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 年度 

第十九屆全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 

日期：7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 

地點：北方民族大學（寧夏．銀川） 

 



全國賽成績報告 

男子團體 

第一階段（分組賽）成績 

分組賽（H 組） 

 蘇州科技學院 北方民族大學 西北民族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2:1 2:1 2:0 H組首名出

線十六強 

分組賽第一場(30/07 上午) 

項目 香港教育學院 比分 蘇州科技學院 

第一單打 鄭朗 21:19 

8:21 

21:11 

李嘉俊 

雙打 劉家瑋 

駱志華 

 7:21 

 7:21 

李嘉俊 

胡華君 

第二單打 羅博民 21:19 

21:19 

陳奕科 

賽果 勝  2:1 負 

 



分組賽第二場(30/07 下午) 

項目 香港教育學院 比分 北方民族大學 

第一單打 黃志諺 22:20 

17:21 

22:24 

陳嵩 

雙打 劉家瑋 

林政逸 

21:10 

21:9 

喻興攀 

崔鑫 

第二單打 羅博民 21:12 

21:11 

陸世曉 

賽果 勝 2:1 負 

分組賽第三場(30/07 晚上) 

項目 香港教育學院 比分 西北民族大學 

第一單打 劉家瑋 21:16 

14:21 

21:18 

謝欽華 

雙打 鄭朗 

林政逸 

21:8 

21:14 

謝欽華 

許禮虎 

第二單打 羅博民 ／ 洪源曉 

賽果 勝 2:0 負 



第二階段（淘汰賽）成績 

第一輪 香港教育學院 0:2 華中農業大學 十六強止步 

淘汰賽第一輪（31/07 中午) 

項目 香港教育學院 比分 華中農業大學 

第一單打 羅博民 14:21 

14:21 

鄧雨蒙 

雙打 鄭朗 

林政逸 

18:21 

18:21 

鄧雨蒙 

韓承宇 

第二單打 劉家瑋 ／ 郭是豪 

賽果 負 0:2 勝 

 

 

 

 

 

 

 

 

 



女子團體 

 

第一階段（分組賽）成績 

 北京大學 成都體育學院 廣州體育學院  

香港教育學院 0:2 1:2 0:2 未能出線 

 

分組賽第一場(30/07 上午) 

項目 香港教育學院 比分 北京大學 

第一單打 梁凱祺 16:21 

18:21 

楊曉婷 

雙打 唐祖兒 

湯明蕙 

21:16 

16:21 

15:21 

柳旭 

劉雪吟 

第二單打 唐祖兒 ／ 柳旭 

賽果 負 0:2 勝 

 

 

 

 



分組賽第二場(30/07 下午) 

項目 香港教育學院 比分 成都體育學院 

第一單打 湯明蕙 21:13 

21:12 

傳晨麟 

雙打 盧可兒 

劉曉欣 

21:15 

15:21 

19:21 

沈智峰 

李嘉雯 

第二單打 梁凱祺 18:21 

19:21 

劉啟曼 

賽果 負 1:2 勝 

分組賽第三場(30/07 晚上) 

項目 香港教育學院 比分 廣州體育學院 

第一單打 盧可兒 18:21 

11:21 

余夢珊 

雙打 唐祖兒 

湯明蕙 

7:21 

14:21 

易雯雯 

溫嘉寓 

第二單打 梁凱祺 ／ 葉鏵蔚 

賽果 負 0:2 勝 

 



個人賽 

 

男單 

謝俊傑 21:15 

21:8 

蘭州理工大學 

李杰 

晉級第二輪 

14:21 

17:21 

香港城市大學 

張浚軒 

未能晉級 

羅博民 13:21 

13:21 

武漢大學 

郭宇 

未能晉級 

 

 

女單 

陳芷晴 6:21 

5:21 

武漢大學 

張璐 

未能晉級 

梁凱祺 18:21 

16:21 

暨南大學 

楊貝怡 

未能晉級 

 

 

 



男雙 

馬頌豪 

黃志諺 

17:21 

12:21 

 

香港中文大學 

鄧文俊/陳廸文 

未能晉級 

鄭朗 

林政逸 

18:21 

21:14 

19:21 

湖南鐵道職業技術

學院 

閔源屹峰/鄧志昊 

未能晉級 

 

女雙 

唐祖兒 

湯明蕙 

10:21 

21:14 

22:20 

武漢大學 

陳薇/李婕 

晉級第二輪 

18:21 

21:14 

21:6 

成都體育學院 

徐蘇/劉啟曼 

晉級第三輪 

21:19 

21:16 

北京科技大學 

曾俐/孫曼杰 

晉級八強 

11:21 

13:21 

北京交通大學 

洪宇坤/張李誼 

八強止步 

獲得第五名 



女雙(續) 

盧可兒 

劉曉欣 

14:21 

4:21 

香港中文大學 

楊曉彤/林雪庭 

未能晉級 

混雙 

駱志華 

湯明蕙 

19:21 

21:8 

21:12 

同濟大學 

吳逸凡/謝雅倩 

晉級第二輪 

21:8 

21:9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管木澤/王玢琦 

晉級第三輪 

19:21 

21:19 

19:21 

中國石油大學 

孫茜/高俊洋 

三十二強止步 

劉家瑋 

唐祖兒 

21:8 

21:7 

河北金額學院 

張桐/李燕 

晉級第二輪 

21:10 

21:5  

上海財經大學 

李東昊/張雅雯 

晉級第三輪 

13:21 

21:8 

14:21 

北京體育大學 

吳序/馮子曉 

三十二強止步 



感想 
梁凱祺 

 

7月28日(Day 1) 

雖然男女隊乘機的時間並不同，但我們早上七時三十分大隊於機場集合。處理一切

登記及寄存行理。是次飛往寧夏比賽，但我們需要轉機及飛機延遲，我們到達寧夏

機場已晚上七時多。我們先到酒店休息，等候男隊來。 

 

7月29日(Day 2) 

由於第一晚的酒店比較貴，因此我們早上再外出尋找另一酒店。下午，我們處理好

各事情後，我們回到球場熱身試場。 

 

7月30日(Day 3) 

團體賽的第一天，這天我們女隊分別於早午晚作賽。而我於團體賽中出戰女單。第

一場比賽表現並不太理想，心理調整有待改進。下午中比賽，比早上好，但發揮仍

不太理想。 

 

7月31日(Day 4) 

女隊團體比賽昨晚已完結，因此我們下午前往球場觀看男隊 16 強團體比賽。並欣

賞其他隊伍精采緊張的賽事。 

 

8月1日(Day 5) 

男女團體賽已畢業，我們在酒店休息及前往球場觀看精采的團體決賽。 

 

8月2日(Day 6) 

