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4 年度 

第十八屆全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 

日期: 2014年 8月 3-11日 

地點: 北京工業大學奧林匹克體育館 

 



1 
 

賽事成績總結 

 

團體賽---男子 

 

小組賽 

 武漢體育學院 東北大學 安徽師范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0:2 2:0 2:0 

 

淘汰賽 

香港教育學院 2:1 天津大學 晉級十六強 

香港教育學院 2:1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晉級八強 

香港教育學院 0:2 華南農業大學 爭奪第 5-8名 

香港教育學院 0:2 沈陽體育學院 爭奪第 7-8名 

香港教育學院 1:2 香港大學 得到第 8名 

 

團體賽---女子 

 

小組賽 

 復旦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2:0 2:0 

 

淘汰賽 

香港教育學院 0:2 武漢體育學院 16強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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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 

 

男單 

羅博民 15:21 

21:17 

15:21 

陳柏鍵(中國地質) 未能晉級 

黃志諺 20:22 

13:21 

李瑞杰(北京體大) 未能晉級 

 

女單 

梁凱祺 16:21 

18:21 

曹惠(天津體院) 未能晉級 

盧可兒 對手棄權 曾思奇(中國石油) 晉級 

17:21 

14:21 

陸陽(天津體院) 64強止步 

 

男雙 

潘志成 

邱國威 

16:21 

3:21 

林宇(同濟大學) 

李辛威(同濟大學) 

未能晉級 

駱志華 

簡柏熙 

21:11 

21:15 

鄭煜軒(華中農大 

郭是豪(華中農大) 

晉級 

21:10 

21:18 

陳柏鍵(中國地質) 

代榮飛(中國地質) 

晉級 

18:21 

15:21 

張浚軒(香港城大) 

陳子謙(香港城大) 

32強止步 

 

女雙 

盧可兒 

張穎文 

18:21 

17:21 

洪寧坤(北京交大) 

張李誼(北京交大) 

64強止步 

唐祖兒 

湯明蕙 

21:17 

21:15 

王莎莎(陝西理工) 

朱晉萱(陝西理工) 

晉級 

21:4 

21:6 

鍾煥(安徽中澳) 

韓紅芳(安徽中澳) 

晉級 

17:21 

15:21 

楊曉彤(香港中大) 

林雪庭(香港中大) 

32強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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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雙 

劉家瑋 

唐祖兒 

21:17 

21:15 

馬雲天(遼寧石化) 

李劍函(遼寧石化) 

晉級 

17:21 

15:21 

章子毅(西北工大) 

潘縉(西北工大) 

64強止步 

駱志華 

湯明蕙 

21:10 

18:21 

21:14 

莫屈(北京大學) 

劉雪吟(北京大學) 

晉級 

21:11 

17:21 

22:20 

李清新(西北工大) 

王佳雯(西北工大) 

晉級 

18:21 

17:21 

全王子(北京交大) 

洪寧坤(北京交大) 

32強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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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感想 

駱志華 

 

八月三日 

今天是我們出發到北京的日子，事前作為男隊長

的我與女隊長凱祺都為此準備不少。當天十一時

三十分我們便準時到達機場，大家都很著重是次

外出比賽因此並沒有人遲到。到達北京後我們首

要做的是找車到北京工業大學，我和財政家瑋後

來找到兩輛「麵包車」到北京工業大學及我們入

住的酒店「漢庭酒店」。到達酒店後雖然出了點

意外，就是我們遲了登記，失去了原先訂下的房

間。幸好該酒店有其他房間安排我們入住，總算

有驚無險。最後當晚我們作了一個小型會議便給

大家休息。 

八月四日 

今天是我們報到及到學校熟習場地的日子，我們一大清早便起床集合去吃早餐。然後便到場

館練習，我們是次比賽的場地是 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羽毛球比賽的場館，因此裡面的裝

潢十分標準及舒服。接著我和教練及女隊長凱祺在其他隊員在酒店休息時到北京工業大學與

所有院校的隊長及教練進行領隊會議，過程中需要我們記下很多事情，如服務要求、球員注

意事項、球場規則等等。晚飯過後我們都向其他隊員交代會議的內容及向各隊友鼓勵，為是

次全國賽而努力。 

八月五日 

今天是團體比賽正常開始的日子，我們的心情都十分興奮。這天男子隊總共要對三間學校，

而第一間就是我們認為在小組賽中最強的對手，結果我們亦不敵對手，雖然我們敗給第一輪

的對手，但反而更鼓舞我們，因為我們都表現出我們最佳的水平。在接下來另外兩間的大學

我們都較為輕鬆地取勝，亦確保我們出線的資格。 

八月六日 

今天我們都感到十分驚喜，隨著我們慢慢習慣比賽節奏及場地特點，我們比賽的表現都愈來

愈好。今天男子團體賽令我最深刻的是對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那場比賽，我們兩者都來自香

港，在打法上、意識上都有點相同，雙方都可以算是知己知彼。經過一番激戰，我們獲得了

勝利，同時我們亦擠身八強，各人都為此而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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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 

終於來到了最後一天的團體賽了。在團體賽中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夠最少進入八強，如今達到

了目標，我們都將壓力釋放不少，以盡力在餘下比賽發揮最佳水平為目標。雖然結果我們都

敗給對手，但對手水平亦確實比我們高，這亦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八月八日 

來到個人賽了，我和柏熙及明蕙都有驚無險地晉級。而今天只能用一個字來形容，「累」。由

於內地學生的打法與我們香港學生都有很大分別，他們的打法著重體能，令我們都十分吃

力。 

八月九日 

來到個人賽的第二天，這天對手水平明顯提高很多。但我在男雙及混雙的表現卻有意外驚喜，

狀態大勇，令今天的比賽都能驚險地取勝。特別是混合雙打中午的一場，對手是北京工業大

學的對手，他們佔有主場之利，同時他們學校都一直被看高一線，在比賽最後一局的尾段，

我們被領先二十比十七，本來所有人都以為我們會落敗。可是的明蕙和我都臨危不亂，表現

更勝之前，結果成功反勝，我們都興奮至極。很可惜接下來下午的比賽我在男雙及混雙的比

賽都不敵對手，結果落敗。最終我今年男雙和混雙的成績都是 32強，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

成績，而同時我亦發現我自己最大的缺點，就是體能不足，希望在接下來數年我能更勝從前，

獲得更好的成績。 

八月十日 

這天早上我們很早就出發進行文化交流。正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我們沿途看見不同的景色

