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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捐款予慈善機構，Maggie期望透過親身參與殘奧之友的義務工作，
為自己的人生寫下精彩一頁，更可和殘疾運動員一樣擁有非凡人生：「參
與活動及賽事的義工服務令我加深認識殘疾人運動項目，更體會到運動
員背後付出的努力，亦令我可提升學習動力及發揮潛能。我很榮幸可以
成為每一項活動中的小齒輪，藉著提供實質的支援協助大家達成目標。」
Maggie表示一路以來經歷了不少難忘時刻，當中最深刻的是與朋友一同
參與服務，這代表越來越多人支持殘疾人運動，令她有莫大的滿足感。
Maggie於2017年底獲委任為香港殘奧之友小組委員會成員，繼續積極
推動不同界別人士認識協會工作及加入組織，以期成為本地殘疾運動員
的後盾。

另一殘奧之友游靜琴(Sheeta)加入至今已達三年，她起初自覺沒有運動
細胞，亦未曾接觸殘疾人士，縱使具備義工經驗亦難以勝任殘奧之友，
後來得知可以負責文書支援工作，便遞交登記表格，成為殘奧之友，並
逐漸融入不同項目代表隊的恆常訓練。「由於草地滾球隊在戶外進行訓練，
必須面對變化莫測的天氣，不論炎夏寒冬、刮風下雨，坦白說真的辛苦，
但看見運動員依然默默練習，讓我由衷敬佩，他們的堅持和韌勁很值得
我們學習。」她續道。

Sheeta現為硬地滾球隊的輔助人員，協助支援隊伍的恆常訓練及參與海
外比賽。照顧運動員的經驗令她有更深體會：「我發覺有很多我們（健全
人士）認為平常不過的事，對殘疾運動員來說並非輕而易舉，例如從香港
出發到廣州比賽，竟要花上大半天時間乘搭客輪及接駁車才可到達目的
地，運動員舟車勞頓後更要在短時間內恢復至最佳狀態。雖然教練與運
動員對此富有經驗，但如果可以完善社區設施、交通配套及得到市民大
眾的關注與支持，將可為運動員參賽提供更有利的環境及條件。」

協會多年來致力推動殘疾人運動發展，有賴社會各界提供支援，得以攜手
實踐培育殘疾運動員之願景及使命。為維繫社會熱心人士及義務工作者，
協會於2013-2016發展策略計劃內提出籌組「香港殘奧之友」，於2016年
正式成立，並由協會「香港殘奧之友」小組委員會統籌有關工作。過去三年，
超過350名人士登記成為殘奧之友，當中近半成員更身體力行，透過不同
層面支援協會活動及工作，以提高大眾對殘疾人運動的關注及認同。

資深成員謝美琼(Maggie)因參與協會主辦之硬地滾球同樂日認識殘疾人
運動，繼而成為殘奧之友的一份子。她表示：「日常生活較為單調乏味，
除了工作和吃喝玩樂外，希望善用時間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例如擔任
義工。加入殘奧之友是因為接觸殘疾運動員後，深深被他們的才能及毅
力所感動，決定在能力範圍之內為他們盡一點力，進一步認識不同項目，
以及推動身邊的人支持殘疾人運動和這個新成立的組織。」

凝聚社會各界力量　帶動市民投入殘疾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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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於4月15日假香港體育學院舉行殘疾運動項目精英資助計劃簡介會，
向合資格運動員及教練介紹計劃詳情。

有關先導計劃於2017年12月展開，以印尼2018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為試
點，提供額外撥款，為殘疾精英項目建立更系統化的支援，同時為運動
員提供全職訓練機會及直接財政資助。民政事務局於今年4月將計劃恆常
化，根據成績表現，協會其中六個運動項目獲納入計劃，包括四個A級
精英項目（硬地滾球、殘疾人羽毛球、殘疾人乒乓球、輪椅劍擊）及兩個B
級精英項目（殘疾人草地滾球、殘疾人保齡球）。A級精英項目更獲額外資
助聘請全職總教練。全職運動員須接受不少於每星期共24小時的專項訓
練，而兼職運動員則須接受不少於每星期共15小時的專項訓練。協會共
有44名運動員參加計劃，其中24名投身全職行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殘疾人運動會(第二階段)將於8月25日至9月1
日在中國天津舉行。協會7月19日公佈香港代表團名單，包括57名運動
員、28名教練及輔助人員、兩名物理治療師及九名團隊職員共96名成
員，出戰硬地滾球、象棋、殘疾人田徑、殘疾人游泳、殘疾人乒乓球及
輪椅籃球六個項目。