單項比賽正式開始，我參加的項

目女單。經過前兩天團體賽發揮

未如理想，心理調整有侍改進。

很開心，雖然比賽輸了，但發揮

不錯，能夠打出水準。 

 

8月3日(Day 7) 

雖然我個人項目已畢業，但仍有

隊友需要比賽，因此我們前往球場支持她們。 

在場外觀看她們比賽，比自己比賽還緊張。每見她們贏了一場比賽，都會為她們高

興。 



8月4日(Day 8) 

最後一天在銀川，我們早上都前往球場觀看隊友8強女雙賽事。下午出席閉幕禮後，

收拾行李準備離開。到達機場後，飛機又延遲了，我們只好在機場等候。 

8月5日(Day 9) 

我們零晨 12 時多才上機，到南京轉機。我們在南京機場進行檢討會。到早上六時

多，機場人流開始多，我們檢討會亦結束，準備下一程機。早上十時多，我們於終

回到香港國際機場。 

 

總結 

作為隊長，為了是次比賽，在賽前作了很

多準備。例如，選拔、安排職位、報名、

訓練…雖然很辛苦，但仍有隊友幫忙。不過

當中亦有不開心的地方。因為所作的安排

會有隊員覺得不合理，例如出席率或單項

比賽項目。而言，作為隊長應以團隊為優

先考慮，因此安排每人參加一單項比賽，

讓更多隊員有機會參加比賽。作出每個決

定並不簡單，亦沒有兩全其美。而在整過

個程中，讓我學會更多。 

 

而比賽，讓我更了解自己的不足。在個人

單打項目中，我印象是深刻。這場比賽雖

然落敗，但能夠打出水準，非常開心。知

道自己的技術不足，望能以體能搭救。但

是次比賽，確讓我非常深刻。最後，我們

當中有一隊友將畢業，因此是次全國賽為

她最後一場代表香港教育學院參加比賽。

所以我們亦為此準備了一個特別的感謝禮，

為她送上一本相冊。  



駱志華 

 

7月28日(Day 1) 

這天是我們香港教育學院出發全國大學生羽毛球賽的日子，早上我們陪伴女子隊到

達機場。在出發我跟女隊長及教練向各隊員作了一個小簡介這天的所有行程及注意

事項，以及檢查他們各人的證件及所需物品。這一整天都是在飛機及不同的機場活

動，因路程遠及時間比較長身體有點疲倦。到達酒店後便稍作檢討會便休息。 

 

7月29日(Day 2) 

第二天我們決定了更換一間比較接近

北方民族大學的酒店居住，以便我們

在日後比賽及休息都更方便。整理過

後我們便到學校體育館，即比賽場地

進行熟習場地及熱身活動，目的為數

天後比賽作準備。接下來我們出席了

開幕禮，今年各學校都比以往派出更

多運動員參與是次比賽，實在令我熱

血沸騰。 

 

7月30日(Day 3) 

這天終於來到正式比賽的日子，接下來共三天都是我們團體的比賽。很遺憾的是，

由於在早前全國賽的賽前練習因私人理由而令出席率不足，繼而不可以參與團體賽

事。雖然有遺憾，但值得開心的事經我們其他隊友的努力，我們有驚無險地在小組

賽中出線，而自己第一次用另一個角色參與賽事，有種特別的感覺。 

 

7月31日(Day 4) 

今天我們仍然要繼續團體賽，雖然最後不幸落敗。但以旁觀者打氣團的角度來看，

對手實力的確在我們之上，而且在穩定性、基本功方面都比我們穩健。我們雖然輸

掉了團體賽，但卻看到我們的優點及缺點。希望這樣有助我們在稍後的個人賽有幫

助吧！ 

 

8月1日(Day 5) 

這天我們沒有什麼活動，因為這天是團體賽的決賽日。我們一些隊友到球場觀看比

賽，亦有隊友選擇在酒店內休息。而我在中午起床後，就到球場觀看了一場賽事，

接著就到酒店附近的地方逛逛街。原來酒店附近是市中心地帶，有不同的美食、市

集、商場等等…… 

 

 



8月2日(Day 6) 

這天是我們單項比賽的第一天，首先進行比賽的是混合雙打項目。而我跟隊友湯明

蕙正正是今天首輪比賽的隊員之一，首場我們對戰同濟大學。同濟大學是近年將羽

毛球成為重點運動項目之一的大學，在賽前我們都非常緊張。幸好我們最後能險勝

對手，並一直取得勝利，期待明天的32強賽。 

 

8月3日(Day 7) 

這天早上我們出戰全國三十二強的混合雙

打賽事，這場的對手為中國石油大學。這

場比賽我們苦戰了三局，而三局都比分都

是二十一比十九，但不幸的是，我們不敵

了對手。雖然我們輸了，但我們都認為其

實我們的發揮都十分不錯，以這樣的表現

相信在下年度應該能獲得更好成績的。同

時很高興我們女隊的女雙能擠身八強，是

本年度我們最好的成績，實在值得高興。 

 

8月4日(Day 8) 

這天我們在銀川當地進行文化交流，我們去了銀川當地的不同地方。當中有當地的

沙雕及大型市集，我發現當地的文化十分特別而且人民都十分熱情。而我亦大膽嘗

試當地的特色食物，羊肉菜式。雖然味道跟香港食到的完全不同，但亦是一個新嘗

試。 

 

 

總結 

是次銀川全國賽可算是自己最深印象的一次比賽，原因是在比賽前因為自己的一些

私事而影響了自己的心情及積極性。令自己無法投入全國賽練習，導致自己未能有

最佳的表現在全國賽中發揮出來。而我在些最想感謝隊中兩位教練，在賽前練習他

們發現我因私事嚴重影響我的表現及狀態，兩位教練均建議我先離開稍作休息一段

時間令自己能收拾心情，再重新投入所有練習。另外在是次比賽中我有遺憾亦有驚

喜，首先遺憾的是自己未能在團體賽中為羽毛球隊比賽，雖然是自己因為出席率不

足而令自己無法參與。但驚喜的是自己第一次成為打氣團是所獲得的另一種體驗，

令我想通了不少一直以來自己未能解答的問題。更令我驚喜的是香港教育學院羽毛

球隊終於嚴厲執行隊內定下的規則及罰則，雖然受罰的是自己，但卻開心羽毛球隊

有明顯的改善。我在新一年依舊會為羽毛球隊效力，希望今年所帶來的突破會能夠

持續下去，並不是「三分鐘熱度」。希望來年自己和羽毛球隊都能更進一步。  



劉曉欣 

 

7月28日(Day 1) 

第一日到銀川的感受不多，因為大部份時間都在飛機上或機場裏渡過。在機上，我

們開展了我們的普通話旅程，也算是從那時開始我們跟內地整個文化交流吧。雖然

今天大部份的時間也在等待，但這就給我們機會跟其他本地大學交流。 

 