及長城的壯觀場面，的確令我有不少體會。由於我在早前比賽體力透支了，因此突然發燒、

令餘下活動都提不起勁，幸好有隊友及教練照顧。 

八月十一日 

今天我的身體復原了不少，我們都忙於收拾行裝，將在這次北京工業大學的全國大學生羽毛

球錦標賽所獲得的經驗帶回香港。這次比賽後，我們的隊友柏熙和志誠都正式完結他們的大

學生涯，希望他們前程錦繡，同時香港教育學院羽毛球隊能更進一步，在未來有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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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是次全國賽的確令人體會不少，特別在

體能及技術方面。可能香港學生與內地

學生在訓練方面都有莫大的差別，內地

學生明顯在體能及基本功方面訓練較

強。而香港學生在戰術及手法上則較為

優勝，這樣兩者之間各有千秋、各有特

點。 

另外在設施方面，內地的地方較多，容

易興建體育館。同時內地的體育館雖然

沒有空調，但反而令他們在體能方面的

提升有莫大的幫助。加上他們有一站式

的設備協助他們進步，包括在力量上的，

健身設備亦十分充足，對他們各方面都

有正面的影響。 

最後，是次全國賽的確是很好的交流經

驗。在內地我認識了不同的朋友，不但

在球場上的對手，更和他們的教練作不

少的交流，包括他們會在賽後指出我的

弱點等等，令我有更好的賽後反思。我

在球場外更認識了不少志願者，有男有女，他們都為我們外出等等作了充足的準備，包括為

我們安排好行程等等，實在衷心感激。 

這次全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的確令我進步不少，希望未來有更多機會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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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瑋 

 

八月三日 

今天十一時便到達機場,準備前往北京

參與我第一次的全國大學生羽毛球賽。

心情並沒有很緊張,我們吃過一些小食

後便上機了。到達北京後,先被交通的問

題困擾了一陣子,幸運地大約一小時左

右便處理好。到達我們預先訂好的酒店

後,又預到另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已過了

預留的時間,所以酒店把我們預先訂的

房間給了香港大學,又幸運地酒店還有剩餘的房間。放下行李後,我們便急不及待地去吃晚飯,

之後便回酒店休息,準備明天的試場。第一天的行程總算順利,只是有一些中途的小阻礙。 

八月四日 

早上跟當天的 IC到大會報到,知道試場在下午後我們便去吃東西然後走到體育館試場地。場

地比我想像中的漂亮,畢竟都是奧運場館所以應該比往年場地漂亮得多,溫度也不像預期中的

熱,反而覺得有點涼。但最失望的是比賽用球,很慢很容易爛,令我變得有點擔心,因為我本身力

量已經不足夠,怕因為球的影響而令我自己與國內對手的水平差距更大。這一天很早睡,為了

明天的團體賽作好準備。 

八月五日 

終於到了正式比賽,開幕禮沒有參與,原因是我和三位需要打團體賽的隊友先進了場地熱身, 

有緊張感是必然的,但我是雙打項目,所以最緊張的還是單打的球員。第一場對武漢體校,頭單

輸了,而我的雙打亦以局數 1:2輸了,發揮得尚算不錯。晚上的賽事需要打頭及尾輪,幸好頭輪

的對手沒有報到,尾輪對手也輕鬆取勝。 

八月六日 

今天的賽事很關鍵,對手是天津大學,他們和我們成績一樣為二勝一敗,所以誰勝出早上的第

一輪賽事便能晉身十六強。頭單不幸落敗了,雙打及尾單勝出,順利入到十六強。對手為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是一個我們都很想擊敗的對手,因為大專賽及中銀大專賽事中曾敗給他們。頭

單發揮都算穩定,不過對手始終技高一籌,我們先輸一場,到了雙打賽事,賽前我與駱志華都頗

有信心,順利勝出。到了決勝的尾單,真的令我熱血沸騰,又一場以局數 2:1勝出。但我們的體

力都開始不繼,到了八強賽便輸給了華南農業大學,要與其餘4間於明天爭奪5至8名的位置。

雖然未能進入四強,但對手是往年甲 A組別的隊伍,也算給了自己一個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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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 

5至 8名的爭奪戰沒有我的份兒,因為我們把位置給了其他的隊友,好讓他們也感受場地及氣

氛,為個人賽作準備。雖然最終以第八名完成了賽事,但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八月八日 

個人賽正式開始,隊中最快開始打的便是

我和 JOEY的混雙,當然不想第一場便落

敗,因為我只有參加了混雙,幸運的是首

戰對手不太強,所以我們勝出了。但下午

的第二戰對手為西北工業大學,一間很強

的大學,但對手比我想像中要弱,但是我

的發揮未如理想,故此落敗了。 

八月九日 

隊中各人大部份的個人賽事都完了,只剩下一對混雙和一對男雙,在早上的 32強賽事都落敗

了,所以我們隊的全國比賽劃上了一個句號。下午去了王府井玩樂及請韓教練及志願者吃

飯。 

八月十日 

今天大部份的行程都是去遊樂,先去長城做好漢,再到動物園參觀。參觀完畢便趕回酒店希望

出席閉幕典禮,但已經過了時,唯有下一年再次參加。 

八月十一日 

今天是全國賽最後的一天,沒有太多時間去玩樂,剩下的時間都只是用來收拾行李和吃了豐富

的午餐便起程回香港了。 

總結: 

第一次上全國賽,對手的力量比我預想中上強,但相反技術比我想像中要弱。在團體賽中,由第

一場的雙打比賽開始我已經發現自己力量上的不足,殺球是四個之中最弱的,殺時又會被對方

反抽,自己只剩下跟網、搶網和防守反攻有得分的本錢,唯有依賴這打法去為我拍擋製造更多

機會。平抽擋,殺球力量和控球變化都是我希望來年能夠改善的。混雙方面,第一場在壓力不

大之下勝出,第二場傷了背肌,發揮未如理想,但我覺得自己爭勝心不夠強,心理質素應付突發

問題處理得不當,當我發現自己傷了的時候應該和拍擋提出,可以轉換打法令傷患影響減到最

少。 

另一方面是對球隊的感想。我知道教院是一隊很好的球隊,我們比起別的學校會較為團結,男

女之間的糾紛很少,相處上大部份都很融洽。在團體賽幾個關鍵的時候,我感覺到其他教院的

各隊友真的在一起比賽,即使場上的不是自己,各人都很努力打氣,我真的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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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明蕙 

 

