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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榮幸獲再度委任為體院主席，期望於兩年任期內與董事局成員通力合作，繼續推動本地精英體育發展。
體院四項新建體育設施已於 6 月開幕，標誌著重新發展計劃邁進新里程。這次開幕典禮是特區政府 「家是香港」 運動的
亮點項目之一，並承蒙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蒞臨擔任主禮嘉賓和參觀，期間我看到教練和精英運動員用心
介紹各項新設施和進行示範，他們的投入和付出，令我充分感受到體育運動帶給我們的正能量、凝聚力和團結精神，與
「家是香港」 的理念同出一轍。體院是香港精英運動員的家，能夠為他們創建世界級的訓練環境，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重新發展計劃除獲政府撥款 18 億港元資助外，早前亦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逾億元興建一幢多用途精英及教練培訓
中心，對傷殘和青少年運動員及教練培訓發展有著重大意義。我謹代表體院、教練和運動員感謝政府、馬會及社會各界
對計劃的支持，確保本地精英體育能夠持續發展。
過去數月，香港運動員在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不斷傳來好消息，如男子 4×100 米接力隊在亞洲田徑錦標賽及劍擊
運動員張藝馨在世界青少年劍擊錦標賽首奪金牌，均是重大突破，我為他們的成績感到自豪。此外，我很高興七人欖球
於 4 月份成為精英體育項目，加入體院的大家庭。體院現正與香港欖球總會緊密聯繫，全力為運動員提供最完善的支援，
協助他們在國際體壇繼續爭取佳績。另外，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優秀教練選舉及運動燃希望基金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頒
獎典禮分別於 4 月及 5 月舉行，共有逾百名教練和運動員獲得表揚。我在此向所有為香港體壇付出貢獻的教練和運動員表
示由衷的謝意，希望他們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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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欄目，亦有體操總教練潘鏡雄及一些運動員的分享，還報道體院日漸頻繁的交流活動。香港精英體育發展現正
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階段，期望各位繼續支持體院的工作，協助精英運動員在國際體壇再創高峰。
香港體育學院主席
唐家成 JP

主席的話

體院新建設施開幕 提升精英訓練環境

壇焦點

體

體院於 6 月 20 日在火炭總部為四個精英體育項目的新建訓練設施舉行
開幕典禮，承蒙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出席主禮。
新建設施包括賽艇中心及設有壁球場、保齡球中心和武術館的多用途體育館。這些設
施的啟用將為賽艇和保齡球隊提供全新和先進的精英訓練基地，而壁球及武術隊的訓練
設施則會得到擴充和提升，對運動員訓練大有幫助。
開幕典禮不但對四個體育項目的長遠發展有重大意義，亦是體院重新發展計劃的一個
重要里程碑。體院主席唐家成先生 JP 表示，很高興開幕典禮成為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
「家是香港」 運動下，以 「活力香港」 為主題的亮點項目之一。 「家是香港」 運動的目
的是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強社會的凝聚力，推廣關愛、互助和團結精神。
◀壁球場可轉換成雙打及單打場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中）、體院主席唐家成先生 JP（右七）、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
先生 GBS JP（左七）及體育總會代表，在多名教練和運動員陪同下主持切燒豬儀式，慶祝體院四個精英體育項目的新設施開
幕。
提供更先進、更完善的訓練設施，助他們在國
際體壇爭取佳績。」

運動員對新設施讚不絕口
典禮後，眾嘉賓獲安排參觀各項新建設施。
新落成的賽艇中心位於城門河畔，四周環境綠
▲保齡球中心是亞洲區第一個
化，能一站式提供運動員訓練和分析、賽艇存
獲得美國保齡球總會認可的體
放和保養，以及精英訓練的行政辦公地方。賽
育學院保齡球場，內設兩款國
際賽事最常用的球道。
艇運動員鄧超萌說： 「過去我們要與其他人共
用設施，現在能夠在體院內擁有賽艇專用的場
地，令人感到非常雀躍。新的賽艇中心不但讓
我們可在同一個地方貯存和維修賽艇，還可進
行陸上訓練、團隊和教練會議。中心四周環境
◀武術館環境寬
▲新建多用途體育館集壁球、
優美，設施完善，實在是一個理想的訓練基
敞，並設有觀眾
武術和保齡球精英訓練設施於
席，可用作舉行
一體，並與現有室內體育大樓
地。」
比賽。
相連。
集壁球、武術和保齡球精英訓練設施於一體
的多用途體育館，與現有室內體育大樓相連。
壁球場能轉換成雙打場或單打場，為坐落室內
新設施助提升運動員水平
體育大樓的壁球場增添額外的訓練場地；新的壁球場還配備訓練影
像延遲反饋系統供精英訓練之用。香港首席女子壁球手歐詠芝對新
唐主席說： 「隨著這些世界級訓練場地和新設施的啟用，配合體
場地讚不絕口。她說： 「新壁球場環境寬敞，而且設置了延遲反饋
院的運動科研支援，我相信香港精英運動員的水平定會不斷提升，
系統，讓球員即時觀看自己的動作，有助我們改善球姿和技術。」
在國際體壇上獲得更好的成績。」
佔地約 1,500 平方米的武術館不但為精英運動員提供一個寬敞的
此外，唐主席十分感謝促成四項新設施落成的所有單位。他說：
訓練場地，同時亦是一個可容納
100 名觀眾的比賽場館，館內安裝
「體院重新發展計劃順利進行，全賴政府提供的 18 億港元資助，
了巨型屏幕，為觀眾提供比賽資料。武術運動員袁家鎣說： 「新場
以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協調，包括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
館面積較大，既可用作訓練，又可舉行比賽，而且每個角落都裝有
署、建築署、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區議會、體育
鏡子，讓運動員清楚看到自己的動作，從而作出修改。」
總會、體院董事局，以及體院重建計劃督導委員會，我在此向他們
設有 12 條球道的保齡球中心選用了國際賽事最常用的球道，可
表達由衷的謝意。」
切合運動員於面對不同比賽場地而作相應訓練。保齡球運動員胡兆
按照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發展策略，政務司司長林鄭
康表示： 「新的保齡球中心設施齊備，而且環境舒適。除設有訓練
月娥女士表示： 「我很高興見證體院新設施的落成，為精英運動員

