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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 請問麥教授在理大任職了多久? 可否簡單介    

         紹你在理大的職銜?

  答: 我在1988年回港任職於當時的香港理工學院

      ，已工作了20年，剛在2008年取得理大的長   

      期服務獎。初時我在賽馬會復康科技中心擔 

      任首席講師，並於1997年升為中心主任及講 

      座教授，其後2005年賽馬會復康中心、醫療 

      化驗學及放射學合拼成新的醫療科技及資訊 

      學系，除出任新學系主任外，2006年兼任協 

      理副校長及大學新四年學制的工作小組主席

      ，最後在2008年9月才出任學務長(Dean of    

      Students)一職。

2 問: 為什麼麥教授在身兼多職的情況下，亦同時 

         願意出任學務長一職?

 

  答: 我的時間不多，工作亦很忙，現在也在調整

      中。但我認為學生的發展應該包括輔學活動

      ( co-curricularactivities ) 和課外活動    

      ( 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 )，而這兩 

      方面不是單靠學校某一個單位可以提供，不 

      論是SAO 的活動還是由學生組織自發的活動

      ，這些都是對學生發展有益，對學生有幫助 

專訪學務長麥福達教授
Interview with Dean of Students, Prof. 
Arthur F. T. Mak, Ph.D.
▓ 溫耀昌(田徑隊)、許匯博(賽艇隊)

     的。正因為這樣，學校需要有一位同事來統 

     視這些活動，這對提供一個培育學生發展的 

     環境是很重要的。我有心擔當這個職務，而 

     且身邊亦有很多同事有這樣的心，一起工作 

     ，因此我接受了學務長一職。

3 問: 你出任學務長後，對於培育理大學生有什麼理 

           想，及對理大學生有什麼期望?

  答: 我認為每個學生有不同的才能，我們應讓大 

      學生有多方面的發展，我們會盡量提供多元 

      化的活動及發展機會給同學，讓他們根據自    

      己的興趣來參與。這些多元化的活動，應該 

      在彼此間有一定的協調，因為每個同學的時 

      間也有限，如果我們能夠在不同的活動上提 

      供多些配合，例如避免同時舉行，方便同學 

      參加，當然同學還是需要取捨。這是我擔任 

      學務長後，希望校方可以在這方面多加注意 

      的事情。

4 問: 學校希望理大學生可以全面發展，因此學生有

          一個名為SPECIAL的計劃，體育教育 (Physical     

          Education) 是其中一環，學務長認為學生應接 

          受怎樣的體育教育才能幫助他們有全面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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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學校的SPECIAL 提供不同的資源，令同學知   

      道自己能夠參加多些課外活動(如校隊)，這 

      個平台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需要，然後參與 

      活動，透過活動發展自己及之後作自我評估

      。學校提供資料及活動給他們參與，給同學 

      自我提升的機會，包括在體育教育方面的提升。

5 問: 你對理大運動員的印象是怎樣?

　答: 以我所知，理大的運動員運動成績很好，差 

      點兒還能贏得大專男子總冠軍，因此我對他 

      們的印象非常正面，學校亦很支持他們在運 

      動上發展。

　問: 香港將於今年12 月初舉辦東亞運動會，估計 

          將會有理大的精英運動員入選，請問校方在那 

          方面會怎樣配合以支持他們參賽?

　答: 過往在多哈亞運會給我們一個好經驗，今次 

      校方提供的支持應該不會少過上一次。相信   

      各學院都會配合學生的需要，如有需要延遲 

      學業，或是考試另行安排等，可以做到的事情 

       學校一定會做，這不是“missionimpossible”。    

      除了比賽的運動員，還有自願去做helper的 

      學生，學校都會有配合，但這些配合要一早 

      計劃好，要知道時間，如能在暑假之前詳細 

      知道他們的需要，大學便能更有效地配合。

6 問: 在資源上，學校能否提供更多支援，進一步 

         提升校隊的水平?

　答: 資源上，例如場地方面，可能由於學校要興 

      建新的創新樓（InnovationTower)而影響了 

      部份校隊練習，但這影響只是暫時的。雖然 

      理工大學校園空間有限，很難擴建；但只要 

      有可行的建議，學校仍會積極考慮你們的意 

      見。可能校隊間也需要釐定優先次序，選出 

      重點項目及需要加設的設施，而校方在有限 

      的空間下會盡量提供可行的支援。

7 問: 可否給一些勉勵說話?

　答: 我認為體育運動在社會上得到越來越多關注 

      和尊重，在校園也是，學校有不同的機會將 

      體育精神推介給學生，我們應該要發揚理大 

      校隊的精神──「肯付出就會有成果」，將 

      校隊作為榜樣給全校同學知道，惠及所有同 

      學。《理大隊訊》有機會應該訪問校隊的隊    

      員，讓他們分享奮鬥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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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學生運動員發展計劃 
Student-Athletes Development Scheme

Master pf Ceremony in Annual Prize Presentation

Team Performance in Info Day

Oath Ceremony in Orientation Night

Team Performance in Info Day



      In line with the PolyU mission of nurturing all round students, we have 

started to launch the Student-Athletes Development Scheme since 2004. Apart 

from training our student-athletes (who are members of various PolyU Sports 

Teams) in their respective sports fields, our PE Professionals also care about 

their academic progression and all round development. Through a number of 

tailor-made programmes (such as Sports Leaders Training Camp, Orientation 

Camp, Workshops on MBTI, Time Management, Team Building etc.), most 

of our student-athletes are able to cope with their academic programmes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their all round attributes. Moreover, we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athletes to polish their all round attributes 

through services in the PolyU Community via our establishment of the PolyU 

Sports Team Working Group.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University, our 

student-athletes do have chance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 through a number 

of training camps, exchange programmes and national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outside Hong Kong.

Oath Ceremony in Orientation Night

Team Performance in Info Day Sports Leaders' Camp

Dr. Patrick CHAN 
Section Head

(Physical Education)
Student Affairs Office, PolyU



     颱風，為大家帶來不一樣的經歷。今年理大運動代表隊的領袖

訓練營比以往少了一天。颱風的來臨，令訓練營在逼不得已的情況

下提早結束。雖然我們無懼風雨，但校方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決

定讓我們在第二晚離開。雖然沒有了第三天的挑戰，但一個個比身

體還要大的背囊，增加了回程的難度。從西貢於晚上拖著兩個身驅

自行返回市區，別有一番感受。

    縱然只得兩天的營地生活，但面對的挑戰仍很多，當中最刺激

莫過於紮木伐。每組都要依照導師的方法，把一些膠筒和膠管系在

一起，然後再乘坐自己的製成品航行。這不但考驗到大家的合作性

和聆聽指導時的留心程度，對一些不熟水性的運動員來說，更是膽

量的挑戰。但克服恐懼，勇於接受高難道挑戰，絕對是理大運動員

擁有的精神。因此，大家都順利完成任務。

    在短短的兩日裡，接受了不同的挑戰，享受當中的過程，從而

訓練出我們的領導才能及合作性。大家的團結，在這48小時裡完全

感受到。用膳前的隊呼及用膳後整齊的餐具，都深深印在腦海裡。

這些自發的行為彷彿成為任務的一部份，亦充分表現出理大運動代

表隊是一個大家庭。

    行程減少了，並沒有減少我們箇中的得著。相反，這令大家有

另一番體會。這更見證了理大校隊絕對是「不一樣的校隊」。

運動員領袖訓練營
Sports Leader Training Camp

▓ 蔡君娟 (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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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學的校隊是「不一樣的校隊」，而「

運動代表隊工作小組」確實使校隊「不一樣」的元素

之一。每一年『工作小組』都會為運動隊籌辦大大小

小不同的活動，由學期初的迎新活動，理大資訊日，

以至周年頒獎典禮。當中組員會透過籌辦這些活動，

而獲得到各方面的經驗（例如活動設計，時間管理，

人手分配，領導材能等等……）

    其實工作小組最有趣的地方是除卻組員之外，同

時亦有兩個身份，一是理大學生，其次大家都是一個

運動員。在工作小組裹大家可以好好運用大家課堂上

學到的知識，如設計系的同學協助影片及剪片設計，

物流系的同學協助管理物資等。甚至有興趣攝影的同

學可以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活動裹一嘗做攝影師的滋味

。而工作小組確實是一個讓大家發展各自學科，運動

以外的一個好地方。

    吸取前幾屆工作小組的經驗，今年工作小組成員

亦努力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目標希望工作小組會

做得一年比一年好。本人希望各組員投入社會工作後

，會為曾經以工作小組成員為這支理工大學「不一樣

的校隊」服務，而引以為傲。

運動代表隊工作小組
Sports Team Working Group
▓ 蘇柏曦 (壁球隊)

Wun Yiu Cheong (Vice-Chariman),    So Pak Hei (Chairman),
Kwan Hei Yan (Vice-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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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代表隊迎新晚會
Sports Team Orientation Night

▓ 溫耀昌 (田徑隊)

▲Sharing by Swimming Team,
    Yan Ho Chun

▲Sharing by Fencing Team,
    Ma Weng Hong

▼Sharing by Alumnus,    
   Mak Kar Yan

▼Sharing by Basketball Team,
    Tsoi Ching



    運動代表隊迎新晚會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於香港理工大學的邵逸夫體育館順利舉行。是

次活動主要由體育組老師及運動代表隊工作小組成員籌辦。當日很榮幸能夠邀請新任學務長麥福達

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及致開幕辭，為迎新晚會揭開序幕。

    活動開始先由四位不同背景的校隊隊員麥嘉欣、殷浩俊、馬泓康及蔡青分享他們加入了理大校

隊後的體驗和感受。接著，便頒發證書于各隊客席教練及助教，以表揚他們對各校隊的支持及教導 

。頒發證書後，由本屆校隊工作小組主席蘇栢犧及兩位副主席關晞恩和溫耀昌帶領全體校隊隊員進

行誓師儀式，希望各校隊隊員於來年各大專比賽上盡力，為大家共同的目標付出和奮鬥。

    活動的高潮當然離不開不同項目之運動代表隊的表演 

，透過精彩的表演，各運動隊隊員除了發揮了互相合作和

團結精神外，還對其他校隊成員加深了認識，令大家打成

一片，增進彼此友誼。相信理大運動代表隊必定竭盡所能 

，為理大爭取更佳成績。

▼Sharing by Basketball Team,
    Tsoi Ching



再接再厲，來年直指冠軍！
Keep fighting till we capture the 
Champion! 