八月三日 

十時半便在機場集合，和隊員們吃了午餐後便

於二時十分登機，飛往北京。到達北京時已是

六時，再等了一個多小時的「麵包車」，終於

到達酒店。在酒店安頓好後，外出吃晚飯，便

回酒店休息。 

八月四日 

我們安排在十一時至十二時半的時間試場，可於這段內熟習場地的燈光及氣流等，為比賽作

好準備。今天除了試場外，沒有特別的事，晚上很早便休息了。 

今天是團體比賽的第一天。因為我是新生，要參與開幕典禮。女團早上沒有比賽，所以到主

館替男團打氣。中午的賽事，我們首先對的是復旦大學，贏 2:0。晚上的賽事，我們的對手

是哈爾濱工業大學，贏 2:0，成功於小組首名出線。 

八月五日 

今天是團體的第二天，出線後的對手是武漢體育學院。因發揮不佳，以 0:2落敗了。男團成

功於小組出線，並於十六強進八強的賽事贏了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奠定了男團首八名的位

置。 

八月六日 

今天是團體的第三天，女團因昨天已出局，剩下男團爭奪排名賽。男團於八進四的賽事落敗

了，因此爭奪第五六七八的排名。最終以團體第八名完成今屆全國賽。 

八月七日 

今天是個人單項的第一天。早上分別要進行混雙及女雙項目。混雙第一場對北京大學，勝

21:14 17:21 21:15。女雙第一場對陝西理工大學，勝 21:16 21:14。下午繼續進行比賽，混雙

對西北工業大學，勝 21:17 17:21 22:20。女雙對安徽大學，勝 21:3 21:6。明天再繼續進行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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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八日 

今天是個人單項的第二天。早上先進行混雙比賽，

對手是北京交通大學，負 17:21 16:21。之後是女

雙比賽，對香港中文大學，負 5:21 8:21。結束比

賽後，與隊友一起到王府井大街，再到全聚德吃

北京填鴨，這一餐也是對教練及志願者的答謝

宴。 

八月九日 

早上六時半便要坐車出發到長城，八時左右便到達，準備登上長城之旅。大約十一時許便下

山吃午飯，再到野生動物園參觀。回程時經過了鳥巢及水立方。回到酒店，吃過晚飯便要開

賽後檢討會，之後便回房間休息。 

八月十日 

今天是回港的日子。吃過午飯後，二時便乘車到達北京機場，乘六點半機，十時多便到達香

港機場。解散後便各自回家，九日八夜的北京全國賽便正式完滿結束。 

八月十一日 

完成了這九日八夜的全國賽旅程後，當中所經歷到的，所體驗到的，是無論在香港打的任何

一場比賽都是無可取代的。這種深刻的經歷和體驗，不管當中的過程是開心還是失望，也是

能夠幫助我成長的。 

總結: 

團體賽先以小組循環進行，因對手不強勁，輕鬆取得勝利，也沒有特別緊張的地方。然而，

當進入淘汰賽，緊張的感覺便來得很強烈，以致打女雙的時候，「手緊」的問題便很嚴重。

面對武漢體院一位很高大的對手，自信心立即減弱了，覺得身型高大的對手是很能取得勝利

的，因此出的球路也沒有平常練習時的水準，一下子就被對手拋離，輸掉了比賽。 

而至於個人單項，尤其是混雙項目，是我感到滿意和開心的。面對著第一場實力不差的對手

–北京大學，能取勝是替自己打了一支強心針。在第二場的比賽，對著西北工業大學，最終

以決勝局 22:20勝出，我第一個要感謝的是我的拍擋。沒有拍擋在場上的支持和鼓勵，是不

能取得勝利的。而經過這場比賽後，我發現能堅持到最後的，才能成為勝利者。到了這麼關

鍵的比分 20:20時，誰的實力較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堅持的決心及對拍擋，更甚是對

自己的信任和肯定。 

這一次的全國賽，是我大學生涯中第一個全國賽，充份給予了自己能力的肯定，明白自己是

有實力與國內球員競爭，取下勝利。同時，亦令自己明白到對拍擋的信任是多麼的重要。打

雙打，就等於把自己的心交給了拍擋，需要拍擋的體諒，更需要拍擋與自己之間的肯定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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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打出每一場精彩的比賽。 

唐祖兒 

 

八月三日 

到達時已接近黃昏，在機場逗留了很久，因為交通方

面有很多選擇，行程原定是坐機場巴士，但為了方便

及隊員們不用分開，最後決定在機場即時租旅遊巴；

到達酒店後，負責酒店的隊員為大家安排入住，其他

隊員亦很有耐性的等候。 

每趟行程儘管已經做好資料搜集，但實際情況總會充

滿很多未知之數，雖然從到達機場至酒店入住過程中

用了很長的時間，但欣賞所有隊員沒有抱怨，會提出

各自的意見、主動幫忙或耐心等候。 

八月四日 

隊員之間有個協議，每到約定集合的時間，遲到一分

鐘要罰款十元，撥到大隊開支；這天一早，因為這協

議發生了爭吵，當所有隊員都在大堂集合時，有隊員

不清楚集合時間以致遲到。 

在比賽前便發生這種事，的確有點打擊士氣，但同時讓每個隊員都意識到，要當一個好的負

責人有很多事需要注意，很多細節要留心，交待清楚，令之後每天的負責人一天比一天做得

更好。 

八月五日 

團體賽開始了，女團是在下午及晚上才比賽，即使如此，隊員們都沒有鬆懈，早上仍有到球

場支持男團，及觀看接下來的對手的比賽，以便安排之後比賽的出陣。而男團原定於早上一

場比賽，晚上兩場比賽，幸好晚上其中一隊棄權，為男團爭取了更多時間休息。 

眼看男團所面對的對手與自己隊的實力不相上下，甚或是比自己強時，他們仍拼盡去爭勝，

每一球勝利時的吶喊都使場外的我們更落力的打氣，想讓他們知道我們對他們的肯定、認

同。 

八月六日 

經過第一天的團體賽，女團順利出線進入十六強，可惜這天在雙打時發揮未如理想，十六強

止步。是的，是不甘心，在場內一直跟自己說，想要行的路不止於此，明明已做好熱身的準

備，明明實力相距不遠，但……或許是還未適應場上比賽的節奏吧。這天男團又有一番龍爭

虎鬥，先跟香港的院校爭入八強，在第三場比賽勝利後，八強時遇上很強的一所大學，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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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隊員仍竭盡所能爭勝，而作為同隊的我們當然也不遺餘力的打氣。 