影像延遲反饋系統外，中心還配備保齡球移動軌跡追蹤系統，協助
分析保齡球的移動路線，對提升我們的表現大有幫助。」
除了當日開幕的四項新設施外，體院重新發展計劃的新建大樓還
包括去年開幕的 52 米國際標準室內游泳池，以及今年稍後時間啟
用的九層高多用途大樓。整項計劃完成後，體院將可為精英運動員
提供世界級、無障礙及環保的訓練設施，協助他們在國際賽事中追
求卓越成績。

▲新落成的賽艇中心能一站式提供
運動員訓練和分析、賽艇存放和保
養等用途。

▶體院院長李翠莎博士（右一）在
賽艇中心向林鄭月娥女士（右三）
介紹年輕的賽艇運動員。

體院獲馬會撥款 建多用途培訓中心
體院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 1 億 300 萬港元，將舊有的運動員宿
舍改建為一幢多用途精英及教練培訓中心，用作殘障精英運動員、青
少年精英運動員及教練的培訓基地。
香港賽馬會主席施文信先生 SBS JP 於 4 月 20 日的 「香港賽馬會社
群日」 宣布有關消息。馬會自 50 年代初開始，已對本港康體發展投放
了不少資源，其中於 70 年代便將沙田馬場的部分填海土地用作興建體
院，為本地培育精英運動員。連同這次重建項目，馬會自 1977 年
對體院的捐款金額接近 7 億港元，當中包括 1986 年捐出 3 億 5,000 萬
港元作為體院的成立基金。

體院主席唐家成先生 JP 感謝馬會過去 30 多年來對體院的大力支
持。他說： 「馬會在體院發展進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因此
我們很高興能夠得到該會給予支持，在體院設立一所多用途精英及
教練培訓中心。這項計劃是體院重新發展計劃政府撥款資助以外的
新增項目，將提供一所卓越的培訓中心，惠及香港運動員的精英訓
練和教練發展。」
新中心將會成為殘障精英運動員，尤其是輪椅劍擊及硬地滾球選
手，以及青少年精英運動員的培訓基地，同時會設立精英運動教練
部辦公室，提供舉辦教育研討會的場地，藉以訓練和協助各項體育
教練的發展。

香港體育學院 體壇創高峰
願景
按照政府現行政策指引，體院運用本身在精英體育
培訓方面的專業知識，透過提供最先進並以事實為基
礎的精英體育培訓及運動員支援體系，持續爭取世界
級體育佳績，成為地區內精英體育培訓的翹楚。

使命
作為協助政府執行精英體育培訓的機構，體院致力與
政府、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體育總會
合作，提供完善的環境，甄選、培養和發展具體育天賦
的運動員，協助他們追求卓越，在國際體壇爭取佳績。

▲馬會主席施文信先生（左一）於「香港賽馬會社群日」宣布撥款 1 億
300 萬港元予體院。體院主席唐家成先生（左二）及院長李翠莎博士
（右一）與多名精英運動員均出席活動，對該會給予支持表示感謝。

價值
體育運動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對促進國民身分的認
同，以及達致建立健康、具生產力及團結的社會等公共衞
生目標，具有關鍵作用。在下列核心價值下，體院以堅毅
不屈的精神，秉持專業操守，在體育運動方面追求卓越：
．誠信
．過程與結果並重
．持份者共同平等參與
．團隊協作
．廣泛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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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鏡雄 追逐
追逐體操場上
體操場上未完理想
未完理想