    我們大約有一百五十多名運動健兒帶

著耿耿於懷的心情，出席於本校賽馬會綜

藝館舉行的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大專

周年頒獎禮。

    今年理大亦可算是豐收的一年，在男

女子所有項目中，一共奪得八個冠軍、五

個亞軍、七個季軍及五個殿軍，並分別得

到男女子全場總亞軍，成績比去年更佳。

當大會宣佈獎項後，各隊員在學生事務總

監馮陳敏慈女士及各教練帶領下，浩浩蕩

蕩上台接受此獎項。雖然我們失落全場總

冠軍，但是這給各隊員更大的動力和決心

在來年的大專賽事中，表現要更勝今年，

誓要奪取來年的大專冠軍！

    縱使理大未能奪取本年度的大專團體

冠軍，但理大共有九名運動員獲最有價值

運動員殊榮，獲獎人數冠絕其他大專院校

。此外，最令人興奮的是協助壁球隊取得

驕人成績的歐詠芝同學更當選全年最佳女

子運動員。

香港大專體育協會周年頒獎典禮  
Annual Prize Presen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Women’s Overall 1st runner-up 大專女子團體亞軍      

Men’s Overall 1st runner-up大專男子團體亞軍

   150 of our athletes came mirthlessly to the 
USFHK Annual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2008-2009 at the Jockey Club Auditorium 
of the PolyU. PolyU Sports Teams had won 
eight Champion, five 1st runner-up, seven 2nd 
runner-up and five 3rd runner-up. Moreover, 
PolyU was awarded men and women Overall 
1st Runner-up.Despite our failure on capturing 
the champion this year, there were 9 PolyU 
athletes honored the Most Valuable Player 
which w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MVP Awards 
among all USFHK member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the most exciting moment came 
when Miss Au Wing Chi, Annie, who helped 
the squash team achieve incredible results, 
was selected as the “Sportswoman of the 
Year”. 

Coaches and MVPs

Director of Students Affair and Sportswoman 
of the Year, Au Wing Chi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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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比賽項目

Men
男子

Women
女子

USFHK Most Valuable Player
大專最有價值運動員

Fencing
劍擊

Champion
冠軍

Champion
冠軍

Chow Chun Hei Desmond 周晙熙 (男)
Yeung Hiu Ching 楊曉澄 (女)

Handball
手球

Champion
冠軍

Champion
冠軍

Ip Shi Yan 葉仕仁 (男)
Lai Mei Yu 賴美如 (女)

Squash
壁球

1st runner-up
亞軍

Champion
冠軍

Chiu Ka Kei 趙家琦 (女)

Soccer
足球

1st runner-up
亞軍

Champion
冠軍

Chun Ching Hang 秦正行 (女)

Volleyball
排球

Champion
冠軍

1st runner-up
亞軍

Wong Chun Wai 黃俊偉 (男)

Taekwondo
跆拳道

Champion
冠軍

2nd runner-up
季軍

Leung Wai Yip 梁煒燁 (男)

Basketball
籃球

1st runner-up
亞軍

2nd runner-up
季軍

Swimming
游泳 

1st runner-up
亞軍

3rd runner-up
殿軍

Cheung Ho Yi 章可兒 (女)

Cross 
country
越野

2nd runner-up
季軍

3rd runner-up
殿軍

Track and 
Field
田徑

3rd runner-up
殿軍

2nd runner-up
季軍

Woodball
活木球

2nd runner-up
季軍

3rd runner-up
殿軍

Table 
Tennis
乒乓球

6th Position
第六名

2nd runner-up
季軍

Badminton
羽毛球

3rd runner-up
殿軍

6th Position
第六名

Rugby
欖球

2nd runner-up
季軍

得獎名單

13



    2008-2009 年度的運動代表隊周年頒獎典禮

於四月廿六日假邵逸夫體育館舉行，當晚由副校

長汪國成教授主禮，亦得到多位學校高層及一眾

名譽頒隊出席支持，運動員人數亦多達四百人，

而部份得獎同學的家長亦有到場參予。這次頒獎

禮的特色是除了頒發所有從大專比賽得到的獎項

外，亦頒發多個理大校內的運動及學術成績獎，

包括理大最佳運動員及蘇超邦運動獎學金、張鑑

泉紀念獎學金，香港專上學院獎學金，優異學

業成績獎 (PolyU athletes: Sem. GPA >3.5; 

HKCC athletes: Sem. GPA > 3.7) 及卓越學業

成績獎 (overall GPA > 3.5)，其中得到學業成

績獎人數達二十四人。 

   排球隊的黃冠邦同學及劍擊隊的盧盼盼

同學，分別得到理大運動員最高榮譽的理大

最佳運動員及蘇超邦運動獎學金。亞邦特別 

感謝一眾對他栽培有加的教練，助教及隊友 

，令他在出任排球隊隊長一職時候學到成為領袖

的必要條件，亦使他在比賽中更明白到「尊重」

的重要性，包括尊重對手在內的一位運動員。而

當盼盼知道自己能在多位出色的運動員中脫穎而

出，更深感自己過去的努力被受肯定，使她在畢

業後走上人生的另一階段的時候更具信心。

    整個頒獎禮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行，除了

頒獎、致詞外，還有遊戲、抽獎及自助餐的環

理大運動代表隊周年頒獎典禮 
Annual Prize Presentation of PolyU Sports Team

節。最後在今年的工作小組主席蘇柏曦同學的

真情分享後完美落幕。令一眾參加者對今年盛

會再三回味。

教練感想

     我們是巴士(We are Coach)

    理大運動隊制服最大的特色就是校徽，校

名隨處可見，不論衣服的前後，衭子的前後，

都叫人一眼看出是理大的運動員。好處就是在

任何地方遺失了，都可以送回理大！在教練服

裝的衣背上也大大的印著Coach一字，使我們

常常戲稱自己是巴士司機。我們是巴士或是客

車這句話其實是有根據的，英文Coach一字的

由來的確是指「教練」的功能，要將一班未經

啄磨的學員訓練成一班擁有特殊技巧的隊工，

像一輛客車將乘客由出發點載至目的地。其實

中文亦有相類的詞語，就是佛家常說的「渡」

字，只不過西方是以車載，東方就以舟乘吧！

在運動代表隊周年頒獎禮中，我們不單祝賀一

班在運動，以致學業成績有出色表現的運動

員，亦在典禮中頒發了金牌教練/領隊及優秀

教練的獎項，以肯定各位教練與領隊在栽培隊

員運動成績的貢獻。但無論得獎予否，我們都

相信一眾的教練都願意成為一輛巴士或一葉輕

舟，將學生載到更高更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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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U Best Athlete of the Year  
理大最佳運動員
 Volleyball 
 Fencing 

 排球 (男)

 劍擊 (女)

 Wong Kwun Pong
 Lo Pan Pan

 黃冠邦

 盧盼盼

PolyU Outstanding Athlete of the Year 
理大傑出運動員
 Athletics 
 Athletics 
 Athletics 
 Badminton 
 Badminton 
 Basketball 
 Basketball 
 Fencing 
 Fencing 
 Handball 
 Handball 
 Rowing 
 Rowing 
 Rugby 
 Soccer 
 Soccer 
 Squash 
 Squash 
 Swimming 
 Swimming 
 Table Tennis
 Table Tennis 
 Taekwondo 
 Taekwondo 
 Tennis 
 Tennis 
 Woodball 
 Woodball 
 Volleyball 
 Volleyball 

 田徑 (男)
 田徑 (男)
 田徑 (女)
 羽毛球 (男)
 羽毛球 (女)
 籃球 (男)
 籃球 (女)
 劍擊 (男)
 劍擊 (女)
 手球 (男)
 手球 (女)
 賽艇 (男)
 賽艇 (女)
 欖球 (男)
 足球 (男)
 足球 (女)
 壁球 (男)
 壁球 (女)
 游泳 (男)
 游泳 (女)
 乒乓球 (男)
 乒乓球 (女)
 跆拳道 (男)
 跆拳道 (女)
 網球 (男)
 網球 (女)
 活木球 (男)
 活木球 (女)
 排球 (男)
 排球 (女)

 Wun Yiu Cheong 
 Wong Cheuk Bun 
 Lau Wing Sze
 Lin Chak Lam
 Ko Ming Kei
 Ng Ka Ki
 Chung Pik Yue
 Chan Long Hin Constant
 Lui Elizabethe
 Tin Sin Han
 Tang Tsz Ying
 Chau Chi Yin
 Ma King Ka
 La i Yiu Pang
 Chan Kin On
 Kong Sin Ying
 So Pak Hei
 Chiu Ka Kei
 Tsai Chun Yue
 Chan Wing Yan
 Ho Kwan Ming
 Chan Suet Yan
 Cheung Pak Hin
 Ng Tung Wai
 Cheung Pak Ho
 Lai Wai Ying
 Lee Siu To
 Au Ka Man
 Wong Chun Wai
 Chan Hiu Ching