7月29日(Day 2) 

第二天， 我們有機會去感受比賽場地

和比賽用球。比賽場地的外觀很漂亮，

內裡的環境也不俗，尚算整潔。可是，

可能由於銀川的地勢較高，令我們用比

賽用球時，較容易出界。 

 

 

7月30日(Day 3) 

第三日，行程非常豐富，我們幾乎從早到晚都在體育館渡過。清晨，先有開幕禮，

讓我們認識了我們的志願者。開幕式後，早午晚，我們也有團體的賽事。遺憾的是，

在下午，我在雙打賽中可算是因未能做得好壓力管理而戰敗。 

 

7月31日(Day 4) 

第四天，我結伴了 3名隊友去觀光。我們這組合很特別，因我們很少以這組合去參

與娛樂活動。我們去了西夏王陵，西部影城，杞子採摘園和去看賀蘭山岩畫。 

 

8月1日(Day 5) 

第五天，我和我的雙打伙伴也沒有賽事，所以看了早上隊友的賽事和跟他們打氣後，

便回酒店休息，預備我們明天的比賽了。這晚，我吃了手抓餅，挺滿足的。 

 

8月2日(Day 6) 

第六天，終於到打個人項目打雙打的日子。不知是好是壞，我們的對手是中文大學。

第一局，我們發揮得不錯。但第二局，可能對手開始掌握我們的打法和我們的意志

開始消沉，結果以大比數戰敗。 

 

8月3日(Day 7) 

第七天，我沒有比賽。而美好的是我們隊另一隊女子雙打進了 16 強。我們到場為

她們打氣。她們十分厲害，氣勢亦十分強勁，最終她們在晚上的賽事進了 8強。 

 

 



8月4日(Day 8) 

第八天，早上，我們全隊總動員到場支持我們的女雙隊伍。雖然她們輸了，但是她

們也打得不錯，看見她們沒有放棄過每一分。 

 

8月5日(Day 9) 

第九天，回香港，又是在飛機和機場渡過的日子。那夜凌晨，我們全隊在機場一起

檢討整個行程的好與可改善之處和展望將來，感覺不錯。 

 

總結 

去完這旅程，我學到的不單是羽毛球場上的技能、壓力管理、情緒管理、還有訓練

到我的領導才能和說話技巧。 

 

在旅途中，我是負責安排回程，需要準

備和處理的甚多，而自己亦是第一次作

這類任務。為了令隊友間了解更多，相

處更融洽，我在飛機座位安排上作出一

個新和挺有趣的措施，就是隨機地安排

座位，讓大家有機會跟與自己較少溝通

的隊友坐，從而加強了解度。結果這安

排挺算順利但成效上，由於只實行了一

次，所以在這階段談成效有點言之過早。

希望日後，可在其他活動上再作相似安

排再檢討成效。  



黃志諺 

 

7 月 28日(DAY 1) 

今天是出發飛往銀川的日子，想不到甫出發就遇上困境。我們男隊和女隊是不同航

班出發，女隊們順利出發了，我們男隊的航機卻一再延遲，在機場一直由早上十一

時多等到下午二時，而且因為延誤而導致我們轉機的時候趕得焦頭爛額，還一度以

為上錯了飛機。幸好幾經波折，總算抵達了銀川及舒適地休息了。 

 

 

7 月 29日(DAY 2) 

今天完全是忙了一整天！先是由於大學宿舍出了問題而要尋找住處，之後在辦理比

賽手續時又遇上無理要求耽誤了不少。在順利解決了一連串問題後，又要趕回原酒

店退房及轉至新酒店安頓一切，之後還要抓緊時間回體育館試場及出席領隊會議。

又熱又累，幸好最後有一頓大餐慰勞，今天的辛苦總算煙消雲散。明天團體戰開始，

加油！ 

 

 

7 月 30日(DAY 3) 

今天是全國賽開幕式，這一刻才真正感覺到自己要

開始比賽了。開幕式之後便是團體比賽，男女子今

天都要連續進行三場比賽，我們男團在第一場苦戰

同組最強對手，不過在各隊友的強力加油打氣聲中，

我們取勝了！最終我們在今天的比賽中取得了全

勝並得到小組首名的出線資格。不過，下午自己的

單打比賽中，雖然發揮感覺還算不錯還是落敗了，

令我不禁要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是否還應該繼續堅

持單打的想法。 

 

 

7 月 31日(DAY 4) 

今天上午沒有比賽，而男團下午要應付十六強的賽事。我在上午陪韓 sir 前往體育

館處理比賽事宜後，回房打算小休一會後才出發前往體育館為比賽隊員打氣，想不

到竟然大意得忘了設定鬧鐘，害大家以為我失蹤了，其實我只是在房中睡得一塌糊

塗，真是太大意了！最後，男隊在激戰之下十六強不敵對手而出局，也代表我們今

年的團體賽完結了。雖然可惜，不過對手明顯是比我們強，我們只好明年再努力。 

 

 

 



8 月 1日(DAY 5) 

今天是團體賽的決賽日，雖然我們不需比賽，我還是一大早和幾位隊友前往了體育

館觀賽。看著香港其他院校的朋友在場上力壓內地的院校選手，心中不免一陣激動，

令同樣來自香港的我也好像沾光了一樣。不過，同時心中不禁反問自己，為什麼別

人能夠在全國賽得到如此成績而自己只能在觀眾席上觀戰打氣，明明在香港比賽時

雖比不上對方的水平也不只於相距甚遠吧。真的要好好審視自己比賽的心態。 

 

 

8 月 2日(DAY 6) 

今天開始個人單項比賽，今年不同往年，參加了男子雙打項目，而且第一場的對手

是同樣來自香港的中文大學的選手。雖然賽前的練習熱身感覺不錯，但當真正地親

身下場後卻又不是那麼一回事。呵，雙打的技術一般般，單打又無法突破瓶頸，我

應該要怎麼做呢？ 

 

 

8 月 3日(DAY 7) 

又成為觀眾席上的一員，雖然不甘心，

不過我仍有我的任務，就是為了仍在

場上比賽打拚的隊友們加油打氣。沒

錯，教院羽毛球隊平時好像不怎麼融

洽，但至少在比賽時的表現絕對是絕

頂的團結，那種感覺就像所有人都是

站在場上比賽一樣。當湯明蕙和唐祖

兒她們成功打進了全國八強時，我相

信全部人都有一刻是尤如自己勝出了

比賽般的喜悅，我相信一定是的。 

 

 

8 月 4日(DAY 8) 