練

教與運 動員

體操是力量與技巧的表現，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特別能展現出這項運動的吸引力。曾
經是體操運動員的潘鏡雄教練很理解這項運動的魅力所在，從運動員轉為教練，至今成
為體院體操總教練，雖然身分不同，但仍在追逐體操場上未完的理想—就是提升香港
體操運動員的整體水平，在國際大型運動會突破以往成績。

近年精英運動員屢獲佳績
香港體操隊近年最令人津津樂道的突破，相
信是在潘教練的帶領下，去年有兩名運動員石
偉雄及黃曉盈取得倫敦奧運會參賽資格，而黃
曉盈在平衡木項目自創的 「前空翻轉體 1/2 站
木」 更已獲國際體操聯合會命名為 「黃曉盈上
法」 ，為香港體操發展歷程增添光彩。
潘教練說： 「近幾年，石偉雄和黃曉盈都在
國際賽事中證明了個人實力，而另一主將吳翹
充亦漸趨成熟，在去年的亞洲錦標賽更首次奪
得吊環銅牌，信心大增。此外，一些接班的年
輕運動員，如司徒天德和梅豐在自由體操、雙
槓等多個項目都有不俗表現，女選手吳恩言在
平衡木、陳芷芯在跳馬等項目亦有穩定發揮，
希望年輕運動員能夠承傳現時港隊優秀的成
績，更上一層樓。」

▲潘教練於今年 4 月舉行的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優秀教練選舉頒獎
典禮上，獲頒優秀服務獎，表揚他多年來對香港體操界的貢獻。

美日培訓方式值得借鑒

讓運動員對體操保持新鮮感

談及年輕運動員的選材問題，執教港隊多年
的潘教練感受甚深。他說： 「香港繁忙的生活
模式育成了本地獨有的體操文化，因此要培育
體操運動員，首要任務便是保持他們對體操的
新鮮感，直至他們把訓練成為生活的習慣後，
才為他們度身訂造最能夠發揮個人特點的練習
內容。宏觀各個體操強國的情況，與香港的訓
練模式較為相近的是日本和美國，兩地都有不
少業餘運動員，雖然他們每天練習時數不及中
國和俄羅斯等國家，但卻十分著重訓練內容的
質量，每分每秒都不會浪費，所以在國際比賽
中仍有很好表現，值得香港借鑒。我相信，只
有使用最合適香港環境的選材和培訓的方法，
才能讓本地體操運動持續發展。」

潘教練繼續分享心得說： 「要讓年輕運動員
保持對體操的新鮮感有很多方法，其中一種是
逐步調高動作難度，因為運動員做到新動作後
會獲得很大的滿足感，這份滿足感能夠鼓勵他
們繼續努力學習更高難度的動作。其實體操運
動員無論練習或比賽都是自我挑戰，每次都希
望比上次做得更好、更完美，所以練習體操不
只是鍛煉體能和技巧，還講求磨練心志。我訓
練過很多精英運動員，他們都有一種共同特
質，就是能吃苦。他們會把每個動作練習過千
次，就像把石頭磨成翠玉一般，精雕細琢，直
至達成目標為止，而且他們求勝的意識很強，
能克服體能和技巧上的挑戰，值得新進運動員
學習。」

▲兩年前體操成為精英體育項目，潘教練期望運動員未來繼續努力，爭取更多成績。

一視同仁 亦師亦友
另外，潘教練認為教練在訓練運動員時必須
一視同仁，並要與他們保持亦師亦友的關係，
建立互信和團隊精神。這個培訓理念的效果在
很多國際比賽得以印證，當中令潘教練印象最
深刻的是 2008 年帶隊參加泛太平洋體操錦標
賽，當時石偉雄奪得跳馬金牌，是香港在這項
賽事獲得的首面獎牌，成績備受注目，亦大大
鼓勵了其他隊友努力練習。潘教練憶述當時看
見場館內升起香港區旗，內心很激動，因為他
相信香港運動員有實力在國際體壇發熱發光。
其後在多個國際賽事，陸續有更多香港運動員
延續這佳績，站在頒獎台上。

港體操隊見佳績 獲精英訓練支援

▲潘教練（右一）去年歷史性帶領兩名香港體操運
動員黃曉盈（左二）和石偉雄（右二）及鍾劍教練
（左一）出戰倫敦奧運。

▲黃曉盈在倫敦奧運自創平衡木新動作 「黃曉盈上
法」 ，為香港體操界寫下新一頁。（相片由大公報
提供）

運動員專欄
運動員
專欄

正因體操隊近年的優秀成績，兩年前納入體
院的精英體育項目。潘教練表示： 「體操成為
精英體育項目後，獲得更多精英訓練支援，如
運動科學和醫學服務對提升運動員技術和防治
傷患有很大幫助，希望將來能夠爭取到更大的
訓練場館，為運動員提供更佳的培訓環境。」
教練團隊和運動員都十分珍惜成為 「A 級」
支援精英體育項目的機會，所以未來兩年將全
力以赴，爭取更多成績，讓體操繼續達到精英
項目的指標。潘教練說： 「我們的目標是在現
有的基礎上繼續尋求突破，這是教練團隊的重
大挑戰。然而任何一項競賽項目都充滿變數，
過程需要全隊人員一起克服。另外，體操運動
有它的獨特性，運動員必須從小開始接受訓
練，循序漸進學習不同難度的技巧，這是需要
經年累月才能成就一名出色的運動員。期望今
後政府、體育總會、體院、運動員、家長等繼
續支持，讓香港的體操運動水平繼續提升。」
最後，潘教練藉此向為香港體操付出了努力
和貢獻的教練團隊中的每一名成員，表示衷心
的感謝。