 溫耀昌
 黃焯彬
 劉詠詩
 連澤霖
 高鳴娸
 吳家麒
 鍾碧瑜
 陳朗軒
 呂靜妍姸
 田善銜
 鄧紫瀅
 周志賢
 馬景珈
 黎耀鵬
 陳健安
 江倩瑩
 蘇栢曦
 趙家琦
 蔡振宇
 陳詠恩
 何君銘
 陳雪欣
 張柏軒
 吳冬偉
 張伯豪
 賴瑋瑩
 李肇燾
 歐家雯
 黃俊偉
 陳曉菁

PolyU Best Athlete of the Year,  
Lo Pan Pan and Wong Kwun Pong

PolyU Outstanding Athlete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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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ion Team Manager Award 
金牌領隊

Fencing 
Fencing 
Handball 
Handball 
Soccer 
Squash 
Taekwondo 
Taekwondo 
Volleyball 
Volleyball 

劍擊 (男及女)
劍擊 (男及女)
手球 (男及女)
手球 (女)
足球 (女)
壁球 (女)
跆拳道 (男)
跆拳道 (男)
排球 (男)
排球 (男)

Prof. Alex Wai
Mr Reddy Mok
Dr. Alan Urmston
Mr Nelson Lam
Prof. Edwin Cheng
Dr. Simon Leung
Prof. Kaye Chon
Mr Alex Tsang
Prof. Keith Chan
Mr Adrian Liu

衛炳江教授
莫翠明先生
-
林國棠先生
鄭大昭教授
梁德榮博士
田桂成教授
曾道強先生
陳振冲教授
廖允瑒先生

Champion Team Coach Award 
金牌教練

Fencing 
Handball
Handball 
Soccer 
Squash 
Taekwondo 
Volleyball 

劍擊 (男及女)

手球 (男)

手球 (女)

足球 (女)

壁球 (女)

跆拳道 (男)

排球 (男)

Mr Cheng Chi Hung
Mr Nelson Lam
Mr Lee Cheuk Ho
Mr Alex Tsang
Dr. Robert Ng
Mr Sunny So
Mr Chan Kin Tat

鄭智雄先生

林國棠先生

李卓豪先生

曾道強先生

吳兆權博士

蘇承禮先生

陳建達先生

Outstanding Coach Award 
優秀教練

Handball 
Squash
Swimming & Volleyball
Table Tennis
Taekwondo

手球

壁球

游泳及排球

乒乓球

跆拳道

Mr Nelson Lam
Dr. Robert Ng
Mr Adrian Liu
Mr. Ku Tin Wai
Mr Sunny So

林國棠先生

吳兆權博士

廖允瑒先生

顧天偉先生

蘇承禮先生

Stephen Kam Chuen Cheong Memorial Scholarship 
張鑑泉紀念獎學金

Athletics 
Basketball 
Handball 
Handball 
Handball 
Squash 
Volleyball 
Volleyball 

田徑 (女)

籃球 (男)

手球 (女)

手球 (男)

手球 (男)

壁球 (男)

排球 (男)

排球 (男)

Loh Mei Sze
Au-Yeung Wai Kong
Chung Ka Yu
Ip Shi Yan
Wong Ka Yu
So Pak Hei
Wong Ka Wai
Wong Kwun Pong

羅美思

歐陽維江

鍾嘉裕

葉仕仁

黃嘉愉

蘇栢曦

黃家威

黃冠邦

USFHK Sportswoman of the Year

Outstanding CoachesUSFHK MVPs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Outstanding Co-curricular Achievement Scholarship    
香港專上學院傑出全人發展獎學金
Athletics 

Athletics 

Handball 

Rowing 

Taekwondo 

田徑 (女)

田徑 (女)

手球 (男)

賽艇 (男)

跆拳道 (男)

Li Yim Ching

Ng Ka Yung

Liu Nga Yin

Tsang Kwok Chit

Ng Chun Ning

李艷靜

吳嘉勇

廖雅賢

曾國捷

吳振寧

The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     
優異學業成績獎
Athletics & Soccer

Athletics

Basketball

Basketball & Soccer 

Soccer 

Squash 

Swimming 

Swimming 

Swimming 

Swimming 

Table Tennis 

Table Tennis 

Taekwondo

Tennis

Tennis 

Volleyball

Rugby 

Woodball 

Woodball 

Woodball 

田徑及足球 (女)

田徑 (女)

籃球 (女)

籃球及足球 (女)

足球 (女)

壁球 (男)

游泳 (女)

游泳 (男)

游泳 (女)

游泳 (女)

乒乓球 (男)

乒乓球 (男)

跆拳道 (男)

網球 (女)

網球 (男)

排球 (女)

欖球 (男)

活木球 (男)

活木球 (女)

活木球 (女)

Ng Ping Ping

Mok Yuen Ling

Au Hiu Man

Angelica Catalan

Ma Tze Ching Pat

Yim Tat Hing

Chan Wing Yan

Chan Chi Ming

Cheung Ho Yi

Ng Suet Yi Michelle

Lam Lai Chun

Chan Chung Pui

Ng Chun Yin

Zhang Lanruo

Ip Man Chun

Choi Sze Man

Yau Yat Lung Nigel

Ho Wing Kuen

Tang Kiu Wan

Yau Pui Yi

吳萍萍

莫婉玲

歐曉旻

蒽妮

馬芷菁

嚴溢興

陳詠恩

陳志銘

章可兒

吳雪怡

藍禮俊

陳琮棓

伍晉賢

張蘭若

葉文俊

蔡詩敏

邱日隆

何永權

鄧喬尹

尤珮怡

The Most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 
卓越學業成績獎
Athletics 

Badminton

Handball (W)

Rowing 

田徑 (男)

羽毛球 (女)

手球 (女)

賽艇 (男)

Wang Ke

Tang Oi Yin

Mak Man Wa

Man Chun Sing

王可

鄧皚妍

文振陞

麥敏華

USFHK Sportswoman of the Year

Outstanding Coach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sScholarship Award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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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擊隊
Fencing Team
▓  陳朗軒

    08-09 年度的理大劍擊隊可謂戰績彪炳。乘著去

年凌厲的氣勢，今年各隊員再下一城！ 讓我們從 08

年十一月開始回顧理大劍擊隊如何實現理想和超越自

我吧！

    第十四屆全國大學生擊劍錦標賽(2008年11月10日-16

日)為了在零九年二月舉行的大專盃作最好的準備，香

港理工大學劍擊隊再次參加本年度在珠海舉行的第十

四屆全國大學生擊劍錦標賽，為顯出理大積極備戰的

態度，還有對劍擊隊的大力支持，領隊及教練決定破

天荒大增參賽運動員數目。由去年的四男四女增至七

男八女，誓要與國內各大專院校一爭長短，再創佳績。

    是次比賽在珠海中山大學舉行，我們七男八女分

別參加男子花劍(甲組)個人及團體賽、男子重劍 (甲

組)個人賽、女子花劍(甲組)個人及團體賽、女子佩

劍(甲組個人賽、丙組個人及團體賽)。 

    11月10日至14日是個人項目的比賽，各隊員也發

揮了應有的水準。在甲組男子花劍，新血趙恩澤及陳

朗軒均不負眾望，趙恩澤更成功打敗眾多選手並取得

冠軍。在丙組女子佩劍，面對擁有奧運選手譚雪般實

力的運動員，劉曦雯遇強愈強，取得季軍的驕人成績

。同樣，於丙組女子重劍，楊曉澄亦取得季軍，實在

令人可喜。

    在2月15-16日的團體賽中，理大亦同樣表現出色

，在女子重、佩兩項中皆取得季軍，而女子花劍則獲

殿軍。而在甲組男子花劍理大更是大突破，由去年季

軍躍升至冠軍。 

    比賽成績固然令人滿意，但更重要的卻是理大的

奮鬥精神以及不輕言放棄的鬥志，隊員們於是次比賽

中深深體會到團隊精神的重要，在領先時沒有鬆懈，

在落後時亦不會氣餒，這既是理大獲獎的原因，亦為

大專盃所注下的強心針。

2008-2009大專盃 (2009年2月21-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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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突破自我沒錯，08-09 年度的大專盃是

我們最有機會爭取最佳成績的一年。

    由於今年是男子佩劍的主力周俊熙同學最後代表

理大的一年。同時，男子花劍吸納了新血陳朗軒及趙

恩澤同學, 有望打破城大壟斷的局面。所以，我們很

珍惜這關鍵的一年，期望奪下男子團體總冠軍和全場

總冠軍，才能不讓教練及領隊的心血白費，才能為所

付出的努力作一交待。

    我們終於做到了。今年的比賽可謂驚險萬分，多

番出現了只贏一分的賽果。在男子佩劍總決賽中主力

周俊熙同學在39-44的劣勢下保持著良好的心理素質

，成功連取六分以45-44險勝死敵城大衛冕男佩冠軍。

    在男子花劍的比賽中，險況更二度上演，在半總

決賽理大亦以45—44擊敗專教院並晉級總決賽。我們

再次碰上城大，彼此以互取一分的戰況激戰至38—38

，要加時一分鐘定勝負。陳朗軒同學成功壓制對手並

以一分之微助理大再次擊敗城大，首次奪得了男花冠

軍而令人興奮異常。

    在女子重劍及佩劍的比賽中，理大皆取得冠軍。其

中以女子重劍戰況最為精彩，面對強敵中大，理大也發

揮了頑強的實力和求勝意志。最後以45一42蟬聯女重冠

軍，而女子花劍亦取得了殿軍的不俗成績。

    最後我們以四冠一殿的佳績奪得了全場總冠軍。

    PolyU’s fencing team has been a strong team 

since established in 2003. We have been capturing 

the overall champion in USFHK fencing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for 2 consecutive years; and this year is 

our third win in a row with many breakthroughs. 