大家現可透過協會網頁及Facebook專頁得悉有關代表團的最新消息。

回顧香港殘奧之友由成立至今的發展歷程，小組委員會主席高國威博士
樂見成員人數日漸遞增，有效支援殘疾人體育活動及協會會務。他期望
日後能夠擴大殘奧之友的服務範疇，增加成員的參與機會，以及招募更
多樣化及專業人士加入組織：「我們已成立不同工作小組以增加服務的闊
度和深度，除了現有的語文及攝影小組，亦歡迎具備醫療、法律、器械
製作等專業知識及技能之人士加入。與此同時，我們將著力培訓義工，
啟發他們各方面的潛能，同時裝備資深成員擔任領袖，以確保組織的長
遠發展。」高博士衷心感謝各位殘奧之友的服務精神及無私付出，寄望未
來大家繼續攜手合作，帶動社區人士投入殘疾人運動及協助發掘潛質運
動員，建立平等共融的社會。

協會將於今年10月展開「香港殘奧之友義工領袖培訓計劃」，旨在培育熱
心人士成為義工領袖，協助推動本地殘疾人運動發展。是項計劃為期一
年，參加者將透過參與培訓工作坊、參觀、義工服務及項目籌劃等活動
汲取不同領域的知識。是項計劃現正進行招募，有興趣參與者可登入 
www.hkparalympic.org/friends瀏覽詳情及於8月23日或之前遞交
網上報名。

協會歡迎各界人士加入成為殘奧之友，為殘疾人運動發展出一分力，詳
情請瀏覽以上同一網址。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602 8232與葉小姐或
黃小姐聯絡。

每逢活動及賽事結束後，大家能夠透過照片
回顧精彩片段，全靠一班勞苦功高的攝影師。
殘奧之友陳永良(Ryan)自言本身對運動攝影
甚具興趣，亦有拍攝體育比賽的經驗，偶然
留意到香港殘疾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取得佳
績，在好奇心驅使下與朋友在網上搜尋相關
資訊，並向協會自薦擔任攝影義工。他表示：
「很高興能夠拍攝協會主辦的不同項目賽事，
包括輪椅籃球、乒乓球、射箭、硬地滾球、
保齡球、羽毛球等等，可以說每場賽事都十
分精彩和激烈。運動員所表現的技巧、鬥志、體能及合作精神都讓人歎
為觀止，不難想像他們是經過長時間訓練，而背後所付出的努力比健全
運動員還要多。」Ryan回想起拍攝輪椅籃球比賽期間，運動員因為激烈
的碰撞而「反車」，但無論情況有多困難，他們都會盡力自行調整，其鬥
志及信心令人拜服，自己亦從中體會到只要有信心，世上真的無難事。

Ryan坦言拍攝殘疾運動員與健全運動員沒有分別。 他說：「在首次拍攝
前，朋友提醒我應盡量避免拍下殘疾運動員的正面和大特寫，以免他們
尷尬和難受，但到實際拍攝時卻無法避免。可幸的是運動員完全沒有迴
避鏡頭或表示介意，反而表現自信與堅強的一面。總之拍攝殘疾人運動
賽事的過程十分愉快，以及令人鼓舞及充滿正能量。」



協會動態

為加強殘疾人運動教練發展，協會與香港
教練培訓委員會合辦之「基礎殘疾人運動教
練課程」已於4月6日正式展開。課程包括
兩個單元共41小時，第一單元為「運動教
練理論入門」（28小時），教授運動訓練及
科學知識；第二單元「殘疾人運動訓練」
（13小時）於5月至7月進行，內容包括殘
疾人運動發展、級別鑑定及殘疾人運動教
練經驗分享等。第二期的課程將於9月至
11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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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賽馬會香港優秀教練選舉頒獎典禮於4月27日假香港體育學院舉
行，表揚一眾教練在過去一年為香港體壇的付出和貢獻。

硬地滾球總教練郭克榮獲頒「全年最佳教練獎 — 團體項目高級組」。郭教
練去年帶領硬地滾球隊在亞殘運中奪得BC3級雙人賽金牌及BC1/BC2級
團體賽銀牌，並在世界錦標賽中摘下BC4級雙人賽銅牌，令他第三次成
為全年最佳教練獎得主。