▲石偉雄（中）於 2008 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首奪跳馬金牌，
對港隊有很大的鼓勵作用，令潘教練印象難忘。

▲港隊主將吳翹充（左）於去年 11 月舉行的競技體操亞洲錦
標賽取得突破，勇奪男子吊環銅牌。右為 Sergiy Agafontsev
教練。

港隊在國際賽持續締造佳績，其中有不少表現優秀的年輕運動員已經具實
力在國際體壇贏取金牌，好像羽毛球運動員李晉熙及武術運動員陳卓琳；以
下是他們的分享。

李晉熙

羽毛球運動員

陳卓琳

武術運動員

轉為全職 提升進步空間

朝目標進發 踏上成功路

我喜歡打羽毛球，現時羽毛球訓練已經成為生活的
一部分。回想起來，自小我已經決定做職業運動員，
所以一直朝這個方向努力。由於過去一年取得不俗的
成績，更令我相信當時轉為全職的決定是正確的，因
為有系統的訓練，技術和心理狀態才能快速進步，所
以我十分贊成其他青少年運動員盡早轉為全職運動
員，搶在黃金年齡期接受訓練，獲得更大的發展空
間。
我已經由青少年組轉到成人組作賽，專項亦由男雙
轉為混雙。因為成人組別對手的球路比青少年組別的
▲去年與拍檔伍家朗（右）取得世青男雙冠
對手更加複雜及多變化，速度和力度也比青少年選手 軍，令我十分難忘。
大很多，心理上亦較穩定，所以轉為成人組後我要克
服各式各樣的挑戰。猶幸速度和力量方面，因為從小已經很注重訓練，所以較容易克服，然而
球路變化和技術穩定性則要盡快提升，這樣我才能挑戰更高排名的選手。
現在我已經開始熟悉打混雙的技巧，這段過渡時期令我變得更堅持，明白只有付出更多時間
練習才能達到目標。回想 2010 年因足踝傷患而休養了一段長時間，初時心情低落，幸好得到
朋友、教練和家人的鼓勵，我才能克服逆境重返賽場，更在 2012 年獲得世青男雙冠軍，與拍
檔伍家朗和總教練何一鳴都非常興奮，十分難忘。同年又獲得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 「全年最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獎項，實在感謝家人鼓勵和多位教練的栽培。
我的座右銘是：勝不驕，敗不餒，努力不懈，堅持自己。希望藉此能夠在明年的亞運會拿到
獎牌，有新的突破。

我在 2007 年開始學習武術，自此愛上了這項
傳統運動，專項是太極拳和太極劍。有人說太
極很慢、很悶，是較適合老人家參與的運動。
其實太極雖然緩慢，但每個動作均要求很好的
▲去年在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奪得金牌，讓我更
平衡力、肌肉力量、柔韌度和協調性，而且要
專注練習。
有很高的專注力，比賽時還要不斷思考套路的
要點，十分具挑戰性，很適合我的性格。
我很幸運一直得到教練的無私教導，每當遇到未能領悟的動作，表現停滯不前時，教練都會想
出不同方法引導我突破瓶頸，他又很注重隊員的禮貌和品行，這對提升我的演練水平和個人發展
都有正面的影響。
記得兩年前隨隊到北京集訓時病倒了，得到教練的悉心照料，隊友更每天給我送飯，令我十分
感動。家人亦十分支持我，例如我曾經有弓背的不良姿勢，那時爸爸要我在手腕貼上白膠布及畫
上公仔，提醒自己保持頸部挺直，直至姿勢改善後才准我撕掉。可以說全賴教練、隊友和家人的
支持和鼓勵，才能迎難而上，繼續追逐理想。
去年在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奪得金牌，令我感到非常鼓舞。今年由 B 組升上 A 組賽事，要求
更高的技術和難度動作，而且要面對更強的對手。我會加強訓練體能和技術，準備接下來的比
賽，爭取更佳成績。
我希望自己終有一天能夠成為一名文武雙全的運動員，深信學習過程要主動才能進步，並要朝
著目標努力進發，不斷檢討和改進，必定能夠踏上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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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腰痛與髂腰肌疲勞損傷治療
運動員腰痛與
髂腰肌疲勞損傷治療