      This year, our men’s team has captured champions 

not only in sabre team, but also in foil team. The 

champion of foil team is one of the breakthroughs that 

we have made since CityU has a strong men’s foil 

team and had won the champion for 2 consecutive 

years. With new members Chan Long Hin (Constant) 

and Chiu Yan Chat (Anka), we strived for our best and 

finally defeated CityU and captured the champion.

      Our women’s team also performed very well. After 

the admission of two elite fencers (Lau Hei Man and 

Lau Hiu Man) from Hong Kong Fencing Team both are 

elite fencers in, our women’s team has become even 

stronger. We captured champion in both women’s 

sabre and epee team events, and fourth place in foil 

team competition.

      With these outstanding results, we achieved 

the overall champion with pride and glory. In the 

meantime, we hope that we can carry on this superb 

result to next year’s USFHK fenc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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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手球隊，不論男子隊或女子隊，在大專手球

當中一向都是較具實力的，可惜往往在關鍵時刻失準

，以致飲恨於大專賽。球隊於去年失落於大專賽後，

痛定思痛，為了提升實力，球隊更於暑假到台灣參加

了兩岸四地手球邀請賽，使各隊員的實力和默契均得

以提昇。

    台灣一役，球隊不但發揮出拼勁，也燃起了鬥心

，球員之間的凝聚力亦更勝從前。男子隊勇奪季軍，

而女子隊亦擊敗去年大專冠軍的香港中文大學，除了

為球隊打下了一支強心針外；還贏得了一份團結和一

個要在大專盃中奪標的決心。

    延續著台灣的士氣，回港後的訓練雖然越來越艱

苦，但各隊員都表現得更積極，士氣亦更高昂。尤其

在大專決賽前的一個月，每星期除兩天的常規訓練外

，更增加一天體能訓練及研究比賽片段，務求到決賽

當天，各隊員在技術、體能、默契上都能發揮出最佳

水平。幸而，一切都沒有白費，球隊在今年度的大專

比賽中，見關過關，直入決賽，男子隊與女子隊一同

以全勝姿態摘下冠軍寶座，今年確是手球隊豐收的一

年。我們非常感謝每一位曾經支持我們的人士，包括

名譽領隊－Dr.AlanUrmston、陳炳祥博士、魏太、物

理治療隊伍及一眾到場打氣的理大運動代表隊成員。

全賴您們，理大手球才有這樣輝煌的成績！我們將保

持下去，努力在來年衛冕男女子大專冠軍！

手球隊
Handball Team
▓  陳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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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U Handball (Men and Women) are comparatively 

strong among other universi t ies in few these years. 

Unfortunately, we could not perform our best in the USFHK 

competition as expected last year.  After participating at The 

Two Strait Universities Handball Invitation Competition which 

was held at Taiwan last summer, however, teammates’ strengths 

and communications for both men’s and women’s teams were 

enhanced.

      During the trainings this year, each of us did very hard, 

especially in the month before the USFHK finals.  Apart from 

the two regular trainings, we spent one more day for fitness 

training as well as investigation of playing strategies via watching 

matches replay video tapes.  Our strong desire in making our 

best performance during the finals did come true with optimum 

results. Both men and women team captured the USFHK 

Champions without losing one single game. This is a fruitful year 

for the handball team. 

      We would like to give our sincere thanks to everyone who 

has supported us, including our Honorable Manager – Dr. Alan 

Urmston, Dr. Patrick Chan, Mrs. Loretta Ngai, the physiotherapy 

team and support from members of  PolyU sports teams. The 

PolyU Handball Teams would not have achieved this brilliant 

result without the support from each of you! We will keep it up for 

next year’s Champ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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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壁球隊繼過去一年在大專壁球賽

中的佳績(男子隊冠軍及女子隊亞軍)，各

隊員都有一股再接再勵的動力，為今年的

大專壁球賽繼續奮鬥。經過各隊員的努力

，男女子隊都不負眾望，雙雙進入決賽。

    女子隊今年有三名壁球好手加入，包

括歐詠芝、莊敏翹及陳浚鈴。而歐詠芝更

是港隊成員。她的加入，令女子壁球隊如

虎添翼。決賽的對手是奪得多年冠軍的城

市大學。各隊員都明白這場比賽不容輕視

，所以大家都在賽前把心理及體能加以調

整，以最佳的狀態應戰。最後，女子隊終

於歷史性地勝出，贏得冠軍。得到如此佳

績，確是可喜可賀。

    男子隊方面，由於香港大專體育協會

改了規例，本來個人只可代表大專院校參

賽四年，改為可代表五年。對於我們壁球

隊來說，簡直是天大的喜訊；因為我們球

隊中的兩名壁球好手蔡東賢及蘇柏曦，都

因此而多獲一年的參賽資格，球隊的實力

亦大大提升。男子隊終於取得本年度大專

盃亞軍。

    獲得如此輝煌的成績，除了各隊員的

努力勤奮外，還有賴到場為我們打氣的陳

炳祥博士、魏太、師長和同學們，特別是

每場都來支持我們的名譽領隊 梁德榮博

士，以及我們的領隊兼教練 吳兆權博士

。在此，我們衷心感謝各位的鼓勵，令我

們更有動力，奮鬥到底。

    在2009年大專頒獎禮中，趙家琦和歐

詠芝分別勇奪最有價值女子壁球運動員和

大專全年女子最佳運動員。這是我們壁球

隊一起努力的成果。

壁球隊
Squash Team
▓  趙家琦、盧聲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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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u r  s q u a s h  t e a m  a c h i e v e d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USFHK Squash 
Competition 2009. It is the first time our 
Women’s team captured Champion.
After a series of tough battle in the final 
match, our Men’s team got 1st runner 
up.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Miss 
Chiu Ka Kei achieved the USFHK Most 
Valuable Player. Miss Au Wing Chi, 
Annie captured the greatest honour ----
-- the USFHK Sportswoman of the Yea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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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隊 
Soccer  Team

    在這短短的一年間，男子足球隊分別到過華

東及台灣進行交流及集訓，兩次活動主要目的是

希望透過與不同地方的大學運動隊進行比賽和互

相學習，在交流時所進行的友誼比賽，都能夠提

升我們球員的技術及團隊士氣。同時，也是讓我

們了解不同文化的好機會。其實，每次的集訓團

都會遇上大大小小不同的問題，例如：場地、球

證的執法尺度、比賽的對手及在逆境時隊員所產

生的問題等等。這些經驗是不容易在本地訓練時

體會到的，而有了這些寶貴的經歷，就更能讓我

們懂得在將來如何面對逆境，克服未能預計的困

難，及做好準備。

    總括而言，這些集訓和交流都達到了預期的

成果。沒有讓寶貴的資源浪費，不論在文化交流

或運動技術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隊

友們之間的默契和球隊的凝聚力有了更高層次的

進步，希望藉著教練及各隊員的努力能在今年的

決賽有個完滿的結果。

    During these 2 years, Poly U Soccer 
Team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such as 
Guangzhou, Shanghai and Taiwan. We 
have never imagined that we have chances 
traveling to different places during our 
university life. It was really great that we

could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different 
cultures in Asia. And we appreciate that Poly 
U provided us with these opportunities. 

     Well, we loved to take group photos. 
This was because group photos were 
memorable. The two pictures were taken 
in Taiwan. The first one showe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Poly U soccer team. It was 
taken after we have defeated one of the 
strongest teams in Taiwan. That match was 
really nice. The second one was taken in the 
lobby of hostel in Taiwan. You could see that 
everyone was smiling sweetly in the photo.

     Lastly, many talented players joined our 
team this year and had pulled the status 
of our playing style higher. We could not 
undermine the immense work done by our 
coach in passionately helping us to get 
to our goal and alway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eam spirit. He has helped us 
building our confidence and we are certain 
that with all the work we have done, we will 
get the Championship one day.

男足
▓  張小強、Tah B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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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 and el ig ib le for  the f inal  round 
competition.We took advantage of the winter break 
where the PolyU sports teams had the privilege to 
participate to in-Season intensive training in Taipei. 

     After arriving back from our in-season 
intensive training in Taipei we came back strong 
and even more motivated. Teammates showed 
improvements and our co-operation on the pitch 
was enhanced. Our communication became 
more effective and this was seen in our remaining 
matches. 

     The final opponent was IVE. Both teams 
being tough and strong-minded to fight for the 
championship title. However, with motivation and 
hard work since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and 
our dedication was at its highest, we believed it 
was our time. We went in the game with everything 
we had and came out with a final result of 2-1 
Win. We celebrated as soon as the whistle blew 
and w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such 
results without our Coach, Mr Alex Tsang, with 
his patience and knowledge kept pushing us and 
believed in us and never gave up.  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coach again, teachers, teammates, 
and supporters in giving us confidence and strive!! 