八月七日 

第三天的團體賽，男團要打排名賽，所以上午及下午都要比賽，即使女團在這天沒有比賽，

但大家同樣到場為男團打氣，期望能有較前的名次。不幸面對比自己強的隊伍，在上午輸了

後，下午對香港大學，最終不敵，以第八名結束團體賽。 

八月八日 

終於，單項的比賽開始了。絕大部份的隊員在早上

都有比賽，而每人比賽的時間及地點都不同，故要

互相提點，留意報到時間，看到隊友們在完成自己

的賽事後，都會趕到其他隊友比賽的場地打氣，感

動的心情湧上心頭。 

混雙第一場面對不太強的對手後勝出，下午第二場

時，面對能力較強的一隊，雖然輸了，但盡力了。

而女雙上午及下午都是較弱的對手，故都能晉級，

很期待明天與較強的對手比賽。 

八月九日 

第二天個人賽，早上我還有女雙的比賽，對手是中文大學的球員，算是香港業餘中頂尖的球

手，能與比自己強的球手爭勝當然是一件好事，但到內地比賽，少不免想跟內地的球手切磋，

嘗試較不同的打法，但無奈沒辦法。 

晚上到了王府井一嚐片皮鴨，並作為答謝教練及志願者的晚宴，感激他倆一直對我們隊的付

出及提點。 

八月十日 

因為全隊的個人賽都已經結束，整天都空閒，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所以安排了大家一

到長城當好漢，出外比賽除了取經驗外，更應感受當地的文化、建築，開開眼界。感受過長

城的壯觀宏偉後，到了隔壁的野生動物園，再經過了鳥巢、水立方等，便回酒店休息。 

晚上開大會，檢討了整個比賽。 

八月十一日 

由於昨天大家遊覽了一整天，晚上更要開大會檢討，故這天只約好退房時間，讓大家自由活

動，可以休息久一點。臨別在即，十分不捨得志願者，但旅程還是要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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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對於這次的全國賽一直都抱有很大的期望，不斷的加操、進行友誼賽、參與訓練營等，希望

能有好的成績！回望這段時間，得到的真的很多，雖然在比賽中沒有很好的成績，團體賽中

因為自己對場地不熟悉、臨場發揮不好而令隊伍輸掉比賽，得到很大的教訓，對自己說來年

不可能再犯同樣的錯！感激在個人賽時發揮得不錯，儘管沒能贏，但能跟比自己強的對手拼

一番及發揮出自己所有，感覺很滿足。 

這賽事只有短短七、八天，但賽前的加操等，都讓整隊一起經歷了很多，比賽除了獲得經驗

外，更讓我們學習到跟不同的人相處，整個隊伍中，總會有人意見不合，總會有吵鬧，一切

都過去後，學懂了包容、接納，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同，正因為彼此都願意互相體諒、接受，

才讓我們慢慢走向大家，成為更團結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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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可兒 

 

八月三日 

今天是出發到北京的日子。我們大約在下午六時到達北京機

場。在旅遊咨詢中心,我們租用了車子前往酒店,最後在八時

多才抵達。由於我們未能在八時前完成手續,所以房間已經租

給其他人。幸好酒店還有空房,我們就不必再找酒店。 

八月四日 

我們今天獲安排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到比賽場館練習。比賽

場館很寬敞,不過我們卻不太適應比賽用球。那些比賽用球的

球速飄忽,與我們平時在香港用的球有很大分別,看來我們還

需要時間適應。 

八月五日 

今天是團體賽的第一天,早上有開幕式。開幕式在早上八時半開始,完成開幕式後便開始比賽。

早上和晚上都會有男子團體賽,而下午和晚上則有女子團體賽。男子隊和女子隊今天都取得

了勝利。 

八月六日 

完成昨天的賽事後,男子隊和女子隊都出線了。可惜,女子隊在今天早上和武漢體育學院進行

的比賽中落敗了。女子隊有留下觀看男子隊的比賽,最終男子隊在眾人的支持下進入了八

強。 

八月七日 

女子隊今天並沒有比賽,不過我們仍會到比賽場館觀看男子隊的賽事。經過連日的賽事,大家

都顯得有點疲憊,而男子隊最後亦獲得了第八名。明天開始便是單項賽事,希望大學都能好好

休息,發揮自己應有的水準。 

八月八日 

在早上,我要進行單打的賽事,不過對手棄權,我要等待下一輪的賽事。下午的賽程比較緊密,

原本我要同時進行單打和雙打的賽事,幸得大會安排,最後我先進行雙打賽事,再進行單打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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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 

今天,我的雙打搭檔病了,得了腸胃炎。由於今天我們並沒有賽事要進行,所以我們倆稍遲才到

比賽場館。大家在完成所有賽事後,決定按原來的計劃到王府井觀光。不過我的雙打搭檔需

要有人照顧,所以我陪她留在酒店,沒有外出。 

八月十日 

按原訂計劃,今天將會到長城,十三陵和野生動物園觀光。雖然我的雙打搭檔情況有好轉,不過

仍需休息,因此,我們一整天都留在酒店內。 

八月十一日 

今天是我很期待的一天,終於可以回到香港了。早上和雙打搭檔到王府井逛了一會兒,我們都

很高興,因為總算能活動一下。在下午二時左右,我們便出發往機場,最後在晚上十時多回到香

港。 

總結 

今次北京之旅是一個很好的回憶。在今次旅程,

我學習到不同的事物,實在值得回味。 

雖然我在個人單項比賽中未有獲得很好的成

績,不過我覺得自己已經盡了力,不會有遺憾。

在單打方面,我理解到自己有很多不足,我希望

以後可以有所改善。舉一個例子,和天津體育學

院的陸陽進行的比賽,落敗的主要原因是自己

的失誤。我發現我把握不到一些關鍵分數,會因

為緊張而導致個人失誤。當然,在個人技術方面,

相比起內地的球員,我的技術明顯是由於練習不足而不夠熟練。我期望以後可以在技術方面

有所進步,同時要學懂調整自己的心理。 

在雙打方面,我認為我和雙打搭檔的默契比以往更好,不過我們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和北京

交通大學打的那場雙打比賽令我印象很深刻,第二局比賽我們在領先下被對手追平,最後還反

勝了我們。我覺得我和搭檔在處理一些關鍵球時都會有失誤,大家在心理調整方面都比較慢。

我們在十一分休息的時候都因為有領先優勢而放鬆了,導致在之後連失幾分,當時變得不知所

措,很多球都是自己的失誤。 

最後,在雙打搭檔病了的時候,雖然不能外出觀光,不過我學會了照顧別人,而且和她變得更加

熟絡。在她休息的時候,我要安排好膳食,打電話訂購外送。當她醒來的時候,又要看看她有甚

麼需要,例如:替她外出購買飲用水和寶礦力。這的確是一個好經驗,讓我學習去關心別人的需

要,相比起外出觀光所得的,我認為我現在體會到的更加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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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穎文 

 