體院中醫藥統籌主任許錚錚

動科學

運

腰痛是常見的症狀，主要由疾病（如脊柱發育不良、風濕或婦科、內科疾病）和損傷（脊柱創傷、肌肉損傷或疲勞）引起，
而運動員腰痛主要是因為大運動量訓練引發肌肉損傷或疲勞而產生。
車從上死點到下死點發力，而從下死點到上死點也
能發出力來就是專業運動員的功夫，這個動作需要
髂腰肌的收縮協調。
排球、羽毛球運動員的殺球和網球運動員的發
球，為了獲得更大的擊球速度，人體軀幹會盡力後
伸再做出一個 「折腰」 動作，這時髂腰肌發揮重要
作用。反覆訓練就容易引起髂腰肌疲勞。

運動訓練中背部肌肉發揮作用較大，用力較
多，動作幅度也大，容易發生急性扭傷和勞累
疲勞，而髂腰肌損傷引起的腰痛則較少，易被
忽視。本文就運動員腰痛與髂腰肌疲勞損傷的
表現、診斷和治療做簡單介紹。

髂腰肌功能
髂腰肌處
腰大肌
於人體軸向
髂腰肌
的正中心，
髂肌
平常人髂腰
肌保持一定
的緊張性，
主要作用是
維持人體良
股骨
好的姿勢，
日常活動中
發揮作用不
大，少有疲勞損傷。運動員的情況則不同，如
短跑運動員在跑動時大腿能否快速前擺和高
抬，與髂腰肌收縮的速度和力量有很大關係。
騎行單車時，由於蹬踏作用在 360 度內，最
高端叫上死點，最低端叫下死點。普通人騎單

髂腰肌損傷的表現和診斷
髂腰肌收縮力矩很小，而且幅度不大，因此一般
不會發生嚴重的拉傷，都是疲勞造成肌肉痙攣，不

▲手法治療師為運動員進行前腰肌痙攣的定點壓

會劇烈疼痛。檢查時有彎腰正常，後伸時腰部
疼痛伴有下墜感的表現。平臥時輕輕地從肚臍
兩側向腹後壁觸壓，可以觸及痙攣的腰大肌，
加壓會有明顯脹痛。

髂腰肌引起腰痛的治療
治療師會以定點壓手法治療和牽拉放鬆，為
運動員緩解髂腰肌引起的腰痛：
1. 定點壓手法治療：仰臥平躺，身體自然
放鬆，下肢伸直，雙手四指重疊於腹部柔和地
觸及痙攣的腰大肌，用力不能過猛，以避免腹
肌反射性收縮和強烈刺激內臟引起不適。紓緩
痙攣的腰大肌需要持續點壓 5 至 10 分鐘，點
壓時運動員會有脹痛不適感，因此手法力度以
運動員可以接受的疼痛程度，通常點壓 1 至 2
分鐘後脹痛會緩解，可以加力到先前的痛感程
度再維持用力 1 至 2 分鐘，如此反覆加壓 3 至
4 次。痙攣的腰大肌紓緩放鬆後，張力會恢復
正常，可以觸及腹後壁，腰痛即時得到緩解。
2. 牽拉放鬆：治療師和運動員背靠背，舉
臂過頭手握手，運動員放鬆靠在治療師背上，
治療師彎腰背起運動員牽拉放鬆腰大肌和髂
肌。運動員會有腰部不適感覺，逐漸增加牽拉

平時的腰腹訓練能夠達到一定的髂腰肌訓練效
果，如要特別加強髂腰肌的訓練，可以採用以下方
法：
1. 懸垂舉腿（並腿、分腿）練習：懸垂於單杠、
肋木上，雙腿併攏
或分腿進行上舉，
上舉時腿與上體角
度愈小愈好，保持
上舉的時間盡量
長，練習難度較
大，效果明顯。
2. 仰臥舉腿（並
腿、分腿）練習：
仰臥於體操墊上，
雙腿併攏或分腿
進行上舉，上舉時
腿與上體角度愈小
愈好，容易練習，
需要重複動作多
▲懸垂舉腿練習
次。

▲ ▶ 七 人 欖 球 成 為 體 院 「A
級」 支援精英體育項目，獲提
供額外精英培訓及教練資源。
根據體育委員會最新一期
精英體育資助檢討及決定，
七人欖球於 2013 至 2017 年
度成為體院 「A 級」 支援精
英體育項目，除獲得體院精
英培訓及教練資源外，該體育項目的精英運動員亦可以享用體院的訓練設施、運動
科學、運動醫學及運動員支援等服務。

七欖隊：額外支援助提升水平

七人欖球加入精英體育項目行列

◀主禮嘉賓體院院長李翠莎
博士（後排左三）、運燃基
金創辦人利蘊珍小姐（後排
左六）、港協暨奧委會副會
長余國樑先生 MH JP（後排
左五），以及體記協會副主
席趙燦輝先生（後排右
五），聯同退役運動員趙詠
賢（後排右三）和黃金球
（後排右四），還有保持了
香港跳遠紀錄 27 年的陳家超
（後排左四），祝賀 2013 年
第一季各得獎者。