 

  『我們終於成功了！』

    我們得到了最美的收成─香港理工大學的首次大專

盃女子足球賽冠軍！自九月成軍以來，我們經歷著不少

刻苦的訓練，藉不同的友賽加強默契，因此我們順利地

打入複賽。一月我們到了台灣進行七日六夜的集訓，雖

然天氣未如理想，但我們上下一心，風雨不改，天努力

練習。透過密集和有組織的訓練計劃及與各台灣大學比

賽交流，成效更見顯著，使我們的技術水平、足球意識

和爭勝決心都提升了不少。此外，隊友們更藉此機會互

相了解，大大增進了球員之間的默契，從而使球隊團結

起來！冠軍之路雖不平坦，但我們上下一心，終克服重

重困難，最後憑著永不言敗的信念擊敗所有頑強對手，

登上冠軍寶座！

    在此衷心感謝學校給予女足的支持、鼓勵，當然還

有曾SIR對我們的堅持，信任和無限忍耐！

 “ 牡丹雖好，仍需綠葉扶持”沒有你們，成就不了今

天的理大女足。   

     The PolyU Women’s soccer season kicked off 
in early September, where regular training and 
friendly matches took place  as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USFHK Women's 7-a-s ide Soccer 
Competition. In our round with 4 teams in a group, 
we drew 1 and won 2 games. We were the first in 

▓ 江倩瑩、Yukino Yoshimura 

女足

      See all the hard work did pay off.Congratulations 
and well done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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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隊 
Volleyball Team
▓  黃樂兒、鄭振文

男排

    熱烈的歡呼聲此起彼落，球員興奮的擁在一起…此

情此景，正正就是各人為奪得本年度的大專排球男子組

冠軍而歡喜若狂的景象。

    冠軍得來不易，排球隊早在暑假的七月已開始投入

備戰，準備本年度大專賽事的來臨。教練對練習的要求

，隊員對勝利的執著，再加上校方對練習的配套支援，

各式各樣的條件優勢，使隊員的合作變得流暢。各方的

支持和配合，一步一步令大家磨合得更加圓滑。集合所

有的助力堆砌，理大男子排球隊終於如願達成本年的球

隊目標，更在6 場賽事不失一局的情況下取勝，力壓其

他大專院校奪得2008至09年度大專排球賽的冠軍。

    這些都正正體驗了排球運動的特式--少了任何一樣

的支持配合，也難以流暢地組織一個攻勢，更莫說要勝

出比賽。故此，要多謝所有老師，教練，工作人員及同

學的支持及幫助，沒有你們，也沒有今天奪標的理大男

子排球隊。

    冠軍得來不易，衛冕就更加困難，要達成衛冕目標

，我們更不可放慢，要再加倍努力，以報答各位對理大

排球隊的熱烈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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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

    轉眼間便三月底，大專排球賽亦已告一段落，女排最終亦未能贏取冠軍。失望、不開心是無可

避免的，可是，有失必有得。從學期初，隊中有三分一的隊員均是新人，隊員之間努力的互相磨合

，成龍盃是我們的首個挑戰，而成龍盃的勝利正是証明了女排的默契漸成形。隨著成龍盃、台灣集

訓、校隊迎新夜，還有大大小小的友誼賽，以至大專盃的初賽、複賽，十二位隊員和教練一起經歷

了很多，一起不斷在進步和互相配合。

三月廿一日是大專排球賽的決賽，雖然最終還是落敗，但我們相信理大的團隊精神絕對是令人刮目

相看的。在第三局中，我隊在大比數落後的情況下，在後備席的一眾隊友一起站在熱身區為場中的

隊友吶喊打氣，為贏取得的每一分高呼喝采，為每一位在場中落力的戰友振臂。十二人一同的努力

，分數一分一分的追上來，儘管最後還是輸了，但絕對是雖敗猶榮。

    賽季完結了，投入度、歸屬感、默契和團隊精神已經無形地建立在我們每位球員的心中，這應

該歸功於教練及高年級的隊員帶領。即使女排將有半數的球員隨著畢業而離隊，我們承諾會努力去

保存及維繫這年來大家所建立的一切，讓歷屆、現役及未來的女排成員有一份獨特的親切感，並繼

續以大專盃冠軍，為理大增光為未來的目標。

      The Men’s and the Women’s Volleyball Team has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Finals this year. 
They have got a big improvement when comparing with last year’s result. With the effort we put 
on our trainings and team building. The Men’s team got the Champion without losing one set 
throughout the whole competition. Although the Women’s team was lost in the Championship 
Fight, this year’s final result is still the best among the past six years. We hope that the Men’s 
team can defend the Champion and the Women’s team can win the Champion in the coming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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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要成功,須下苦功> 

   暑假期間到台灣的訓練，對於我們溫室中長大的香港學生

真是刻骨銘心極了。每天早，午及晚三節課，每節課兩小時的

訓練。我們剛到步的數天，身體還未習慣。每天起床，肌肉痛

得令我們走路也十分吃力。雖然訓練是十分艱辛，但我們在訓

練時為大家互相打氣，住住是支持大家最大的源動力。最令人

難忘的是，在短短的兩星期訓練，隊友們都認識一些台灣的朋

友，彼此交流文化及技術，得益不少。

   本年度，一直推動我們努力的目標終於達成了―大專盃

團體冠軍，這個冠軍個人認為甚有意義,因為團體冠軍是代表了

我們跆拳道隊集結每一個人的努力成果!我們的努力不懈，堅

持，隊友之間互相的支持；還記得當天在頒獎台上每一位隊員

臉上都展現出一個又一個滿意的笑容。在那一刻，相信我們為

比賽而付出的及得來的成績，一定會永遠深深的刻在我們每一

個的心中。

陳宇奇 (內地學生)

   很偶然地進入了理大跆拳道隊，又很幸運地代表理大參加比

賽。跆拳道隊充滿了友情，激情與痛苦。每週十幾個小時的訓

練充滿了痛苦，而隊友們的支持與對跆拳道的激情郤又使能我

能夠堅持，忍受這些痛苦。在這裡不僅僅學到了跆拳道技術，

教練們仔細的指導與師兄師姐們的幫助關心更讓我感受到香港

人與大陸人不同的關懷，不同的體諒。他們還在言傳身教中使

我學懂了不少做人的道理。所有的一切都使我深深地著迷並且

感激著。

跆拳道隊 
Taekwondo Team
▓  張柏軒、陳宇奇、Jaakko ”Jack” Paav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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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akko ”Jack” Paavola
Taekwondo on Exchange

      When you go on exchange, you really want to try some 
totally new things; so why not starting a new hobby in Hong 
Kong?In October, I and a fellow exchange student Pyry decided 
to go for the PolyU Taekwondo club training. We instantly liked 
it a lot! The exercise was so comprehensive and versatile, and it 
was interesting to learn kicking techniques. So we started to go 
to the training several times a week.

       From then on, a very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got started. 
There was hard training but there were also nice gatherings 
and socializing with the club. There were horrible early Sunday 
morning joggings but there were also dinners together and a 
memorable visit to master's home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It also has some color belt competitions for us to attend.

       Indeed, it also a lot out of joining the club. One big thing 
was to get to know so many nice new people, who warmly 
welcomed and supportive. Another one is, that you will get a 
new hobby which you want to continue for years to come!



重慶交流團 

    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理大男女子籃球隊一同出發到重慶參加2008年

「渝港兩地大學生奧運手牽手交流團」活動。

我們與重慶大學進行了多場友誼賽，互相交流

及切磋球技。由於重慶大學女子籃球隊在全國

賽贏得第四名，實力強勁，所以在賽事中使我

們獲益良多。同時我們為即將到來的第二輪大

專賽事積極備戰，進行了多次晨操練習，希望

藉此提升球隊在考試後之比賽狀態。

    除了練習和比賽外，重慶大學更為我們安

排夜遊觀光，欣賞重慶市寂靜的夜景，和香港

五光十色的夜景，真有天淵之別。這次交流除

了能提升我們球員個別的技術和團體精神外，

透過這幾天的相處更可以增進我們球員之間的

友誼，所以這次重慶交流之旅實在令我們得益

不淺。

台灣之旅

    男子籃球隊有幸和八支運動隊伍，逾百名

師生、運動員到台灣集訓並向多所大學作友誼

比賽交流。是次目的為了提升隊員之間的默契

、戰術的運用及體能的鍛鍊外，務求以最佳狀

態迎接大專盃的第二輪賽事。

    在一星期的集訓中，當中包括每天兩課操

練。早上的操練以訓練體能及加強戰術的認識

為主，而下午則是與不同的大學作友誼比賽，

從而增加面對強隊的比賽經驗。在教練的指導

下，各球員都有不俗的表現。經過多日的比賽

和訓練，各球員不論在體能、技術和心態上，

都有顯著的進步，更重要的是新舊隊員之間已

逐漸培養出默契。

    總結經過一星期的艱辛訓練，各球員皆希

望在大專盃準決賽中，發揮最佳狀態，奪得決

賽入場卷。全隊上下一心都以大專盃冠軍為目

標，希望能繼成龍盃後再下一城，奪得大專盃

冠軍。

籃球隊
Basketball Team
▓  歐陽維江、鍾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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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盃

    終於到了準決賽的時刻，女子隊遇上強敵香港大

學，由於後備兵源不足，最終未能進入決賽；而在季

軍戰中再次遇上宿敵城市大學，我們憑著堅毅的鬥志

，在大勝二十分下，奪得季軍，總算是獲得一份安慰

獎。另一方面，男子隊在四強賽事中輕鬆地擊敗去年

亞軍專教院，與去冠軍城大爭奪王者地位。由於在初

賽中我們曾以六分之微險勝城大，所以我們對爭取都

充滿信心。可惜在比賽前數天，我們當中的一名主力

球員在練習時不幸受傷，令我們攻守上都大受影响；

同時在比賽中，球員表現比較緊張，最後以六分之差

飲恨。賽後大家情緒都十分低落，更有球員流下男兒

淚，不過我們一定會重新振作，為明年的大專盃發奮

努力，誓要奪得大專盃冠軍。

        It was a fruitful year for both men and women basketball 
team. Our effort throughout the year was rewarded by the 
outstanding results achieved in various competi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 year, we kept 
two regular practices a week and extra fitness training 
although we were very busy for the assignments and 
course works. Throughout the friendly matches, it 
facilitates us with valuable experience to prepare for two 
major annual competitions : Jackie Chan Challenge Cup 
Basketball Tournament and USFHK Competition.