此外，多位協會教練獲頒「精英教練獎」及「社區優秀教練獎」，名單如下：

協會謹此恭喜各得獎教練！
由Agitos基金支持、國際殘奧會與新加坡殘奧會合辦之世界殘疾人游泳
亞洲發展計劃2019 — 殘疾人游泳教練及運動員訓練營已於5月7日至9日
舉行，協會殘疾人游泳總教練江俊賢、運動員譚文慧、林寶儀及鄭旨軒
透過不同活動進行交流，以提升個人技術及增長專項知識。

項目 地點 日期

輪椅劍擊 韓國仁川 17－23/4/2019

殘疾人羽毛球 馬來西亞關丹 1－10/7/2019

殘疾人乒乓球 中國河北 3－16/7/2019

輪椅劍擊 波蘭華沙 3－10/7/2019

為備戰即將舉行的重要賽事及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計分賽，多個項目
進行海外集訓，與外隊作技術交流及分享訓練心得。

硬地滾球  郭克榮、劉煒麒、李榮傑、梁媛雯、倪振明、
 施珊珊、鄧穎琳、黄秀華

殘疾人田徑  蔡喜逢、葉頌華

殘疾人羽毛球  鄭暉燕、洪顯駿、劉南銘、余廣華

殘疾人草地滾球  張 俊、吳國輝、馬志堅

殘疾人游泳  江俊賢、吳恩浩

殘疾人乒乓球  陳 杰、陳維安、鄺錦成、王藝璇、張 佳

殘疾人保齡球  張榮傑、馮正普、梁悅明、鄧小燕

輪椅劍擊 陳偉勁、陳 瑜、鍾定程、何泰順、胡萬江、
 黃金球

精英教練獎

殘疾人羽毛球 曾昭邦 殘疾人乒乓球 黃應輝

社區優秀教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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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殘奧之友

繼成功主辦「2009第三
屆亞太區硬地滾球錦標
賽」、「BISFed 亞 洲 及
大洋洲硬地滾球隊際及
雙人錦標賽 2015」及
「BISFed亞洲及大洋洲
硬地滾球錦標賽2017
—香港」，協會在 5月
12日至20日再度假馬

鞍山體育館舉辦「BISFed 2019香港硬地滾球世界公開賽」，為世界頂尖
好手打造高水平的競技平台，吸引中國、哥倫比亞、英國、希臘及泰國
等多支勁旅會師香港。

賽事為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計分賽之一，共有來自 18 個國家及地區
逾 200 名運動員、教練及隨隊職員參賽，競逐 BC1級、BC2級、BC3
級、BC4級個人賽、BC1/BC2級團體賽、BC3 級及 BC4 級雙人賽共七
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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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國家及地區 金牌 銀牌 銅牌

1 泰國 3 3 1
2 英國 1 1 1
2 香港 1 1 1
4 澳洲 1 — 1
4 日本 1 — 1
6 中國 — 1 1
7 馬來西亞 — 1 —
8 克羅地亞 — — 1

獎牌榜

殘奧之友過去數月積極支援協會各賽事
及活動，包括香港硬地滾球錦標賽暨香
港硬地滾球學校聯賽及殘疾人乒乓球公
開錦標賽。另一本地賽事 — 第七屆全
港運動會 — 輪椅籃球挑戰賽亦得到殘
奧之友支援不同工作，在三個月賽期間
舉行的每場賽事均有殘奧之友負責隊伍
登記、派發物資、賽事錄影及擔任大會
攝影，協助賽事順利進行。年度大型國
際活動方面，由協會主辦的BISFed 
2019香港硬地滾球世界公開賽共有23
名殘奧之友參與義工服務，負責維持秩
序及接待比賽隊伍、嘉賓及觀眾等。

我在北京奧運與殘奧運閉幕後，
開始積極參與社區的義務工作。
在隨後幾年，我不止一次獲得義
工運動和義務工作發展局嘉獎。
到前年初我有機會接觸殘奧之
友，並參與活動和義工服務。

我在加入殘奧之友的兩年多時間
裏，曾以義工的身份參與本地殘
疾人游泳錦標賽和新秀運動員招
募，更參與去年的香港殘奧日
2018。我知道自己有所不足，亦知道自己還有很多東西需要認真學習，希
望將來可以得到大型體育活動的義務工作機會。

我期望自己將來可以繼續和其他殘奧之友一同服務，並能在不同的體育場
上，當一個義務推廣奧林匹克運動和殘疾人運動的志士。  

謝允健

主題 分享參與殘奧之友活動或義務工作的經驗、感想或期望

語言 中文
字數 不多於500字
相片（如有） 不多於2張相片（每張不少於1MB的JPEG/JPG格式圖檔）
注意事項 1. 來稿必須為原創作品，並無侵犯他人的權益及版權，如