八月三日 

這次能代表香港教育學院參加比賽感到非常興奮，但亦有不少擔憂，例如擔心自己的健康情

況影響比賽表現。本人身體狀態一向較弱，擔心未能適應北京的天氣，飲食等等… 

八月四日 

雖然有充足的休息，但身體依然不適。今天是熟識場地的日子，發現場地的燈光不一，而且

羽毛球的球速和慣常的球速有很大差異。在試場的時候，感覺自己的表現未如理想，信心下

滑。 

八月五日 

早上觀看兩隊對手比賽，對手球技稍遜，因此信心

逐漸加強，不過壓力依然存在。因為比賽是團體形

式，我不想連累全隊輸了比賽。 

我和盧可兒打了兩場比賽，結果都是大贏。經過這

兩場比賽，我感覺到我和盧可兒的默契愈來愈好，

開始能感覺到她打球的節奏，方位等等… 

八月六日 

今天看了盧可兒打單打，除了看到她拼博精神，亦發現了自己的不足。步法的熟練度，過渡

球，需加強訓練。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提高岀手的隱閉性。從可兒的比賽當中看岀，岀手的隱

閉性為她帶來不少得分的機會。 

八月七日 

今天是男團創造奇蹟的一天。看著他們在球場上拼盡每一分每一秒，令場外的我們為他們喝

采，尤其是簡柏熙，每一場都是守尾單打的一個，他能只專注打好每一球，没有被壓力影響

他的表現，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八月八日 

今天是個人比賽的日子。我伙伴她的個人單打和雙打竟然一起開賽。本來說是先開單打，怎

最後是先打雙打。這一個變故令我心情煩亂，因為我完全没有心理準備，亦没有開始熱身準

備。球賽輸了，但不是輸了心理準備，而是没有捉緊每一分。當我們領先的時候，心情就放

鬆了。結果就被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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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 

第二天的個人賽。本來想為隊友打氣支持，怎料患上腸胃炎。在病的過程，幸好有韓教練和

盧可兒的照顧，才能得到最好的休息。 

八月十日 

這一天看著隊友岀外參觀，但我卻依然要臥床休息，心情很低落。而且我還連累可兒，令她

不能外岀，感到非常內疚。好討厭自己的身體如此柔弱。 

八月十一日 

回程的日子。心情並没有太大失落。雖然未能外岀看看北京面貌，但贏了球賽已經令我十分

滿意。除此之外，透過這次比賽，我找到了我的優劣，之後能對訓練內容作岀調整。 

總結: 

是次岀外比賽令我獲益良多。除了了解自己的不足和賽前準備

外， 帶隊制度更令我了解到外岀比賽須注意事項，對將來帶隊

外岀比賽帶來寶貴的經驗。 

之前只有隊長才有機會學習如何帶領隊伍，但帶隊制度令每一

位隊員都有最少一天當領隊。這種制度下，令每一位準老師都

能學習帶隊技巧，如:提點所有學生不能超過一米距離，必須兩

人以上才能離開團隊。 

這次比賽令對我自己的了解亦加深了。第一，知道自己到底需

要怎樣的賽前準備。如果條件許可下，能讓我觀察對手打球會

讓我信心提升。因為從觀察對手打球能看到對手的慣性，預備

動作，球速等等…此資料收集能讓我對對手有基本了解，因而

設定合適的對策。 

而且我需要在上一場球賽第一局開始時便準備熱身拉筋，第二局就揮拍練習如回動練習，推

球揮拍，手碗轉動等等… 

除此之外，這次雙打比賽令我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我發現我站在後半場進攻對手比我在

網前攻擊對手更得心應手，而且得分率較好。另外，我和伙伴都較少控球到中場，這必須勤

加練習。 

總括來說，是次比賽給予我一個美好回憶以及一個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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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諺 

 

八月三日 

今日是抵達北京的第一天，因為我們在機場前往飯店的路上遇到了一點麻煩，所以未能在預

定時間內抵達酒店。雖然需要重新租訂房間，但我們卻因此節省了開支，真是一句話，塞翁

失馬焉知非福啊！ 

八月四日 

今天在志願者帶領下前往了比賽場館體驗場地。第一次參加全國賽，便可在奧運場館打球，

令我感到非常榮幸。舒適的場館、廣闊的場地、來自全國的選手，都令我大開眼界。 

八月五日 

今日是全國賽開幕式及團體比賽的第一天，由於昨天

體驗場地時，各比賽隊伍是根據時段練習，今天開幕

式齊聚才感覺到全國賽規模的龐大。晚上的時候出戰

了團體的第一單打，雖然最後險險獲勝，仍讓我感覺

到自己狀態不佳。 

八月六日 

今天是團體賽的第二天，雖然男子團體在苦戰之下成功打進了八強，但是我卻為了自己的糟

糕表現感到懊惱。在場上失去了判斷力和狠勁，好像沒有了從前打球時無所畏懼的感覺，每

次回球都顯得畏首畏尾，不像自己在打球似的。 

八月七日 

也許是這兩天自己的表現不太好，今天的團體排名賽中，一直很急躁難耐，腦子彷彿打結了

一般，不知道自己應該要用什麼策略，只能盲目地胡亂回球，失誤連連。團體賽的三天比賽

完結了，除了感受到全國選手的強大外，我更加意識到自己必須盡快找到出路，才可以走出

目前的困境。   

八月八日 

今天是全國賽的第四天，亦是個人項目開始的第一天，我第一場的對手是北京體育大學的選

手。不知是不是心態影響了表現，一開始認定了對手很強的時候，感覺自己好像打得比較順

暢，但是後段開始急躁令自己頻頻失誤，最終在第一輪便被淘汰出局。不過，這場比賽卻令

我明白，最近自己的心理不穩，加上這場比賽中段出現了一些誤判的情況，令我久久不能平

復自己激動的情緒，所以我在以後的比賽中必須學習調整自己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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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 

今天是依然是全國賽的個人項目，我的任務卻只是為其他比賽的隊友加油打氣。說真的，只

能坐在觀眾席上觀看別人比賽的感覺真的很不好受。雖然在全國賽之前，跟某前輩說過自己

並不介意「坐多過打」，但當實際發生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其實不是完全不介意的。 

八月十日 

全國賽的最後一天，曲終人散，由於行程緣故，我們沒有出席閉幕式。但當我聽到香港的混

雙組合奪得了全國冠軍時，心中還是情不自禁為他們喝采，也許是因為我們也是來自香港的

緣故吧。晚上，我們檢討了在這次全國賽裡的表現，因著輸球的不甘，我們立誓要在明年全

國賽表現得更好。我們還表達了對即將畢業的前輩的不捨，畢竟一起打球的日子真的很短，

真的很慶幸這次能夠一起參與全國賽。 

八月十一日 

今天是我們留在北京的最後一天，以一頓豐富的午餐作為總結，很高興收到了志願者送給我

們的小禮物。第一次全國賽的旅程，夾雜了驚歎、不甘、歡樂、興奮以及不捨的感情，雖然

時間很短，但是收穫良多，真是不枉此行。 

總結: 