      The Chongqing trip in December and Taiwan trip 
in January did enhance our physical fitness and skills. 
Apart from the physical training, team spirit and better 
communication had been built up among the team 
members. These elements could definitely help our team 
to perform better in the competitions.

      In the Jackie Chan Challenge Cup Basketball 
Tournament, the women’s team got the 1st runner-up 
and the men’s team captured the Champion.

        In USFHK Competition, both men and women teams 
had entered the semi-finals. However, the women’s team 
lost in the semi-final v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inally, we be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got the 
2nd Runner-up in the final match.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n’s team bea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semi-final and entered the final again 
since 2001. Due to the injury happened to one of our key 
players a few days before the Final, we finally lost in the 
game and got 1st Runner-up. 

      Although both of the men’s and women’s team 
couldn’t capture the Champion this year, we stil l 
experienced a fruitful year during training, exchange trip 
and competition. We will strike back next year for the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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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今年理大游泳隊有多名具實力的隊員加入

，並提升了整隊的平均實力，其中包括香港隊

成員蕭楗恒，多哈亞運代表吳加敏及章可兒。

舊隊員方面，在上一年曾破香港紀錄的男隊長

殷浩俊仍然坐陣，實力尚算不俗。

季前訓練

    季前我們並沒有到海外訓練，反之，我們

提早展開訓練。早在六月，我們訓練次數量已

達一星期三課。到了八月，由於逐漸迫近大專

杯，陳教練決定將訓練日數提升至一星期五天

，並逐漸加強體能訓練和技術上的改進，隊員

們都對艱苦的練習感到苦不堪言，但憑藉一顆

為校爭光的決心，加上隊友間的互相鼓勵支持

，全體泳隊成員都咬緊牙根，渡過每一個難關

，務求以最佳狀態出戰大專水運會。

大專游泳比賽

    大專游泳比賽於十月二十六日假香港城市

大學舉行。今年我們主要對手為香港大學、中

文大學及城市大學。因為戰術調動關係，男子

隊長殷浩俊放棄衛冕五十米及一百米自由泳，

轉游副項五十米及一百米碟泳。雖然最後兩個

項目都只能得第二，但他也打破了五十米碟泳

的大專紀錄。而且，他為了幫助學校爭取更多

的團體積分，而放棄個人榮譽，盡顯理大無私

的隊際精神。副隊長蔡振宇和蕭楗恒皆在大熱

游泳隊 

Swimming Team
▓  陳志銘、鄧之傑、殷浩俊、陳詠恩

呼聲下各自勝出兩個項目，兩人在個人項目合共

囊括四面金牌。而其他隊員均有超水準表現，比

原先的目標名次高一至兩名。在最後的男子四乘

一百米自由泳接力，我們以破大專紀錄姿態奪冠 

。男子團體積分方面，我們再次不敵實力較強的

香港大學，以亞軍完成賽事。

    女子隊以章可兒較為突出，以破大專紀錄時

間奪得五十米及一百米背泳金牌泳。最後她更被

選為本年度最佳女泳手。其他女隊員如吳加敏和

李嘉晴等，都為理大爭取了不少重要積分。但由

於香港大學擁有多位香港代表及中文大學的實力

較為平均，理大最終以殿軍完成賽事。

總結及展望

    由於今年游泳隊擁有盡責及領導有方之領隊

及教練，令我們士氣旺盛。領隊魏太經常提供多

方面的支持令我們擁有最好的設施及環境下訓練 

。而陳維謙教練在每次操練都會為每位泳員度身

訂做一個訓練計畫，冒求每位泳員都能發揮自己

長處。最後不得不提的便是我們的名譽領隊周錦

添教授，每次泳隊訓練他皆會出席，認真的態度

感染到每一位隊員。還有陳炳祥博士多方面的支

持，令我們泳隊在今年大專比賽進步不少。雖然

我們游泳隊即將面對缺乏訓練場地的問題，但是

我們來年定必付出雙倍努力彌補不足，繼續爭取

佳績，重奪失落三年的冠軍。

Cheung Ho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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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ike the previous year, we had not been to any pre-season 
training camp or offshore training trip this year. Instead, we have 
started our regular training since July, which was earlier than 
before. In summer, we trained 3 times a week; and when it came to 
September, our training sessions increased to 5 times a week.

      In 2009, quite a number of outstanding swimmers admitted to 
PolyU, however, as many of our elite swimmers have graduated, we 
knew that it would be quite challenging to be the champion, not even 
that 1st runner-up. Nevertheless, we had never give up, as what we 
value was not only the rank and prize, but the spirit behind.

      The USFHK Aquatic Meet is held on 26 October 2009. Holly 
Cheung and Kevin Siu, our new team members, have both won 2 
championships respectively, and Holly has also broken the USFHK 
records of Women’s 50m and 100m Backstroke and selected to 
be the MVP by USFHK. Our team captain, Ho-chun Yan, did not 
take part in his best events because of the good of the team, yet he 
has still broken the record of Men’s 50m Butterfly too. Other elite 
swimmers like Gary Tsai, Ka-man Ng, Ka-ching Lee and James 
Leung etc. also did very well and have won many medals for PolyU.

      The Men 4x50m Freestyle Relay was the most exciting and 
crucial event. Ho-chun Yan, Jason Chow, Gary Tsai and Kevin Siu 
have done an excellent job. The team finished the event on 1’36”66, 
which was the new USFHK record. The championship of this relay 
event cheered the whole PolyU Swimming Team. Everyone was so 
proud of the great teammates.

      PolyU has got the Men 1st runner-up and Women 3rd runner-
up, and the Overall 1st runner-up, with the hard work and efforts of 
the whole team. This result was better than our expectation, and we 
have no regrets since all of us have already tried our very best for 
the team.

Cheung Ho Yi

Siu Kelvin

Tsai Chun Yu Gary

Yan Ho Chun



積極備戰

越野

   大專越野賽的賽道極其艱辛，「先上坡 

，後下坡」，高度考驗運動員的體能和意志 

。為了加強隊員的生理及心理素質，教練們

特意安排我們於訓練初期練習跑平路的耐力

及速度，繼後集中練習「長命斜」。再加上

隊友們自發在校園附近晨跑，整隊的士氣也

提昇了。結果，我們不負眾望，奪得男子團

體季軍、女子團體殿軍、及總團體季軍的成

績。這就是我們努力的回報罷！

   此外，我們今年也派出六男四女出戰首

田徑隊 
Athletics Team
▓  劉詠詩、黃焯彬、區頴寧

屆的渣打馬拉松大專挑戰盃，並以最佳六名

運動員合共三小時四十九分鐘的成績奪得冠

軍。

田徑

   去年，我們承諾明年的田徑隊定必要站

在每一個比賽的頒獎台上，結果，我們做到

了！在大專周年陸運會上，理大奪得男子團

體殿軍、女子團體季軍、及總團體亞軍。首

先，要感謝教練們的指導及愛護。為了要爭 

取更多的分數，及減低有傷患運動員比賽的

負荷，教練們悉心地調兵遣將，並安排額外

訓練時段給隊員加操，各人都堅持加緊練習 

，絕不鬆懈！要在眾院校對手中突圍，我們

選擇用汗水去爭取勝利。此外，為了填補擲 

項空缺，我們向其他校隊借調了運動員參賽 

，對他們的仗義拔刀相助，我們實在不勝感

激。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縱使隊

中有主將因傷影響表現，甚至缺陣，但我們

仍能憑著毅力和苦練了半年多的「身手」，

在多個項目中順利進入決賽並獲得優異成績 

。當中，以首次披起理大戰衣的呂子軒成績

最為突出，他以2.11米的佳績破了男子跳高

紀錄，比舊紀錄高了10厘米呢！

    田徑隊每一學年都要應付兩場大專賽事，

分別是十一月的越野賽，及三月的田徑賽。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爭取更理

想的成績，今年我們提早了開操。越野賽的隊

員於六月中已歸隊練習，並於八月下旬連同新

生及少部分田徑賽的隊友，合共十九人，一起

前往設備完善之廣州體育職業技術學院進行四

日三夜的集訓。要適應訓練模式及場地的轉變 

，身體實在很疲累，但能夠與隊友一起汗流浹

背地進行一天三課的特訓及生活，大家感覺獲

益良多，感情也增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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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rder to strive for better results in the two 

USFHK competitions – Cross Country Race and 

Annual Athletic Meet, PolyU Athletics Team started 

its training in the middle of June, and organized 

a four-day training camp in Guangzhou in late 

August.

   “Hard work is the key to success”.  With our 

perseverance on the arduous training programmes 

pinpointing the features of the racecourse, we 

achieved the greatest triumph ever in cross 

country race – Men’s 2nd Runner-up, Women’s 

3rd Runner-up and Overall 2nd Runner-up.  We 

also topped the list of the first Standard Chartered 

Hong Kong Marathon Inter-universities Challenge 

Cup.

    Our success in annual inter-universities athletic 

meet – Men’s 3rd Runner-up, Women’s 2nd 

Runner-up and Overall 1st Runner-up – also 

proved our coaches’ accurate manoeuvres and 

showed the unfailing supports from other PolyU 

sports teams.  Among the student-athletes, LUI 

Tsz Hin Daniel, who represented PolyU for the first 

time, broke the existing High Jump recor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2.11m, 10cm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record.  Congratulations!