體院院長李翠莎博士代表年輕運動員向運燃基金表示謝意。她說： 「贊助商這決
定比金錢上的支持有著更深層的意義及鼓勵，代表著公眾對年輕運動員努力成果的
認同，定能推動他們不斷向前，為自己訂立更高目標。」
運燃基金創辦人利蘊珍小姐表示： 「看到年輕運動員在各個本地和國際賽事中獲
得獎項，我感到很興奮。很高興創辦了運燃基金，能讓更多體壇的明日之星發揮他
們所長，向夢想邁進一步。」
第一季頒獎典禮有 13 名運動員獲獎，分別是吳詠瑢和鄧俊文（羽毛球）；張藝
馨和張家朗（劍擊）；陳沛希、蔡宛珊、何嘉寶和
何子樂（壁球）；林依諾、麥子詠和蘇慧音（乒乓
球）；葉澄（網球）；以及田樂堅（田徑－香港弱
智人士體育協會）。
此外，田徑運動員陳銘泰因在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組的男子跳遠項目中，打破陳家超保持了 27 年
的香港紀錄而獲獎，頒獎禮當天更從陳家超手上接
過優異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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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體育記者協會（體記協會）的鼎力支
持，並於 2012 年起獲運燃基金冠名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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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三項鐵人運動選材計劃招募日」 於 7 月 13 日在體院圓滿舉行，
吸引 42 人參加。活動由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主辦，並由體院提供科學測
試，甄選出具備發展潛質的年輕選手，協助他們開展專業三項鐵人訓
練，逐步踏上精英之路。
三項鐵人是奥運會的項目之一，運動員須競逐游泳、單車和跑步三項
運動，對耐力和技術都有極高的要求。當日主辦單位除安排參加者進行
一連串的運動科學、跑步和游泳測試外，還邀請了前奧運選手李致和及
麥素寧到場分享經驗。李致和以過來人的身分說： 「三項鐵人是鍛煉耐
力和磨練鬥志的最佳運動之一，有助發展年輕人的心智體能，而且優秀
的運動員更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參加比賽和訓練營，增廣見聞，汲取課本
上學不到的人生經驗。」 麥素寧則表示： 「希望這次招募活動能吸引更
多年輕選手投身這項運動，逐步成為擁有國際水平的運動員，令香港三
項鐵人運動更加普及，在國際體壇爭取更佳成績。」

髂腰肌力量訓練

支與

體院於 5 月 30 日舉行的 2013 年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第一季頒獎
典禮上宣布，運動燃希望基金（運燃基金）將於未來三年，即 2013
至 15 年，繼續冠名贊助選舉。

三項鐵人運動選材計劃
招募年輕選手踏上精英之路

程度，牽拉 5 至 10 分鐘。

援發展

運動燃希望基金續贊助
運動燃希望基金續贊助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

▶運燃基金於未來三年繼續冠名贊助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選舉，主禮嘉賓一同把去年得獎運動員的圖像嵌入展示
箱中，象徵主辦機構、贊助商和支持機構繼續攜手為
香港體壇的未來出一分力。

與醫學

香港欖球總會教練培訓及運動水平總監戴里斯先生（Dai Rees）表示，該會對七
人欖球成為精英體育項目感到雀躍，並正與體院緊密合作，為男、女子精英隊及青
年軍制定長遠的培訓計劃。他透露： 「8 月份預計有第一批精英隊員轉為全職運動
員。過去他們要兼顧日間的工作，並在早上和晚上騰出時間訓練。轉為全職可讓他
們於訓練後得到充足的休息和更好的恢復，希望能提升比賽表現。」
華將姚錦成是其中一名決定轉為全職的隊員。他表示： 「全職訓練可以令個人技
術和體能提升得更快，另一方面可以跟隊友練習和更長時間的相處，從而增加默
契，打出團隊實力。」 他相信七人欖球成為 「A 級」 支援精英體育項目，能令更多
市民和學校留意和參與這項運動，令欖球在香港更大眾化。
戴里斯先生又指，體院提供的額外資源，將有助香港欖球總會在現有欖球運動的
發展框架上，更完善和集中地進行七人欖球的培訓和運動選材工作，對該項目的持
續發展大有幫助。
香港七人欖球隊現正密鑼緊鼓備戰 8 月底舉行的全國運動會，期望能一舉摘金，
接著將於 9 月至 11 月全力冕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錦標，目標是爭入前兩名位置，
以取得明年七人欖球世界盃的決賽周資格。球隊的中長線目標是明年的亞運會，以
及爭取 2016 年奧運會的參賽資格。戴里斯先生對球隊的前景充滿信心，他表示： 「我們已成
立了一支亞運隊伍，期望在體院加強支援下，能不斷提升和保持球員的狀態，繼上屆取得銀
牌後再下一城，奪金而回。」