第一次參加全國賽，雖然此前便已經聽說過不少關於全

國賽的事情，不過聽別人說的和自己的親身經歷絕對是

兩碼子的事。或許是第一次離開香港到其他地方比賽的

緣故，所以感覺還是挺新鮮、新奇的。按道理說，即使

身處在不同的地方，我們還是應該如常比賽，可是我仍

然感到非常特別，可能是我比較少去其他旅行的關係

吧。 

雖然，就結果而言，我在這次比賽算不上成功（五戰一勝四負），可以說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讓我接受自己的失敗，從失敗中學習。算上這一次全國賽，縱觀今年大大小小的比賽，輸掉

比賽的記憶彷彿多了很多，而且很多時候不是自己技不如人，卻偏偏就是打不贏。這大概就

是我今年遇到的瓶頸，我必須去突破這個瓶頸。經過這次全國賽，我找到了一絲線索，除了

提昇和鞏固自己的技術之外，我更必須去改善自己的心理狀態。 

最後，總結這次比賽之旅，還是很開心的。因為有一群好隊友，不管是在旁邊為他們吶喊加

油，還是在場中並肩作戰，又或者是晚上通宵聊天玩樂以及在北京大街上瘋狂疾走、隨便亂

逛的時間，沒有了這群人，大概這次旅程會少了很多的樂趣。明年的全國賽，有前輩離開、

有新人加入，今年的景象將永遠不再，不過回憶卻是永遠存留心中，真的謝謝各位羽毛球隊

隊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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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威 

 

八月三日 

來到北京國際機場，由於花了很多討論乘坐什麼交通前往酒店，遲了到達酒店辦理入房手續，

令原本訂了的酒店房間被其他大學拿了，最後重新訂了六間價錢較便宜的二人房，環境一般。

下次可以提早考慮交通的選擇。 

八月四日 

早上到達場館熟習場地，場館的燈光比較集中，某些地方會偏暗，加上比賽用球的球速偏慢，

較難適應，而球場其他設施環境都很好，只是天氣有點不像預期的炎熱，下著雨加上大風感

覺似只有二十度左右。 

八月五日 

正式開始團體比賽，開幕儀式有近 60多間大學代表出席，場面非常壯觀，我校男女子在今

天的團體比賽都發揮得不錯，雖然我沒有份出場比賽，但也感受到比賽那份緊張刺激的氣氛，

在場外為隊友們擊掌打氣，亦十分期待之後在自己的個人比賽中發揮出應有水平。 

八月六日 

比賽男子團體八強止步，女子團體十六強止步，雖然不能進一步取得更好成績，但見所有隊

友都很努力比賽，沒比賽的很努力打氣，看得見我們的團結士氣都比其他大學優勝。 

八月七日 

團體比賽的最後一天，男子在名次賽中只取得第八名，不過也很滿意，早午比賽各一場，大

家也為了明天的個人比賽，很早便回到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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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八日 

今天是個人項目比賽，我參與了男子雙打的比賽，雖然第一場便落敗了，不過很享受在這個

場地比賽的氣氛和過程，自己也有從中學習到很多，和隊友的默契也增加不少。 

八月九日 

今天也是個人項目比賽，我校能晉級打第二天的比賽的隊員很少，不過我們也會到場館給予

他們最大的支持和打氣，並欣賞其他國內大學的精彩比賽。 

八月十日 

去了長城及動物世界觀光，車程很長

而且需要很早出發，比賽多日的隊員

都很累在車上休息，走上長城的那段

路非常艱辛就好像是一課體能訓

練。 

八月十一日 

準備收拾行李返回香港，早上去了王

府井觀光購物，中午乘旅遊巴到機場，

有賴各隊員的合作和付出，由北京回

到香港的過程都是十分順利沒有任

何意外。 

總結: 

今次全國大學生羽毛球比賽，由五月開始密集式訓練，到七月和八月的訓練營，直到開始籌

備各隊員的崗位，從中學習到的不只是球技提升，隊友的默契培養，在這次比賽最重要獲得

的是學習如何帶領一隊球隊出外比賽需要知道和留意的事項，當中設立每天由兩位隊員負責

全隊的當天安排，集合時間和地點等，讓每名隊員都可以學習到照顧整隊球隊的比賽安排及

時間安排的重要性，使每個人都可以投入整個旅程的細節上作出決定，對訓練隊員的信心和

計劃行程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大幫助。另外，在比賽中最值得我欣賞的地方是隊員之間互相鼓

勵和打氣的團結性，這也是我們隊伍與其他香港的大學或國內大學明顯的分別，儘管球技未

能達到很高的水平，但我們隊伍的特色就是尊重對手也尊重隊友，尊重整個比賽，這也是我

們學校能得到道德風尚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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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柏熙 

 

八月三日 

今天第一天到了北京，覺得北京和其他地方相比，較為繁華

和整潔，環境亦比沒有像預期那麼差。我們與另外四支同樣

來自香港的學校隊伍同住一所酒店，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藉著

比賽交流。 

八月四日 

今天有機會體驗比賽場館，場地的高度和燈光都需要花一些時間去適應，球的速度也和香港

的不同，但能夠在北京奧運的場館比賽也是一種榮幸。 

八月五日 

第一天的賽事展開了，由於對手棄權，所以原先三場小組賽事縮減至兩場。兩場賽事我都被

安排為第二單打，我校勝負各一，都是二比零結束賽事，所以我未有出場的機會，積儲體力

明天再戰，大家繼續努力!! 