全國賽的最後一天，在早上為女雙八強的賽事加油後，我們抓緊了僅剩留在銀川的

半天時間，前往酒店附近的商場盡情遊玩。在傍晚時份，我們搭乘大學提供的專車

前往機場，車途上，我看了一會銀川市的景色，大概，除非還有下一次全國賽在這

裡舉辦，不然我也很大機會不會踏足這裡吧！所以，再見了，銀川。呵，接下來又

是一段漫長而辛苦的航程了！ 

 

 

 

 



 

總結 

第二次參加全國賽了，去年對自己許下的諾言，感覺好像都沒有達到。今年比起去

年參加得更少比賽，但感覺上參與度並不比去年低，可能是今年知道自己要接任隊

長的位置，不自覺地把許多事都留上了心，不像去年只是一個隊員的心態，也算是

一個心態上的轉變吧。 

 

至於比賽上，其實我很清楚自己還是老問題，說真的，輸了比賽不是最不開心的事，

輸給甚麼對手我亦不在意，我討厭的是感覺自己還可以做得更好，而更令我討厭的

是我明知有這種想法只會令自己發揮得更差卻無法消除。每場比賽對我而言都應該

是必須拚盡的一場，卻好像輕描淡寫地輸了，我不知看這場比賽的其他人有沒有這

種想法，但我很清楚自己有，而我不甘心自己打這樣的比賽，但我好像找不到解決

的方法。其實我也在想自己是不是太過於糾結在這個問題上了，或許放開一點會令

自己更好點。 

 

不過，不管如何，每次的全國賽回憶都是獨一無二的，不管是開心的、興奮的、憤

怒的、不甘的，都是回憶的一部份，雖然今年的陣容不復再見了，不過在銀川比賽

的片段、在遊樂場瘋狂打機的時光，都會一直在心中。謝謝教院羽毛球隊。  



唐祖兒 

 

7月28日(Day 1) 

由於男女子隊分開了前往銀川， 而女子隊先到達， 故到達後很多事女子隊都要自

行決定、解決， 而住宿方面的問題最繁複， 幸慶我們都意見一致， 共同作決定。 

 

7月29日(Day 2) 

大半天也在為住宿的問題煩惱， 因為學校附近較好的賓館，甚至酒店都滿額了，

較遠的也較貴，在大家都不知該如何是好時，我覺得把一切交給教練，我們盡自己

的本份，盡快適應比賽的場地好了。 

 

7月30日(Day 3) 

正式開始比賽了，可惜男女隊分開不同場館比賽，沒法替對方打氣。同時間比賽能

看到同一組的其他隊伍，雖然我們那一組每一隊都很強，但整天下來三場比賽，大

家都發揮得比去年出色，非常高興！ 

 

7月31日(Day 4) 

雖然女子隊未能晉級，但男子隊

晉級了，還好他們的比賽在下午

進行，讓大家都能先好好休息一

晚，以最好的狀態比賽和打氣。

比賽過程中，再次感到大家很團

結，一致的打氣聲，令氣氛很高

漲。 

 

8月1日(Day 5) 

男女子都完成了團體賽的項目，而距離個人賽開始還有一天，趁著這機會，有的人

到了著名的地方觀光，而我當然在這天到球場觀看四強的賽事，看到別人細膩的技

術，火箭般的速度，發現自己的確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8月2日(Day 6) 

個人賽正式開始，先是混雙的比賽，早午晚打了三場，最深刻的是晚上的一場，在

先輸一局的情況下，第二局對方改變了打法，竟是我最強的打法，於是第二局以大

比數反勝了，最後一局我學到的很多，對方再次改變打法，成功把我們拉開了再進

攻，他們能改變，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8月3日(Day 7) 

個人項目女雙開始，早上和下午的比賽中都發揮得不好，兩場都是在先輸一局的情

況下後追一局，入局很慢。晚上的比賽，是十六強進入八強的賽事，幸好，超水準

發揮順利以兩局取勝！ 

 

 

8月4日(Day 8) 

晉身八強後，今天早上再次比賽，對手明顯比我

們強，而且兩位對手都是左手，令我更不適應，

結果很快便輸了。下午參加了閉幕禮後，回酒店

休息了一會後便出發回港。 

 

總結 

最後一年的全國賽。參加了數年，所以很清楚不

同對手的水平，只希望能以成績證明自己與他們

的水平接近了，所謂的成績不是什麼獎項，而是

能發揮得最好。 

 

過程中最深刻的是單項女雙，很清楚能在場上比

賽的機會不多了，故從第一場起就很盡力很珍惜，

不敢多想，只想著要打好眼前這一場。記得進入

十六強後，在觀眾席上觀看下一場的對手比賽，

當下覺得對手很強，進攻有力又快，但很神奇，

在比賽的一刻沒有半點害怕，每贏一球，與拍檔

的叫喊、拍手令我們氣勢大增，縱使比數很接近，

但我們的目標一致，贏！最後順利以兩局取下，

這熱血沸騰的感覺是我大專生涯最深刻的。  



劉家瑋 

 

7月28日(Day 1) 

今天是我們全國

賽的第一天，整

天都在飛機上渡

過，亦因為飛機

的延遲令我們晚

上十二點才到達

銀川，開過會後

便睡了。 

 

7月29日(Day 2) 

今天早上洗過澡

後便前往北方民

族大學的體育館

進行試場，場地

比想像中大風及

光。試場過後我

們便轉到七天酒店入住。 

 

7月30日(Day 3) 

今天是團體賽第一天，頭場夥拍駱志華打雙打，對手是蘇州科技大學。第二場夥拍

林政逸，對手是北方民族大學。第三場打單打，對手是西北民族大學。最後我們小

組全勝出線十六強。 

 

7月31日(Day 4) 

今天是男子團體賽十六強賽事，對手是華中農業大學，我是第二單打但我們輸了第

一單和第一雙，所以沒有機會比賽。接下來我們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8月1日(Day 5) 

今天是團體賽最後一天，由於我們的男女子隊都出局了，所以不用比賽。但我跟一

些隊友都前往球場看其他隊伍的比賽，包括其他香港的大學。 

 

8月2日(Day 6) 

今天是個人賽的第一天，早午晚也有賽事，而我只參加了混雙項目。最後在晚上的

三十二強賽事中輸了給北京體育大學。 

 



8月3日(Day 7) 

今天是第二天的個人項目比賽，我校只有女雙的賽事未落敗，我們其他的隊友都有

到場支持他們，結果唐祖兒及湯明蕙進入了八強。 

 

8月4日(Day 8) 

今天是最後一天比賽也是我們回港的時候。早上看女雙的賽事，不幸地落敗後，我

們便前往其他的地方作文化交流活動。並準備晚上坐飛機回港。 

 

總結 

今年是我第二年的全國賽比賽，要對比上年的話，今年的緊張感沒上年的大，可能

是自己有了上年的經驗所以已經做了一些自我調整，但自己仍然有不足。 

 