Lui Tze Hin Daniel



    活木球是一個新興的運動項目，因此，每年

活木球隊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招收新隊員。往

年，由於隊員的人數不足，所有隊員也有機會在

大專賽作賽，在各隊員的努力下，取得不錯的成

績。今年，我們有幸招募較多的隊員，無論男女

子隊也招募到超出比賽規定的人數名額。因此，

在競爭下，造就了良好的練習氣氛，大家為爭取

出賽的機會都努力練習。在這良性競爭的推動下 

，各隊員也在充足的準備下參加大專比賽，結果

我們在今年再進一步，取得男子季軍、女子殿軍

及總季軍的成績。

    活木球隊成立了三年，雖然經驗還淺，但透

過不同的比賽和隊員的努力練習，我隊的水平正

不斷提升，成績也不斷進步。在新的一年，不少

隊員將會畢業離隊。因此，我們已開始著手物色

新的隊員，令我隊能有足夠的時間去培育新人為

下屆大專賽作好準備，以保持我隊的競爭水平。

活木球隊 
Woodball Team
▓  李肇燾、劉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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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木球隊 
Woodball Team
▓  李肇燾、劉美君

    Woodball may sound new to many of us. 
That is why recruiting new members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we faced every 
year. Although our members were young in 
experience yet we were still abl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This year, our female team 
captured their first trophy in our team history, 
the third runner-up, while the male team 
captured the second runner-up. We all felt 
proud to be in this team as we worked very 
hard for the results.

    Our team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only 3 
years. But through competitions and practices, 
our skills are rising with progressing result. 
Unfortunately many of our members wil l 
graduated this year and we have started to 
look for new blood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the 
competitions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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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隊 
Taekwondo Team
▓  張柏軒、陳宇奇、Jaakko ”Jack” Paavola

乒乓球隊
Table -Tennis Team
▓  何君銘、潘安琪

女子隊上下一心 團結一致 

    今年女子隊在大專初賽中，已感受到

面前的挑戰，憑著堅毅的鬥志，終以三勝

一負的成績進入四強，各隊員在準決賽前

一直努力練習，務求能在四強賽中獲勝，

爭取進入決賽。在準決賽中，主力球員陳

雪欣受腳傷影響，大家盡了最大努力，隊

員間互相支持，最終以一比三負於城大，

無緣進入決賽，隊員難掩失落的心情而落

淚。在季軍爭奪戰上，我們並沒有放棄，

以最佳的狀態奪得季軍。展望來年能夠憑

著隊員間的團結，努力的練習，打破今年

的成績，向更高的目標邁進。

男子隊雖敗猶榮 永不放棄 

    今年男子乒乓球隊加入了一半新隊員 

，為球隊帶來了新的活力。在一年一度的

大專乒乓球比賽中，男子隊經歷了多場艱

辛的比賽，在氣氛異常緊張、男女子隊同

心拼命打氣下，最後均以二比三分別僅負

於城大及中大，未能進入四強賽事，無疑

感到失望，最後奪得第六名。雖然球隊未

能如往年一樣獲得佳績，但經過恆常練習

及台灣交流團後，隊友之間亦逐漸建立深

厚的感情，變得更有默契、團結一致，相

信明年憑著教練悉心的指導和隊員保持高

昂的鬥志，定必可為理大爭取更好的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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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U Table Tennis Team had 
recruited a number of new players this 
year.  They brought in not only more 
vitality but also high expectations.  In 
the USFHK competitions, both the 
men’s & women’s teams had been 
trying their best effort although the 
results we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The 
men’s team got the 6th place while 
the women’s team did better with an 
achievement the 2nd Runners-up.  
We hope that, with the good team 
spirit and the tough training led by the 
Coach- Mr Ku , better results will be 
obtained next year.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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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是香港理工大學羽

毛球隊重要的一年。

   記得今年初，我們一起訂下了一個目標：男

女子隊都能打入大專杯的的準決賽。所以這一年

來我們整隊無一個不是朝著這個目標努力進發

的。今年主要不同的羽毛球男女子隊都各有四名

新成員加入，其中兩名隊員更為前香港青年軍，

他們曾多次代表香港到外地參賽，亦曾跟世界級

球手切磋，比賽經驗甚為豐富，為今年理大羽毛

球隊增添了不少實力。回想起往年女子隊只有僅

僅足夠的人數參加比賽，但今年女子隊終於可以

齊齊整整有八個女成員出賽，全隊的練習氣氛大

大提升，士氣比往年更加旺盛。

   今年各院校平均實力都有所提升，所以晉級

過程亦特別艱難。為了準備最後的準決賽和名次

賽，羽毛球隊便於一月跟隨其他校隊遠赴台灣集

訓。連日來的訓練一點也不容易，但我們都一起

捱過去了，因為我們相信艱苦的練習一定能換來

不錯的成果。結果男子隊於準決賽面對著有現役

香港隊隊員坐陣的院校，發揮得相當不俗，僅以

二比三落敗，亦算是達到了之前所訂下的目標。

雖然女子隊未能達標，但在幾名經驗女將帶領底

下拼力奮戰，最終亦得到第六名。

   經過一年的練習和比賽，隊員間不但建立了

良好的默契，更成為好朋友。我們甚至會慶祝每

個隊友的生日，恍如一個大家庭。我們羽毛球隊

來年的目標是要更進一步，男子隊要打入決賽；

女子隊則要繼續以打入準決賽為最終目標，為理

大羽毛球隊添上兩面大專杯獎牌。

   最後，祝願今年羽毛球隊即將畢業的隊員前

程錦繡，寫下他們新的一頁！

羽毛球隊 
Badminton Team
▓  李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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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8 new blood were recruited into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s team. 
Out of the 8 new members, 2 of them were from previous Hong Kong Junior 
Squad and had numerous experience in competing at world class level overseas 
competitions. Thus the PolyU Badminton Team become stronger when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s. In addition, with significant number of new members 
joining in did enhance the training atmosphere. It did not only encourage the 
team members to train with passion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team bonding as a 
who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08/2009, we have set our ultimate goal, 
which is to enter into the semi final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teams in the inter-
universities competitions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USFHK). To achieve  this goal, each of us were highly motiv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s thoughout the entire year. Also, we were glad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train and have friendly matches with th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in early January. The long hours training has enhanced our endurance 
and skill level tremendously. As a result, it helped us to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remaining competitions. At last, the male team had successfully entered into the 
semi final and female team got the sixth place.

    PolyU Badminton Team is always one of the teams with the highest team spirit 
in which we are all proud of. To build up a strong team spirit, we offen organised 
different kinds of gatherings like the monthly birthday celebration and we treat 
every single member nicely like a big family. Our goal for next year is to keep 
up this good team spirit and get into the final and semi-final for boys and girls 
respectively. 

     Lastly, all the best to the team members who are going to graduate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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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三年的努力，男子欖球隊在今年正

式加入校隊大家庭。對於每一個隊員都增加

一種無形的壓力。同時，亦令球隊每一個人

都更重視比賽，更認真去練習和積極備戰。

由於今年是第一年，所以欖球有不少的新隊

友，大家除了常規的練習外，還會一起做體

能練習、一起聚餐、一起經過5個多月的相

處，球隊變得更合作、更團結。

   在今年的比賽，欖球隊在一月十七日由

香港欖球總會舉行的七人欖球賽大專組中獲

得冠軍，隊長黎耀鵬(細佬)更獲得最有價

值球員。雖然這次比賽不是正式的大專比

賽，但已為我們打下一支強心針。到了二月

二十二號大專的比賽，小組賽被編入”死亡

之組”，經過一輪苦戰，以得失球之差，只

能以次名出線，因為未能發揮水準，結果準

決賽要對上屆冠軍的港大，結果以17:7不

敵，只能與教院爭奪季軍。季軍一戰，男子

欖球隊一雪前恥，以48:0，全日最大比數勝

出，獲得季軍。

欖球隊
Rugby Team
▓  羅敬賢、屈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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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s Rugby became an regular event of USFHK competitions this year, our team members 
felt more pressurizing and we were tried our very best to prepare for the upcoming matches. 
For the past five months, we trained more than thrice per week on physical and skill. All this 
effort result us to have stronger team bonding.

    Though, we couldn’t win the champion this year, it was regret for our team. However,  We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both the training session and competitions. All our team members were 
highly appreciated the support from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we are sure 
that we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 next year. 