八月六日 

今天消耗了許多體力，因為我在一個早上便參與了兩場單打賽事，而且兩場都要進行第三局

的賽事。兩場賽事都十分重要，一場是關乎我校能否出線，另一場則決定我校會是 16強止

步還是可以打入8強進行排名賽。我幸運地都勝出我的單打，使我校得以進入最後的排名賽。

奮戰兩場賽事後，下午終於能夠休息了。 

八月七日 

今天早上我沒有被安排上陣，將參賽機會留給其他隊員，使他們能吸取比賽經驗。我認為大

家都表現出應有水準，而我在下午的賽事亦小試牛刀，打了一場雙打，以準備往後單項的雙

打比賽。個人感覺不俗，希望會有好成績。 

八月八日 

今天是個人賽事的開始，上午我進行的男雙賽事未有受到很大的考驗下勝出；而下午的賽事

亦順利發揮理想，繼續得到勝利，我認為我與拍檔(駱志華)的狀態和士氣都不錯，希望可以

繼續更上一層樓。本屆賽事並沒有安排晚上的場次，所以有較多時間可以休息。 

八月九日 

上午再進行男雙的賽事，與香港城市大學的隊伍比賽，對手的表現是一如預期的穩定，相反

我隊則失去應有的水準，導致落敗，16強止步。由於本屆很大機會是我最後一屆參與全國

賽，所以也算是為自己全國賽生涯劃上了句號。對於今年的表現，我認為已是超出預期，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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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時間我可以好好享受北京的風土人情了。 

八月十日 

今天早上一行 12人出發前往北京的文化交流之旅，正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我們當然去

了名聞遐邇的萬里長城，亦參觀了野生動物園，看到了許多在香港並不多見的野生動物如棕

熊，獅子等。由於幾天的比賽皆需要早起，大家都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住處，而我亦不幸地

病倒了。 

八月十一日 

「說時遲，那時快。」最後一天的行程來到了，大家都抓緊時間執拾行李和參觀北京其他的

景點，而我卻因為身體不適而需要留在房間休息。因為發燒的緣故，我不斷擔心能否順離開

北京回港，幸好在藥物的幫助下，病情並沒有加重，最終順利回港。 

總結： 

北京工業大學對於林丹有一個特別意義，因為他在那裡

奪得第一面的奧運羽毛球男單金牌。對我來說，當然也

有特別的意義，不過當然不是金牌，而是我最後一年的

全國賽，亦代表大學生涯的暫時完結。 

回想過往 7年的大專生涯，我參與的全國賽賽事足有 6

屆，桂林，南京，昆明，北京等等都留下了我的足跡。

這麼多的賽事中當然有喜有悲，高峰的時候曾經為我校

奪得男子團體的季軍，亦曾代表另一間院校勇奪個人項目的混雙季軍；相反，失水準的時候

亦曾於小組賽出局，或是於個人項目的首輪被淘汰。 

今年的賽事，我承受著很大的壓力。由於代課和其他私人事務的關係，我經常缺席學校的練

習。在是次比賽進行前，曾經質疑自己能否有足夠能力參與賽事，所以每當教練將我放在出

場的陣中時，我是多麼的想拒絕，或是不用打我的場次，因為我怕輸，我怕輸了後會遭受隊

友責備。幸運地我在團體賽的關鍵賽事都勝出了。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真的很僥幸，不用練習也能夠得到勝利。不過我過往所辛苦建立的能力

又有誰會知。我認為現今的羽毛球運動員，基本功都不夠扎實，包括手上控球技術，步法，

體能等，往往只會沉醉於比賽的表現機會而忽略了基本功的重要。我希望往後的日子球隊能

夠針對這些問題而去安排訓練，因為能夠捱過最沉悶的時刻，就是提升你將來表現的機會。 

要退的始終是要退下來，我在此祝福教院羽毛球隊未來前途一片光明，我亦在此向韓老師作

出最大的感激，你將一個以往只懂得蠻衝的運動員培養成一個細心和有質素的小學老師，我

會繼續努力在教育界發熱發亮，多謝韓老師!! 有機會一定會回來回饋教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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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凱祺 

 

八月三日 

今年我是隊長，因此到達香港機場後集合大家，準備入閘登

機。經過三小時的飛行，我們終於到達北京機場。我們安排

交通，前往酒店。安頓後，往附近進行晚膳。 

八月四日 

今年的場地為北京工業大學，是 2008年北京奧運羽毛球比

賽的場館。場館非常舒適，比我們想像的好。這天我們到比

賽場地練習及熟習環境。 

八月五月 

比賽日子正式開始，這天舉行的是男女團體賽。這也是我第三年參與全國大學生羽毛球比賽。

早上我們女隊沒有比賽，所以我們前往球場，觀看男隊及其他隊伍比賽。因為這已是 

我第三年參加比賽，沒有往年的緊張，所以發揮也不錯。 

八月六日 

這天同樣是小組團體賽事，經過昨天的比賽，我們女子隊成功出線，對手是武漢體育大學。

最後，雖然我們落敗了，但是男子隊的比賽非常精采，以尾單決勝。我們在看台上為球場上

的隊友加油鼓勁，好像自己也身處場上，最後我隊取得了勝利。 

八月七日 

這天女隊沒有任何比賽，我們就往球場觀看男隊及其他精采賽事，汲取經驗。下午，所有團

體賽完結，學校提供場地讓我們練習。當我們練習時，同場還有其他學校的隊伍，我們便和

其他隊伍的選手交流羽毛球技術。 

八月八日 

經過好幾日的團體賽，終於來到個人項目了。我第一場就是女單賽事。對手是來自天津體育

學院的選手。這場比賽我自覺發揮得不太好，主動失誤較多。反省過後，明白自己的不足，

來年必定盡力改善，往後比賽必定讓自己無悔！ 

八月九日 

今年個人賽未能晉級，但隊友於混雙比賽晉級，所以我們都一早起床，前往場館支持隊友。

對方的實力明顯比我方強，但他們沒有放棄，雖然落敗，但比賽非常精采。晚上，我們到王

府井用餐，答謝我們的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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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 

正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所以我們也要一嘗當好漢的滋味。雖然當天的氣溫非常高，但亦

無損我們遊歷的心情。大家分工合作，財政、交通、膳食都安排得十分妥當。經過多日相處，

我們已建立了一份默契和友誼。 

八月十一日 

非常不捨，9天的中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就此完結。我們吃過午餐，便乘車到機場。雖然

我們與志願者只相處了 7天，我們離開時，大家都感到非常不捨。看著志願者不捨的眼泪差

點掉下來，我的鼻子也酸了一下。 

總結: 

很高興有機會代表香港教育學院到北京工業大學參

加中國大學生羽毛球比賽，衝出香港參與比賽。這

次比賽，讓我吸收了更多經驗及見識了國內羽毛球

運動的普及。他們良好的技術和體能，絕對是我們

學習的對象。在香港我們擁有良好的場地和教練，

因此，我們應該更珍惜和認真接受每一次的訓練。

來年要再接再厲，努力改善不足。 

同時，我亦是今年的隊長，事前準備好分配工作給

各隊友，並向他們提供意見，例如：酒店、機票、

安排每日活動的負責人等。這的確是一次讓我眼界

大開的羽毛球比賽，亦讓我學習到如何帶領隊員參

與活動，這次的經驗有助我將來組織團隊活動。 

另外，與隊友在九日相處裡，我們加深了對對方的

認識。九日的朝夕相處，相比平日兩小時的練習，

我們的見面時間更長，有了更多傾談的機會。在最

後一天，我們要乘車返關口，但當時只有一輛 13

坐小車，剛好足夠我們 13人乘坐，但同時還有 13

件大行李。我們利用默契，極速把所有行李放上車

後登車，司機叔叔也目瞪口呆。這次不但讓我得到

更多比賽經驗，更讓我們學會臨危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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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博民 