在第一埸的團體賽雙打中，由於場地的燈光加上丟的影響，自己未能即時做出一些

調節，在發揮得非常差的情況下便輸了，幸有隊友的幫助下團體第一場才能勝出。

第二場也是雙打賽事，一來對手不強，二來已經開始習慣場地的特性，所以輕鬆取

勝。第三場團體賽事中，我自己是第一單的球員，由於未曾於全國賽中出戰單打，

亦知道國內的球員單打能力強，自己也曾經有些擔心，不過該賽事幸得韓教練在旁

提點，自己亦發揮到自己的六成水準，雖然第二局打法有點急進，但第三局作出調

整後便勝出比賽，這場單打自己也是覺得表現滿意的。 

 

最後，在個人項目的混雙中，頭兩場賽事的

對手實力不強，我和祖兒輕鬆取勝。第三場

的賽事，事前我已經知道對手的男子球員是

上年單打的四號種子球員，所以一定不是一

場輕易的比賽，我亦沒有說給祖兒知道，為

免了不必要的緊張產生。我們先輸了一局之

後，第二局比賽控制了對手的前場來打，追

回一局。佐第三局開始，對方男子球員知道

我的能力比他弱，所以轉了打法，而我們的

失球也開始變多，最後第三局落敗了。今年

全國賽的比賽，令我更加確切的明白，能力

不足也不是主要輸球的原因，最重要是控制

節奏，自己入局的時間和失誤率，這幾方面

做得好的話，是能夠收窄能力上差距，當然，

能力都不能相差太遠。  



湯明蕙 

 

7月28日(Day 1) 

今天是出發的日子，因為要乘坐九時三十五分的航班到上海，我們於七時三十分便

要到達香港國際機場集合，於一時到達上海機場，再於四時多登上飛機前往寧夏銀

川，於晚上八時多到達目的地銀川。 

 

7月29日(Day 2) 

今天主要是到場館試場及作隊伍檢錄。我們於早上十一時到場館檢錄，然後到附近

的餐廳享用午餐後便回場館準備熱身試場，熟悉場地燈光，然後吃晚飯便回酒店休

息，準備明天的團體賽。 

 

7月30日(Day 3) 

今天是團體賽的第一天，第一場比賽的對手是北京大學，大分輸 0：2。第二場比

賽的對手是成都體育學院，大分輸 1：2。第三場比賽的對手是廣州體育學院，大

分輸 0：2。三場比賽也輸了，因此小組不能出線。 

 

7月31日(Day 4) 

因為昨天團體比賽輸了，今天沒有比賽可以休息一天。而男子團體小組出線了，因

此便到場館支持他們比賽。所有比賽完結後便回酒店，開會作比賽總結後便休息

了。 

 

8月1日(Day 5) 

今天沒有任何比賽，在酒店休息到下午後，便到場館作簡單練習，準備明天的單項

比賽。我們練習到晚上大約八時多便回酒店了。 

 

8月2日(Day 6) 

今天是單項比賽的第一天。而我的項目是混雙，早上八時半便要進行比賽。然後是

下午兩時半進行第二場混雙比賽，再之後是晚上七時半進行第三場比賽。因第三場

比賽輸了，便回酒店休息。 

 

8月3日(Day 7) 

今天進行女雙比賽，同樣是早上八時半，

一直打到晚上才完結比賽。因晚上的比

賽也贏了，因此與教練商討明天的比賽

及調整心態後便休息。 

 

 



8月4日(Day 8) 

早上七時多便到達場館準備比賽，八時半便開始比賽。最後都輸了，但慶幸有了第

五名的成績。比賽後便到附近商場逛了逛，晚上八時多便到機場等候十一時多的航

班往南京，在南京機場等到早上七時多的航班回香港，十時多便到達香港，結束八

天的全國賽旅程。 

 

總結 

經過這八天的全國賽旅程，當中的經歷，無論場內場外，均令我獲益良多。在這次

的全國賽中，很慶幸地能拿到單項女雙第五名。而這個第五名亦教懂了我很多東西。

因我從少由重點青年軍訓練，其訓練模式較有系統，但也較為單一，常練習固定路

線及步法，令我比賽時也出現類似問題。但於這次的比賽，我學習到於比賽場上因

應不同對手的打法而改變應對戰術是非常重要，也是致勝關鍵。若打不同的對手都

採用同一種戰術，並不能在場上作出最好的發揮。因此，我認為個人技術、體能等

固然重要，但場上心態的調整和拿捏卻是令我可以冷靜分析和應對不同打法的對手，

從而去取勝。另外，關於心態上的進步，也是今次全國賽的收穫。我的得著是，即

使比賽前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到了比賽場上，也要集中在比賽上，不能因其

他外在因素而影響比賽，尤其是雙打比賽，個人的情緒也會影響到拍擋的心情以至

發揮，這是不應該的。更重要是，這次比賽是代表學校，並以學校名義參賽，有責

任打好每一場比賽，更要為自己學校增光。因此，因應不同對手而改變戰術和心態

調整是我於此次全國賽的領悟。  



鄭朗 

 

7月28日(Day 1) 

由於女隊先乘搭早一班次的航班，我們於早七時三十分在機場集合。可是男隊的航

班延誤至下午二時，已經讓我有些煩厭。而整日就幾乎花上所有的時間在飛機上，

轉機的過程又是匆匆忙忙，到達酒店後經已零時時分，整個人身心疲累，完成檢討

會後便立刻入睡了。 

 

7月29日(Day 2) 

我今天被安排為今天的負責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壓力，在一眾人面前要作決定，

好像是安排旅館，報名手續，還有試場時間等，總算不過不失地完成整日的工作。

另外，踏入場館的一刻，自己就好像進入了比賽模樣，充滿幹勁，迎接明天的團體

賽。 

 

7月30日(Day 3) 

團體賽正式開始了，第一場比賽便

要擔任第一單打，由於對手的實力

始終略勝一籌，整局都被帶著走，

幸好最後能夠控制節奏，反勝 21：

19，最後亦憑著第三局穩定發揮，

在第一次的全國賽中取得勝利。最

不幸莫過於在比賽期間扭傷，在餘

下的比賽只能參加雙打賽事。 

 

7月31日(Day 4) 

我們以小組首名的姿態進入十六強，由於對手實力比我們稍勝，自己又只能以雙打

出賽，結果與自己預期的差不多，在雙打中敗陣下來，大分 0：2 敗陣出局。即使

是輸了這一場雙打，經過檢討後已經找出改善的地方，令我更期待個人賽事。 

 

8月1日(Day 5) 