另 15 項目續獲 「A 級」 支援

◀▲▶參加者獲安排進
行一連串的運動科學、
跑步和游泳測試。

除七人欖球外，另外 13 個目前享有體院精英體育資助的體育項目，包括田徑、羽毛球、桌
球、單車、劍擊、空手道、賽艇、壁球、游泳、乒乓球、保齡球、滑浪風帆和武術，亦可獲
得 「A 級」 精英體育資助至 2017 年 3 月。
至於體操和三項鐵人兩個目前獲精英體育資助的項目，將繼續獲得 「A 級」 支援至 2015 年
3 月，之後將按有關項目在 2013 至 2014 年間的國際賽表現，檢討它們的精英體育資助地位。
另有 10 個項目包括體育舞蹈、馬術、柔道、草地滾球、攀山、野外定向、滾軸運動、帆
船、滑冰和網球，將獲得體院精英體育資助的 「B 級」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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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運動員為港爭光
運動員
為港爭光
◀香港運動員於 6 月至
7 月期間舉行的仁川
2013 亞 洲 室 內 暨 武 術
運動會凱旋而歸，在桌
球、保齡球、體育舞
蹈、泰拳及游泳五個項
目中取得 3 金 4 銀 10 銅
佳績，當中保齡球運動
員麥卓賢（左一）在男子
個人賽為港勇奪首金，
並夥拍隊友（左二起）曾
柏期、胡兆康和曾德軒
於男子四人隊際賽再奪
一金。游泳隊以 3 銀 7
銅成績成為贏得最多獎
牌的香港隊伍，而桌球
隊則摘下 1 銀 2 銅。
（相片由 abf-online.org
提供）

▲田徑運動員（左起）鄧亦峻、
黎振浩、徐志豪和吳家鋒在 7
月舉行的亞洲田徑錦標賽男子
4×100 米接力賽封王，歷史
性為港取得首面亞洲田徑錦標
賽金牌。

壇點滴

體

▶香港首席女子壁球手歐詠芝
於 5 月舉行的第十七屆亞洲壁
球個人錦標賽女子單打項目取
得突破，摘下個人首項亞洲錦
標；另一港將陳浩鈴亦奪得一
面銅牌。
（資料圖片）

▲劍擊運動員張藝馨於
4 月舉行的世界青少年
劍擊錦標賽女子佩劍（少
年）項目勇奪金牌，創出
港隊歷史佳績。

▲羽毛球運動員周凱華（左）和李晉熙（右）於 4 月舉行的亞洲
羽毛球錦標賽有突破表現，在混合雙打項目勇奪銅牌。
（資料圖片）

▲▶由（左起）管夢圓、姜華珺、李皓晴、吳穎嵐和帖雅娜組成的香港女子乒乓球隊，在 3 月底舉行的世界盃團體賽奪得女子團體銅
牌。姜華珺隨後於 5 月的世界錦標賽夥拍張鈺出戰混合雙打項目，再奪一銅。此外，杜凱和李清韻在 6 月至 7 月舉行的亞洲乒乓球
錦標賽取得女子雙打銅牌的突破成績，並夥拍管夢圓、姜華珺和李皓晴在女子團體賽摘銀。（相片由香港乒乓總會提供）

▲游泳運動員鄧穎欣（左）於 6 月舉行的第六屆亞
洲公開水域游泳錦標賽女子 5 公里賽，勇奪金
牌。

▲▶桌球運動員吳安儀（左）和
余 晶 晶（右）於 4 月 舉 行 的
WLBSA 世界女子錦標賽個人
賽，雙雙奪銅。

優秀教練選舉揭盅 逾百教練獲表揚

▲為慶祝選舉踏入 20 周年，主禮嘉賓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主席傅浩堅教授 MH JP（右三）、體院董事暨優秀教練選舉評審委員會主席林國
基醫生 JP（右一）、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義務秘書長彭冲先生 SBS BBS（左七）及滙豐銀行慈善基金諮詢委員會秘書黃彬
女士（右八），聯同一眾體育界嘉賓及多名歷年獲得最多全年最佳教練殊榮的得主，一同慶賀本港教練培訓認受性愈來愈高。

2012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優秀教練選舉頒獎典禮於 4 月 21 日圓滿舉
行，逾百名本地教練獲頒獎項，表揚他們去年協助香港運動員在國際
賽事取得佳績，以及積極在社區推動運動培訓的貢獻。
典禮上，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主席傅浩堅教授 MH JP 向各位優秀教練致敬。他
說： 「香港運動員在倫敦奧運會及殘疾人奧運會共獲得 13 面獎牌，成績有目共睹。這
不單是運動員付出的努力，亦是教練在背後默默耕耘的成果。」 適逢選舉踏入 20 周
年，他亦藉此機會特別感謝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對香港教練培訓計劃的長期資助，以及
政府和體育總會在教練培訓方面給予的支持。
在選舉五大獎項類別當中，全年最佳教練獎的四名得主為單車教練沈金康（個人項
目高級組）、輪椅劍擊教練王銳基（團體項目高級組）、武術教練黃志光（個人項目
青少年組），以及羽毛球教練何一鳴（團體項目青少年組），而優秀服務獎則由體操
教練潘鏡雄奪得。此
外，欖球教練戴里斯
連續三年榮膺最佳隊
際運動教練，另有逾
百名教練獲頒精英教
練獎和社區優秀教練
獎。
這項年度體壇盛事
由香港教練培訓委員
會主辦，並得到滙豐
銀行慈善基金資助，
是本港唯一嘉許全港
優秀運動教練的選
舉。
▲全年最佳教練獎得主（左起）何一鳴、沈金康、王銳基及黃志光。