 

八月三日 

經過上年的經驗，為了取得理想和沒有後悔的全國賽成績，一

早就與隊友約好要拼命為這一次努力。平日的訓練、強化的訓

練，還有私下的特訓，一切都是為了今次的比賽。踏上飛機的

一步是莫名其妙的興奮，卻又百感交集，HKIEd加油，羅博民

加油呀！ 

八月四日 

在北京工業大學吃過早餐，便急不及待地奔往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的主場地，在這兒打球，

是多麼叫人興奮呢！順利的練習是好的開始，挺有手感和場地感，明天是昨天流過汗水的印

證。 

八月五日 

開幕禮象徵一切的開始，我期待這一天很久很久了，第一天的團體賽，第一場的比賽由我來

開始，是充滿信心的一場比賽，2：1輸給武漢體院，是值得回味的一場，灑下的汗水讓我

見識國內運動員的強和訓練特點，更認識了自己未來要改進的地方。 

八月六日 

經了兩天的奮鬥，我們出線了！努力，繼續努力。 

八月七日 

團體賽,男子隊雖然未得取得我們想要的成績，但大家在剛過去的暑假的努力是值得的，我

們都把我們的進步都投放在我們的比賽。輸了比賽，但贏得對手的欣賞和隊友的讚美。  

八月八日 

期待已久的個人賽開始了，相信大家為這個比賽下了不少苦功，當然我也不例外。可惜，第

一輪就輸掉了，但我仍很享受這場比賽。朋友﹐明年我會再來，那時要跟我好好的打一場呀！ 

八月九日 

雖然我的比賽結束了，隊友們還能走得更遠，要為你們加油呢﹗看到你們在球場上比賽，真

希望我也可以走到這裏，希望下一年，到你們為我打打氣。 

 

 

八月十日 



27 
 

我們所有的比賽都結束了，來到我國的首都，一定要好好的了解這兒的文化。「不到長城非

好漢」，今天我就做了好漢，每跨上一步都覺得好辛苦，不得不讚賞古時候的人民，在沒有

工具的幫助下，也可以創下這個創舉。 

八月十一日 

比賽已結束，踏上我們歸途，在飛機上回望北京，下一年我們會走得更遠。全國賽劃上了句

號，我們踏上回家的旅途。短短的數天，使我大開眼界，能與高水平的運動員切磋球技，更

認清自己的不足之處。 

總結: 

隊友們為了今年的全國賽都

很努力，兩次的訓練營見證了

我們的進步。 

沒有拿下一場勝戰，汗水仍是

沒有白流，與國內的運動員比

賽，感受特別不一樣，他們強

勢的進攻，簡單卻穩定的打法，

瞬間的轉身、快速的上網是我

要學習的，還有值得開心的事，

是獲得對手的讚美和欣賞，不

枉此行。 

良好的防守力是我現在要保持的優點，但這是不足夠的，還要不斷的進步，加強進攻能力和

穩定性，為快要到的大專比賽和中銀大專賽做好準備，亦、為教院創造更好的成績。希望隊

友們一起努力，再為明年各式各樣的比賽努力，把今年的進步擴大，為來年的全國埋下種子，

2015年，全國賽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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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成 

 

八月三日 

最後一次參加全國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

亦是最後一次以運動員的身份參與其中，

但相信是次的比賽雲集全國的高手，想

必能夠從比賽中獲益。於是懷著好奇又

興奮的心情向北京出發了。 

八月四日 

早上食過早餐後是大家去場館練習的時間，大家都在練習的時候全程投入，希望可以盡快投

入比賽，所以我亦在練習時全程投入。希望能夠打一場無悔的比賽。 

八月五日 

早餐過後便大伙兒一起向比賽場地-奧運比賽場地進發。先是由一個開幕禮為是次的比賽揭

開了序幕。由於場地的關係，比賽的心情亦較為雀躍。 

八月六日 

是日觀看團體比賽，看到各個隊友們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打好每一場的比賽，而且，我們

坐在球場外的都為自己的隊友去打氣，這份團結的精神，實在是深為感動。 

八月七日 

是日的團體賽,我為教院出賽。由於在奧運的比賽場地，再加上代表教院出賽，心情都又興

奮又緊張，是次的表現都合乎自己的預期，發揮到自己的水平。 

八月八日 

今天開始了個人項目的比賽，第一次接觸，原來和大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要自己報到，

要自己因應比賽的時間到達會場，不會有人通知你等。同時，今天各隊友的表現都有不錯的

發揮，吃過晚飯後便回去休息了。 

八月九日 

今天我沒有比賽，便到場支持隊友打個人項目比賽。是次比賽真的非常緊湊，比賽真的一浪

接一浪，幾乎都沒有休息的時間，我也替隊友們辛苦。 

八月十日 

是日是外出旅行日，正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難得來到北京，當然要去一敞，做一條好漢。

長城真的非常宏偉，果然值得一去，反之，動物園參觀則非常沉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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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一日 

要回程了，十分不捨，不捨得北京舒適的天氣，不捨得跟隧友們相處的時光，而最不捨的，

是要捨棄學生的身份，不能夠再參加這項的比賽了，真的非常不捨得。 

總結: 

首先，非常感謝韓教練給予

我這次機會可以和隊友們一

起參與全國賽這項賽事。雖

然我是最後一次以參賽運動

員的身份參加比賽，但我亦

盡了最大的努力,對自己的

表現亦算滿意，可惜的是我

不能與一向的雙打拍檔一同

參與，是這次比賽一個小小

的遺憾。同時，在是次的賽

事之中，我亦深深體會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每一場的比賽都不是隊友自己一個人的事，在

背後還有整隊人的支持，這亦令我十分欣賞這個團隊。 

除此之外，是次的比賽亦令我大開眼界，能夠見識到國內高水平的羽毛球手，使我這個井底

之蛙擴闊了眼界。 

除了羽毛球的技術外，教練安排了每人要負責一天的行程，這些的經驗對於日後帶隊有很大

的作用，在這次的行程安排中，我試過實行不了預期的計劃，要隨機應變，這是非常寶貴的

經驗，真的十分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