今天已經沒有團體賽事應付，所以比前幾天遲起床，而之後便打算到場館練習，以

準備個人賽事。到達場館後團體賽事已經到達決賽階段，氣氛比之前更好，又可以

觀摩高水平賽事，實在讓自己興奮。 

 



8月2日(Day 6) 

早上便要應付個人賽事，而自己代表的項目是雙打。經過幾天的調整後，已經準備

好出賽，自己亦感覺狀態良好，的確在比賽中有著出色的發揮，與拍檔互相配合，

並在落後一局下扳回一城，只是最後在第三局尾中太過緊張，最終未能取勝，不過

是整年發揮最好的一場。 

 

8月3日(Day 7) 

今天開始，全國賽可以說是告一段落，自己經沒有比賽應付，所以在上午四周逛逛，

認識一下城市，下午便到場館觀看賽事。其中一場男子單打令我最為深刻，令我深

深體會到自己在能力上與大陸其他學校選手差得遠。 

 

8月4日(Day 8) 

今天一早便到達球場支持我隊的女子雙打。她們克服了好幾對強敵才進入八強，實

在不容易，即使在這場比賽落敗，能夠有這個成績實在不容易。我們在餘下的時間

逛逛後便收拾到機場去，離開銀川。 

 

 

總結 

經過選拔後的訓練，坦白說自己對

今次的全國賽沒有太大的期望，一

方面是因為自己的狀態沒有提升

之餘反而下跌，另一方面是基於自

己的雙打在打發上沒有新的突破，

自己都沒有信心來迎接比賽。 

 

儘管未能在最好的狀態下比賽，卻

有意外的驚喜。還記得在團體賽事

中，當進入場館的一刻，自己就充

滿信心，另外心理質素又能保持，最終能夠反勝，贏出首場單打。而雙打方面，在

某一次練習中，為了控制球速的關係，出奇地找到了互相配合的打法，亦在個人賽

事中成功地發揮，即使在第一場敗陣，自己完全沒有氣餒，反而為自己的表現歡喜，

盼望來年亦繼續好表現，在大專賽事裏保持水平。  



林政逸 

 

7月28日(Day 1) 

第一年的全國賽由今天開始，通勝說今天宜坐飛機，因此我稱今天為機場觀賞日，

首先由香港國際機場到達無錫機場再到西安機場，最後終於到達目的地--銀川。 

 

7月29日(Day 2) 

今天是問題日，住宿問題，交通問題，飲食問題，場地問題，天氣問題，通通都要

今天內熟習，豐富的晚餐和賽前會議，為明天的團體比賽作最後的準備，教院加油。 

 

7月30日(Day 3) 

團體比賽的第一天，第一次感受

到全國賽的熱鬧，心情又興奮又

緊張。今天踏足比賽場地的感覺

與昨天相比大有不同，踏入場館

的一剎那，緊張感自動上升，心

情更加澎湃。經過我們早午晚的

一番苦戰後，男子隊出線晉級十

六強，明日再戰。 

 

7月31日(Day 4) 

團體比賽的第二天，十六進八的賽事，我在雙打賽事中未能把握機會，使得男團未

能再晉級，但在賽事中重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對自己更適合的打法。 

 

8月1日(Day 5) 

今天是我與祖兒師姐的負責日，雖然今天的主要活動是文化交流，但亦令我學習到

如何有效管理一個隊伍。 

 

8月2日(Day 6) 

今天開始個人的賽事，經過團體賽事，場地開始熟習，狀態也調整過。一開始還有

信心能晉級，但最後第一圈便出局了，心裡有點不甘，亦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8月3日(Day 7) 

我的全部賽事都完結了，心中仍有點不爽。但其他隊員還有比賽，當然要去觀看比

賽支持他們，教院加油。 

 

 

 



8月4日(Day 8) 

最後一天的銀川之旅，早上看比賽，下午文化交流，晚上檢討會議，悠閒的結束了

今次的全國賽。 

 

 

總結 

今年的全國賽令我學會了幾件事情，吸取了更多的經驗，得以在球技上進步和待人

接物上有所改善。 

 

首先在球技上，我找到了更適合並能運用自己特點的打法，使我能在球技上進步。 

其次在時間管理方面，因比賽時間各有不同，我們需要自己預留熱身時間和在比賽

與比賽之間的休息要拿捏得恰當。 

 

最後待人接物上，我是一個比較被動的人，在今次全國賽我與其他隊員的互動增加

了，與隊員之間的友誼亦因此而加深。  



羅博民 

 

7月28日(Day 1) 

經過十多小時的機程，千辛萬苦，終於到達銀川。在晚上十點多，到達酒店，地方

比我預期中好得多。 

 

7月29日(Day 2) 

由於酒店價錢問題，我們選擇了其他酒店。另外，我們搬酒店後，亦到了比賽場地

練習，為今屆全國賽作最後準備。 

 

 

 

 

7月30日(Day 3) 

全國賽正式開始！男、女子隊都為團

體賽拼命地比賽。男團經過早、午、

晚，三場激烈的小組賽後，成功以首

名出線，擠身十六強。 

 

 

 

 

 

 

7月31日(Day 4) 

吃過早餐後，男隊於下午到達副館比

賽。不過，可惜地，男隊不敵強敵，

團體賽亦宣告完結。唯有寄望於個人

單項比賽。 

 

 

 

 

 

8月1日(Day 5) 

有些隊友到達當地作文化交流，有些隊友選擇在酒店休息，為明天的個人單項比賽

作好身、心理上的準備。 

 



8月2日(Day 6) 

個人單項比賽開始！我參加的單項比賽是男單。雖然我盡力地，拼命地比賽，但都

不敵對手。其後，到其他場區與隊友們打氣。 

 

8月3日(Day 7) 

我們的混雙及女雙晉級，所以仍有個人單項比賽。其他不需比賽的隊員仍落力地為

場內的隊友們熱烈地拍掌，支持他們。 

 

8月4日(Day 8) 

我們的女雙組合經過多番

激烈的比賽後，成功進入

了八強。相信她們對自己

的表現都十分滿意。有是

次成績，令我想起她們事

前為比賽努力，在場內堅

持的畫面，值得我們借鏡，

學習。晚上，準備回港。 

 

8月5日(Day 9) 

於南京機場等待飛機，我

們亦有協討及分享會，讓

大家盡訴心中情。早上十

點多，終於回到香港，是

次全國賽亦宣告告一段

落。 

 