43



44

大專賽

   今年大專賽已結束了......男子網球隊已連續

兩年失落了大專賽四強的席位，而女子網球隊亦

不能出線，隊員們難免感到傷心及失望。事實上

以今年隊員的實力及質素而論，理應比上年的網

球隊更有信心爭取到好成績，但今年對手亦是近

年最强的。在比賽的時候，有些時候因大家沒有好

好把自己應有的水平發揮出來，亦未能把握機會擊

倒對手，最終落敗。幸好的是，隊友們沒有因此而

氣餒，反而變得更積極面對餘下的比賽，希望能爭

取最好的排名，為來年大專賽能夠獲得勝利奠定基

礎。檢討了失敗的原因後，大家都在排名賽時發揮

了自己應有的水準，最後男女子隊都能拿下第五

名。

重慶交流團

   很高興香港理工大學網球隊有這難得的機會到

重慶交流，是次交流團，大家不但有機會與當地大

學的學生進行網球技術交流，而且還能參觀當地的

名勝，歷史建築物等，使我們了解不少當地的文

化，增廣見聞，大開眼界。

   理工大學網球隊與重慶大學學生進行了兩日的

網球比賽，體會到重慶大學的網球水平非常高，我

們也從中學了不少新的技術，而且也認識了不少重

慶大學的學生。面對著重慶大學這強大的對手，比

賽後，各隊友們都有不少沖擊和了解更多自己的弱

點，並能對自己的技術進行更多的反思，對自己的

網球技巧找到突破點，令自己更進步。

   透過是次交流賽，除了整體的實力有改善外，

心理質素都得以提升，並學懂了面對較強的對手

時，應如何處理，應如何堅持著爭勝的決心。所有

隊員們都能在比賽中得到不少磨練及領略。

   所以，今次重慶之旅真是令球隊獲益良多，亦

因是次交流之旅，網球隊的隊員有多些時間走在一

起，多了機會了解隊友，令網球隊變得更團結更融

洽，這收獲更是意料之外。真是很希望網球隊未來

繼續還有機會參加同類型的交流活動。

忘記過去 放眼未來

   總體而論，網球隊今年的成績不如理想，但很

希望理大網球隊忘記過去的失望及挫敗，繼續為未

來的比賽作好準備。

  ”作為網球隊的一份子，我們為今屆各隊友努力

付出過的汗水而感到驕傲。”

網球隊 
Tennis Team
▓  張伯豪、賴瑋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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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h Men’s and Women’s Tennis Team were in 5th position in the inter-universities 
competit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mbers were satisfactory but we missed some points 
in some critical games. Our target for next year is to capture the first three positions in the 
competition.

      The days of Malee in PolyU Tennis Team
     (Maleela Solih is a student form Maldives and she is now in her final year in PolyU)

     It has been an honour playing for the PolyU tennis team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We 
have shared many memorable moments, which I will cherish forever. I felt like I was part of a 
family whenever I was with them. 

     One of the things I loved about my team mates was that even though I was a foreigner and 
did not understand their language, they always tried to include me in everything they did and for 
that I will always be grat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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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門河上的汗與累！

    我們無懼日曬雨淋、熱風撲面，在城門河

上努力向前！ 

    在城門河上，我們揮發著青春的汗水。然

而，汗水背後又是怎樣的一回事？

    賽賽艇真是一項既愛又恨的運動。它的「 

恨」在於比賽前每星期六天的艱苦訓練包括陸

上划艇機訓練和十至二十公里的水上訓練；真

的令人吃不消！肉體上的耗竭卻又遠遠不及心

理上的落寞，例如未能達到我們預期的訓練目

標。

    通經過艱辛嚴苛的訓練，我們得到賽艇的 

「愛」！它使我們這一班性格與背景迥異的人 

為著共同的目標、理想和信念堅持不懈地奮鬥 

！我們享受一槳一槳的在河上前進、享受教練

與隊友們之間的共同進退、享受在練習或是比

賽間的彼此互勉、支持和團結！它更使我們掌

握了一套面對挫折與逆境的訣竅！「永不言敗 

」是我們理大賽艇隊每一位成員包括領隊、教

練和隊員的精神！

    每年，我們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比賽。當

中以零八年一月份在八所大專院校所舉行的大

學室內巡迴拉機賽和暑假舉行的「成龍挑戰盃 

」全港大學賽艇錦標賽最為重視！

   這年度，我們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先是

2008年全港大學室內拉機賽，它講求五百米短

途爆炸力以及隊員接棒之間的默契！我們在女

子及混合接力賽得到冠軍、男子接力賽得到季

軍，蟬聯團體總冠軍！ 

    另外，零八年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在沙田

城門河舉行的第一屆「成龍挑戰盃」全港大學

賽艇錦標賽，它則講求二千米的耐力及意志、

還有隊員的技巧及合作性！我們在女團方面以

八分之差屈居亞軍、男團得季軍，而男女子團

體得到總亞軍之佳績！

    今年，我們繼續以「永不言敗」的精神為

香港理工大學爭取更好成績！

賽艇隊
Rowing Team
▓  謝詠婷、許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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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PolyU Rowing Team, won the Men and Women Overall 
1st runner-up of The Jackie Chan Challenge Cup Hong Kong 
Universities Rowing Championship 2008. We showed excellent 
athletic prowess on the Shing Mun River. We demonstrated our 
enthusiasm in every competition. During each training session, 
no matter it is land drill in the gymnasium or technical training 
on water; we endeavored to do our best. Rowing is a sport that 
involves the high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s, as well 
as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rowers. We need to mutually trust 
each other. Our goal is to capture the Champion in the Jackie Chan 
Challenge Cup Hong Kong Universities Rowing Championship 
2009, which is scheduled on 1st and 2nd Augus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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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四日，男女子羽毛球

隊、男子足球隊和男子排球隊有幸被選派參加由香港理工大

學主辦之華東經濟、文化及體育考察交流團。是次交流團已

是第三次由中華總商會贊助大部份經費，令理大的同學有機

會到內地擴闊視野。此行令我們加深了對祖國的認識，及向

國內高水平大學生運動員學習。

    是次交流團對於我們每一個校隊成員來說都是一次寶貴

的經驗。不僅是體育上的交流，文化、環境、經濟及政治方

面都令我們對上海這個地方有更深刻的認識。上海與香港既

是競爭對手但亦是合作伙伴，如果兩地在各方面可以互補不

足，此消彼長，兩地將可以得到更大的成就。

    上海在各方面發展的速度真的令人驚嘆，磁浮列車就是

一個好例子，它的速度正好代表了上海的發展。我們參觀了

規模與實力在國內汽車企業中位居前列的上海通用汽車廠、

現今中國最偉大的交通建設之一上海浮列交通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金融貿易中心區域的上海浦東開發區等。其中在上海

城市規劃展示館中，可見上海擁有一套完善的城市規劃和配

套設施，而且更為未來的上海發展有了充足的準備。上海的

城市規劃一日千里，相信未來的上海在這完善的規劃下，將

會有更好的發展。

    作為一個大學生運動員，這次活動可以加強與內地大學

接觸及交流，藉此向高水準及訓練嚴謹的內地大學生運動員

學習。我們有機會分別與上海大學、上海體育學院、東華大

學、浙江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及杭州萬向職業技術學院作體

育及學術上的交流。

    這次活動藉著與國內學生有交流的機會，從而加強香港

大學生對祖國的認識，瞭解祖國的社會文化、經濟、民生及

政治體制等。亦是給予理大學生一個鍛鍊領導才幹，團隊精

神及組織能力之機會。

    我們亦在此感謝中華總商會的贊助，希望在日後中華總

商會繼續支持香港理工大學，讓更多同學到國內外作不同層

面的交流。

華東經濟文化及體育考察交流團
East China Exchange Tour
▓  黃俊偉(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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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至十一日，香港理工大學運動代表隊一行一百零七人，包括男子籃球、

男女子排球、男女子乒乓球、男女子足球和男女子羽毛球隊浩浩蕩蕩去了台灣。

    是次台北之旅，主要目的是跟台灣數間大學及體育院校進行交流和集訓，透過多場的友誼賽 

，增進了兩地同學的友情和學習的機會。

    我們從香港國際機場出發，展開台北七天之旅。抵台第一天，我們便受到台灣師範大學師生

們的熱烈歡迎，並共享晚宴及大玩遊戲。接下來數天，理大各代表隊除了積極操練外，還分別與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國立體育學院及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進行了多場既精彩又激烈的友

誼比賽，彼此互相切磋球技。

    一連七日刻苦的集訓除了提升各隊員之技術外，更建立了各隊員對理大的歸屬感和團隊精神 

。是次出外交流集訓之成功，實在有賴兩地院校多個單位的努力和合作。在此我們衷心感謝台灣

大學、台灣國立體育學院及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派出學生與理大運動員作體育交流，更要多謝台灣

師範大學借出訓練場地和郭義雄校長給我們講解「全人發展的理念」，使我們獲益良多。最後，

要多謝的還有理大老師和運動代表隊同學們的籌備。經過這次美好的交流經驗，大家都滿載而歸 

，並且期待著下次交流的學習機會。

      　　　

臺灣運動訓練及文化交流團
Training & Culture Exchange Tour at Taiwan
▓  張芷茵 (羽毛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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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又一年，各理大學生運動員仍一如以往般忙於功課及緊密

的訓練。無論在學業及運動場上，甚至為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迎

接畢業後的挑戰，各同學均感受到壓力，希望這些壓力能轉化為

各同學之推動力。

   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香港大專體育協會舉辦之大專比賽中，

各健兒總共為理大奪得八冠五亞七季五殿，比上年度之單項成績

(三冠七亞八季五殿)為佳。在男女子總團體成績中，理大均為總

亞軍。

   除了在運動場上的佳績之外，我們亦很欣然得悉理大校隊各健

兒之平均GPA(2.79)不比整體理大學生為低。同時，GPA偏低(低於

2.3)的校隊成員，亦比整體理大學生為低。 此外，GPA高於3.5者

卻不少，今年更有兩位健兒在2008/2009 上學期的成績達4.0。相

信理大眾師生，均會為理大運動員在學業及運動場上能夠雙線發

展，並能取得驕人成績而雀躍。

   最後，本人亦藉此機會代表各理大運動員及學生事務處(特別

是體育組)的同事，衷心感謝校方的鼎力支持，相信在新任校長唐

偉章教授、學務長麥福達教授及學生事務總監馮太的領導下，理

大各健兒將會繼續以謙虛的學習心態和包容的團隊精神，於來年

定必能共同「創造卓越」。

回顧與前瞻
Concluding Remarks
陳炳祥博士 ─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事務處體育組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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