球系列賽所向披靡，先後於香港、
韓國及斯里蘭卡賽站奪冠，以三連勝
姿態取得總冠軍。
（相片由香港欖球總會提供）

胡兆康
當選十大傑青

體院謹此恭賀，並祝願各運動員繼續努力，在未來的大型賽事為港爭光。

西隧公司續支持精英教練工作體驗計劃
教練在發掘及培育運動人才方面，一直擔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見及此，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自 2013 年
開始，一直贊助支持體院的精英教練工作體驗計劃，讓有志發展教練事業、並將於兩年內退役的運動員提供在
職培訓，協助他們轉型為專業教練。
兩年前仍在仁川亞運場上拼搏的金牌得主鄭國輝﹙右圖中﹚，2015
年 3 月開始參與計劃，至今年 4 月正式成為體院滑浪風帆教練。他
坦言參加計劃後，才真正體會到要當一名好教練並不容易，亦學會
用心去做每一件事。
剛於上月，鄭國輝就換上教練身分帶領年僅 13 歲的麥卓穎遠赴意
大利出戰 Techno 293 世界錦標賽，結果凱旋而歸，他感到高興之
餘，亦希望能夠協助港隊培育更多世界冠軍及奧運選手，完成他未
完的夢想。

（相片由香港保齡球總會提供）
保齡球運動員胡兆康剛獲選為 2016 年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他認
為這項榮譽只是一個開始，希望藉此有助推動保齡球運動，並以自身
經歷勉勵青少年及社會各界，宣揚努力不懈、永不放棄的精神。

另一名參與計劃的前精英運動員黃瀚鋒﹙左圖左﹚，去年成
為體院全職壁球教練。他直言剛開始轉執教鞭時不太適應，因
為教練和運動員的性質截然不同，但慢慢從實踐中掌握當教練
的技巧與日常流程，對順利轉型為全職教練大有幫助。他認為
能夠協助運動員在比賽中贏得獎項，給予他莫大的成功感。

精英運動員動靜皆宜
關心社群
◀已停辦多年的 「體
記精英嘉年華」 今年
重返體院舉行，不論
平日是負責採訪的體
育記者，還是受訪的
精英運動員，大家都
派出強大陣容在各項
賽事對壘，打成一
片，氣氛熱鬧。
（相片由香港精英運
動員協會提供）

美國林肯高中學生到訪體院
去年 9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國事訪美期
間，曾到訪華盛頓州塔科馬的林肯高中
（Lincoln High School），不但邀請該校學生日

▲香港乒乓球運動員與到訪學生即場切磋及傳授球技

後到訪中國，還特別送贈了乒乓球
桌給該校，讓該校學生接觸乒乓
球。一年後，林肯高中共 120 名師
生應約前往中國考察 11 天，體院
很榮幸成為他們行程中的首站。
作為香港執行精英體育培訓的機
構，體院於 10 月 8 日接待了遠道
而來的林肯高中考察團。活動當
日，該校各師生分組參觀體院各
項設施之餘，體院還特意安排了
香港乒乓球隊即席獻技，邀請同
學上台 「切磋」 之餘，更即場傳授球
技，令仍屬乒乓初哥的一眾林肯師生非常雀躍。
到訪的師生先後參觀了體院的游泳館、田徑
場、網球場、保齡球館及體能訓練中心等設施，
並從中了解體院在香港精英運動培訓的實際工
作。

▲林肯高中的學
生對擺放於
體院展覽區的香
港精英運動
員展品十分感興
趣

▶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主辦、體院全力支持的
「愛心送暖行動 2016」 於
11 月 20 日順利舉行，多
名精英運動員與義工組成
1,600 人的團隊，前往全
港各區探訪 2,500 戶獨居
長者，關懷弱勢社群。

本特輯資料由香港體育學院提供，未經體院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