總結 

今年是我第三次參加中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感覺上，自己在場內的處理比以前

有所改進，耐性及處理比賽壓力的能力齊有所提升。最深刻的是男子團體賽的第一

場，我放在尾場的單打，團體賽能否首名出線都落在這場的勝負上。我頓時覺得壓

力十分大，而且比賽期間不時緊張得手震起來，所以難以入局及發揮自己。不過，

幸運地，有韓教練及隊友們無限的支持。雖然我自己站在場上，但聽到隊友們大叫：

「好波，加油呀！」，「IED, IED, IED！」等……我知道，比賽時，我絕非孤身作戰，

這些無形的窩心熱血的鼓勵，支持，已經蓋過那壓力，最後取勝。此場比賽，令我

明白，其實自己都有能力，只是不相信自己。感恩有教練及一班好隊友在場內給我

鼓勵，而且在日常刻苦訓練上都互相交流，互相支持，才有今天的我。 

明年，是我最後一次參加全國賽了。我希望我為自己所訂立的目標能完成。羽毛球

隊的隊友們，就讓我們再創佳績，再創奇蹟！  



馬頌豪 

 

7月28日(Day 1) 

今天從香港出發到銀川，預定十時多的航班在多次延誤後，差點趕不上到無錫轉乘

另一班航班，最後終於在十多個小時後到達銀川。 

 

7月29日(Day 2) 

今天的行程主要是報到檢錄及試場熱身，十一時到達場館登記後，再在附近吃過午

餐後，就到場地熱身，嘗試適應一下新場地。 

 

7月30日(Day 3) 

今天是團體賽的第一天，雖未能出場比賽，

但仍每場也到場支持隊友及協助錄影，學

習當一個團體的支持者，所幸小組對手不

太強，成功出線。 

 

7月31日(Day 4) 

今天進行男子團體次輪的賽事，對手水平

有明顯提升，女子隊賽事完結後也一同到

場支持，可惜最後不敵，男子隊於十六強

止步。 

 

8月1日(Day 5) 

今天是最悠閒的一天，沒有任何比賽，隊

友可自行選擇外出交流，或留在酒店休息，

我選擇了留下為明天的個人賽準備。 

 

8月2日(Day 6) 

今天是個人賽的第一天，我的男雙組合的

第一場對手是來自中文大學的同學，其中

一位更是自小相識，有點失望，最後首圈

出局。 

 

8月3日(Day 7) 

今天是個人賽的第二天，出線的隊友不太多，當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我們的女雙組

合，她們確實發揮了很不錯的水平，一直力壓對手。 

 

 



8月4日(Day 8) 

個人賽的第三天，我們隊就只剩下成功晉級 8強的女雙須要作賽，惜最後不敵，但

也獲得第五名的成績，值得鼓勵。 

總結 

這次參加全國賽，雖然正式作賽的機會並不太多，但通過和其他內地同學打友誼賽

和觀察，實在令我大開眼界，且對羽毛球，特別是雙打有了很多的領悟。其中要說

內地的球手大多都能在關鍵時刻，或大部分時間都能壓制住香港的球手，其主要原

因是內地球手的良好身體素質與堅韌的意志力，冶鐵出香港球手比不上的對抗性與

耐打性，內地球手即使在起手被壓制、被控制、被動、防守失位，以至左支右拙的

情況下，最少仍能保持一定的來回球數才輸掉一分，即使香港球手能把握機會拿下

一分，仍然要付出相對較多的體力與精神力，比賽時刻一長，此消彼長的消耗之下，

內地球手往往能扳回劣勢，追回落後的分數或局數，十分精彩。我會說這是內地打

球的風格甚至是風采，內地人較能吃苦的特質也同時體現於羽毛球的賽場之上，除

了令我反思我的比賽表現與

訓練方式外，也提醒我一再

審視自己的人生態度。  



盧可兒 

 

7月28日(Day 1) 

今天是出發到銀川的日子。女子隊在早上九時多率先出發往上海，到達上海再轉機

至銀川。我們大約在晚上八時到達銀川，由於考慮到宿舍的環境，所以我們跟隨其

他香港的大學住在國貿新天地大酒店。晚上十二時多，男子隊終於抵達酒店，在講

述第二天的行程後，便休息了。 

7月29日(Day 2) 

因為我們在討論後決定入住 7天連鎖酒店的懷遠西路店，所以我們在辦理入住手續

後才匆匆趕往比賽場地進行練習。我們在練習後打算走路回酒店，但路程實在太遠，

所以我們在途中前往餐廳吃晚飯和稍作休息。我們大概花了一個小時走路回酒店， 

交通實在是首要解決的問題。 

7月30日(Day 3) 

今天是團體賽的第一天。北京大學、廣州

體育學院、成都體育學院和我們女子隊會

進行小組賽。我參與了和成都體育學院進

行的雙打賽事，以及和廣州體育學院進行

的單打賽事。我認為兩場比賽都有不錯的

表現，但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7月31日(Day 4) 

由於女子隊不能在小組賽出線，所以不用參與今天的比賽。另外，男子隊會在下午

比賽，所以我們都前往支持。雖然最後男子隊落敗了，但他們的表現還是很精彩。 

8月1日(Day 5) 

男子隊和女子隊今天都沒有比賽，我們有一部分人選擇了旅行，有人選擇到場館練

習，也有選擇休息。我選擇了旅行，參觀了西夏王陵、西部影城、枸杞園和賀蘭山

岩畫。 

8月2日(Day 6) 

今天是個人單項比賽的開始。雖然女子雙打的比賽在 8月 3日才開始，但我也有到

場支持隊友。我在下午便回酒店休息，為明天的比賽作準備。 

8月3日(Day 7) 

今天早上進行了女子雙打的比賽。我和劉曉欣面對中文大學的對手，雖然最後落敗

了，但我們已經盡力。之後我們回到酒店稍作休息，晚上再觀看其他隊友比賽。 



8月4日(Day 8) 

所有隊友的賽事在早上都結束了，所以我們在下午前往附近的商場參觀。最後，我

們在下午四時多乘車往機場離開銀川。 

總結 

這次旅程雖然辛苦，但卻有它的價值。前往銀川需要在中途轉機，而且航班經常延

誤，往往要浪費一整天才能到達銀川。不論在機場等候航班，還是乘坐凌晨的飛機，

也會消耗我們的精神，所以這次旅程實在談不上舒適。 

 

另外，銀川的生活環境和香港不同，沒有香港那麼衛生，也沒有香港那麼方便。儘

管我們不習慣銀川的生活環境，但這次旅程依然是一次寶貴的經歷，我相信來銀川

作文化交流真的很難得。 

 

除此之外，這次的比賽也是寶貴的經驗，我們也有不少得着。在今次比賽，我了解

到自己的不足，尤其在情緒控制方面。我很容易受外在環境影響，導致自己不能完

全發揮所有的能力，我在未來會努力改善，期望會有所進步。 

 

最後，我要感謝大家的照顧，特別是韓教練和我的同房隊友陳芷晴。  



謝俊傑 

 

7月28日(Day 1) 