◀南澳洲旅遊
及康樂體育部
長李磊先生（左
二）在體院院長
李翠莎博士（左
四）及多名管理
層 成 員 陪 同
下，參觀院內
設施。

體院近年積極拓展精英體
育培訓和研究發展方面的國
際交流機會，包括與內地及
海外同業簽訂多項合作協議
和進行交流活動，以緊貼世
界精英體育發展、運動員培
訓、訓練科學和體育管理的
最新動向。

▲著名中國奧運金牌泳手孫楊於體院
新建 52 米國際標準室內游泳池進行交
流訓練

奧運金牌泳手孫楊到訪
體院重新發展計劃已進入最後階段，多項世界級訓練設施相繼落
成，吸引國內外的體育官員、團體和訪客前來交流和參觀，當中包
括中國奧運金牌泳手孫楊於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到港，期間在體院
新建 52 米國際標準室內游泳池及其他設施作交流訓練，為世界游
泳錦標賽備戰。
另 外 ， 南 澳 洲 旅 遊 及 康 樂 體 育 部 長 李 磊 先 生 （Hon Leon
Bignell MP）亦於 4 月 15 日到訪體院，除與體院管理層會面外，
更獲安排參觀院內設施，了解香港的精英培訓系統。

體院積極拓展國際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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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訂單車科研合作協議
▲頒獎典禮承蒙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左一）蒞臨擔任主禮及頒獎嘉賓
◀執教香港體操隊達
13 年的潘鏡雄教練獲
頒優秀服務獎

香港單車隊近年在國際體壇上大放異彩，包括 2012 年奧運會、
2013 年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和亞洲單車錦標賽。為進一步提升單
車隊的整體實力，達致持續的高水平表現，體院於 3 月 28 日與五
名內地及英國科研專家簽訂單車技術科研合作協議，制定合作框架，以期協
助香港單車隊在往後的大型賽事，如 2013 年全國運動會、2014 年亞運會及
2016 年奧運會，取得更佳的成績。五名內地及英國專家包括來自清華大學的
前摩擦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陳大融教授、機械工程系副主任季林紅教授及
機械工程系汪家道教授，以及寧波大學體育學院副院長陳小平教授和英國倫
敦帝國學院講師盧秉禮博士。

▶欖球教
練戴里斯
連續 3 年
奪得最佳
隊際運動
教練獎

◀體院精英訓練科技總
監蘇志雄博士（右三）
代表體院與五名內地及
英國科研專家，簽訂單
車技術科研合作協議。

體院 2013 至 15 年 董 事 局 成 員
體院已就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期間委任新
一屆董事局成員。唐家成先生 JP 繼續出任為體院主席，而鄧
桂能先生 BBS JP 及李繩宗先生則再次獲委任為副主席。董
事局另有 14 名成員獲再度委任，以及兩名新成員加入。
唐主席向卸任的董事致敬，並歡迎兩名新董事加入。他
說： 「我期望與新董事局成員通力合作，迎接未來的各種挑
戰。體院現正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階段，除了由政府撥
款 18 億港元進行的體院重新發展計劃外，亦正推行 2011 至
15 年整體發展規劃，以確保精英培訓系統能善用計劃完成後
帶來的機遇。香港運動員在倫敦 2012 奧運會及殘疾人奧運
會，以及近年許多世界級的比賽均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在
新任期內，我們將致力保持已有的成績，亦希望能在世界級
賽事中贏取更多獎牌，成為地區內精英體育培訓的翹楚。」

▲體院部分新董事局成員於第一次會議後合照留念：（前排右起）伍穎梅女
士、鄧桂能先生 BBS JP（副主席）、唐家成先生 JP（主席）、利子厚先生 JP、
葉秀華女士 JP、何淑珍女士；（後排右起）黃天祐博士 JP、顧志翔先生、
霍啟剛先生、林國基醫生 JP、林灼欽先生、胡文新先生及麥敬年先生 JP；其
他董事局成員還包括李繩宗先生（副主席）、朱鼎健博士、郭志樑先生 MH、
林大輝議員 SBS JP、倪文玲女士 JP 及鄭錦榮先生 JP。
本特輯資料由香港體育學院提供，未經體院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