期待已久的全國賽終於出發了，首先我們要到無錫轉

機，再到達銀川。由於我們太夜了，被迫更改居住地

方。到達後即時有專車到酒店，環境很好。安排得很

好，天氣也非常舒服，比我們想像中的不同。 

 

7月29日(Day 2) 

這天的目的是熟習場地，因為內地比賽都會用比賽用

地，香港的只是木板地，所以我們需要時間去習慣。

而且在練習期間，更可以與其他學校打友誼場，這是

很難得的機會。 

 

7月30日(Day 3) 

終於是開幕典禮的日子，這個場景雖然在之前已經目睹過，

但這次全國賽多達 90 多間院校參加，非常宏偉。再次反省

多謝香港教育學院令我有機會參與這個比賽。 

 

7月31日(Day 4) 

 今天是第二天的比賽日子，是排名賽的賽程。在這天因

為賽程並不緊密，所以有更多時間觀賞比賽，獲益良多。 

 

8月1日(Day 5) 

由於今天不用比賽，我們部分同學爭取時間出

發到銀川的著名景點觀賞一下。我們跟隨了本

地旅行團去了一天旅遊。首先是西夏皇陵，再

到西北部影城，再到銀川最著名的名產－杞子

園參觀一下，並購買了很多地道的手信，那些

是在香港買不到的。最後更到了賀蘭山岩畫，

其中更難得地見到很多岩羊，據說不是經常見

到的，真是一個不錯的 

增 廣 見 聞

了。 

 

 

 

 



8月2日(Day 6) 

今天是個人賽的開始，在這裡有很特別的氣氛，就是我們香港的學校，不但會支持

自己學校，更會支持其他香港的學校，這感覺是很難得的！這種感覺很好，就像香

港人永遠是支持香港人的。 

 

8月3日(Day 7) 

今天個人賽的賽程已進行到 32 強了，不少香港的選手都進入了。我們也替他們一

起加油。在我們學校，也有一隊女子雙打晉級了。由於個人比較喜愛攝影，也努力

去捕捉選手們的英姿，所以是比較忙碌的一天。 

 

8月4日(Day 8) 

今天是我們回港的日子了，雖然只有一星期，我們也有依依不捨的感覺。銀川的環

境的確不如香港，但我們還是懷念。過去多天的點滴，令我反省到身於香港的幸福，

好好珍惜現有的資源。 

 

8月5日(Day 9) 

我們的終於到達香港機場，經過南京轉機後，及機場過夜，整個人都已經筋疲力盡。

在回到家的同時，感受到我們的幸福，再次感恩。 

 

總結 

首先很感謝香港教育學院令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第十九屆全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

賽》，而且我已經是第三年參加了，非常愉快。由於這次比賽前經過重重困難才能

夠成行，所以亦非常感謝韓政龍教練，因為沒有他的帶領，我們並不能夠參加比賽。 

 

另外在這次比賽深深感受到的是香港學校隊伍的氣氛，大家不但支持自己的學校，

而且還會支持其他香港學校的隊伍，這種感覺十分好。正如香港人是支持香港人的，

這種氣氛真的非常良好，非筆墨可以形容。 

 

經過了這麼多年讀書生涯，亦參加了羽毛球隊有六七年了。明年終於是最後一年了，

在自己決定下，因為要為將來著想，開始要努力為將來打算，感謝香港教育學院羽

毛球隊多年的照顧，祝大家將來會更進一步，師弟妹們取得更好的成績。IEd USH！  



陳芷晴 

 

 

7月28日(Day 1) 

期待已久的一天終於到了，早上七時半，

教練和隊員們準時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

我們開了一個很短的會議後，男女隊員分

別上飛機並開始展開這個全國賽的旅程。

經過一輪波折後，晚上十二時全體到達酒

店。 

 

 

7月29日(Day 2) 

這天中午，我們到了比賽場館視察環境並為明天展開的比賽作準備。雖然練習的時

間很少，但我們都爭取寶貴的時間努力練習，並希望可以在短時間內熟習場地。 

 

7月30日(Day 3) 

我對於這天有特別深的感受，因為這天其中一位負責人是自己，而且早上九時我們

要到球場參與開幕典禮。由於我是第一次參與羽毛球全國賽，需要作代表站到球場

上。 

 

7月31日(Day 4) 

男仔團體比賽進入了複賽，這一天全部隊員都到場為隊友打氣。雖然最後都是落敗，

但始終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而且看見隊友們都盡全力去打比賽，結果不太

重要。 

 

8月1日(Day 5) 

整個全國賽中，我覺得這天最輕鬆，因為我們全隊在這天都不需要比賽，我和三位

隊友參加了一天團，參觀了西夏王陵，西部影城……當中更在杞子採摘園購買了很

多手信。 

 

8月2日(Day 6) 

這天我終於踏上比賽場地進行女子單打比賽，在比賽開始前，我和對手互相問好，

大家展示友好的一面。雖然我最後落敗，但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在日後的練習

加強訓練，為下一次的比賽作準備。 

 

 

 



8月3日(Day 7) 

我記得在這天我看了很多精彩的比賽，當中包括我們學校的其中一隊女子雙打。對

我而言，全國賽是一個超大型比賽，更是高手雲集的地方。在看比賽的過程中，我

一邊吸取經驗，一邊看不同對手的可取之處，希望在日後做得更好。 

8月4日(Day 8) 

今天是比賽的最後一天和閉幕典禮，不知不覺間已經來了八天，明天我們就會回港。

因為尚餘時間，所以我們到了賓館附近的商場逛逛。 

 

總結 

經過這九日八夜的旅程，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同時穫益良多。首先，我認為能夠參與

是次中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很難得，因為我很少參加大型的比賽，何況是全國的

比賽，為我的大專生活增添難忘的回憶。 

 

此外，這是我第一次和同學出外參加比賽，起初，我害怕與隊友之間相處有困難。

但經歷了一天後，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所有師兄師姐都很照顧我，而且會分享以

往全國賽的經驗，讓我知道更多。而且這一次的旅程中，我們有很多文化交流的時

間，讓我加深認識身邊和不同的人。我最難忘是我和我女子單打的對手做了好朋友，

大家更交換了聯絡方法，到了現在一直有透過微信談天，交換打羽毛球的心得。 

 

另一樣很難忘的是隊友之間的鼓勵和團結，我還記得在最後一天的檢討會中提及：

一場比賽取得優勢除了運動員努力和教練的功勞，還有的是一直在旁打氣的隊友。

在每一場的比賽中，隊友都會聲嘶力竭地為比賽的隊友打氣，我覺得很窩心和這樣

能夠保持士氣高昂。 

 

這次比賽順利結束，多謝教練的帶領和隊員們的指導，令我學習更多和吸取經驗，

希望來年會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