有違反版權條例，協會概不承擔有關責任。
 2. 採用的稿件將經殘奧之友語文小組編輯後刊登。
 3. 來稿即表示投稿者同意協會使用及修改有關稿件作製作

刊物或宣傳品之用，而有關製成品的版權將由協會擁有。

「香港殘奧之友」專欄新增投稿空間，現誠邀各位殘奧之友就參與活動或
義務工作的經驗、感想或期望投稿。

如欲投稿，請提供中、英文姓名、筆名（如有）、聯絡電話及將稿件電郵至
friends@hkparalympic.org，電郵標題請註明「香港殘奧會會訊『香
港殘奧之友』專欄投稿」。工作人員將以電郵通知獲採用稿件的殘奧之友。

總結五日賽事，港隊梁育榮及何宛淇乘主場之利分別於BC3級及BC4級
個人賽奪得一銀一銅，加上劉慧茵、梁育榮及黃君恒在BC4級雙人賽衝金
成功，香港隊於今屆賽事勇奪一金一銀一銅的佳績，與英國並列獎牌榜第
二位，泰國隊則囊括三金三銀一銅成為賽事的大贏家，位列獎牌榜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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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於賽前舉辦了硬地滾球地區裁判
工作坊，並邀得國際裁判梁文育先生
向參加者教授有關硬地滾球比賽規則
及裁判技巧等，以裝備他們在賽事中
擔任裁判工作。

是次賽事得以順利進行，實有賴各界
鼎力支持，協會衷心感謝來自各個國
家及地區的參賽隊伍、有關政府部
門、香港體育學院、各支持機構及贊
助商、技術官員及義工的積極參與。

比賽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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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點滴



7

回顧更多賽事精彩片段：
相片 — hk2019boccia.hkparalympic.org/gallery
影片 — hk2019boccia.hkparalympic.org/match-replay

分享光榮

支持機構及工作人員

賽事觀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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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 26/5/2019) 將軍澳體育館、東啟德體育館及荃灣體育館
協會近年透過「輪椅籃球活化計劃」支援地區輪椅籃球隊訓練，並舉辦賽事為參加者提供交流切磋的機會。繼2017年全港運動會成功首辦「輪椅籃球挑
戰賽」，本屆賽事再度成為港運會比賽項目之一，讓殘疾人士一同參與這兩年一度的本地體壇盛事。

第七屆全港運動會—輪椅籃球挑戰賽各階段賽事由2月10日至5月26日假將軍澳體育館、東啟德體育館及荃灣體育館舉行，參賽隊伍分別為港島東、港
島西、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及新界西共六支隊伍作賽。

經過初賽激戰，新界東、港島西、港島東及九龍西躋身四強，當中首次名出線的新界東及港島西分途擊退對手晉級決賽，力爭冠軍寶座。

決賽於5月26日在荃灣體育館舉行，吸引不少觀眾親臨觀賽打氣，賽事更於全港運動會YouTube頻道及香港電台電視32台同步直播，與市民大眾一同
緊貼賽況。新界東及港島西曾於雙循環初賽對壘中各勝一場，故氣氛相當緊張。開局經已先拔頭籌的新界東半場成功拉開比數，終以62:25擊敗港島西，
成功衛冕港運會輪椅籃球挑戰賽冠軍。至於港島東則於較早前進行的季軍賽以60:45擊敗九龍西，奪得季軍。

詳細成績可瀏覽協會網頁或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網頁（www.hongkonggames.hk）。下一階段「輪椅籃球活化計劃」正在籌備中，詳情有待公布，敬請
留意協會網頁。

四強賽 新界東 57：34 九龍西
 港島西 53：36 港島東
季軍賽 九龍西 45：60 港島東
冠軍賽 新界東 62：25 港島西

淘汰賽成績

冠軍 新界東

亞軍 港島西

季軍 港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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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019) 馬鞍山體育館
香港殘疾人乒乓球公開錦標賽於6月22日假馬鞍山體育館舉行，共有近70名企立、輪椅及智障運動員參與賽事，當中包括四名來自澳門的運動員。各項
成績如下：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學生組TT1-5級單打賽 鄭　中 張鈞博 薩　哈 施江滔

男子學生組TT6-10級單打賽 陳子謙 梁昊逾 張運星 –

女子學生組TT6-10級單打賽 羅嘉晞 植　培 花利亞 葉泳希

混合公開組TT1-5級單打賽 高行易 蔡兆雄 鍾錦倫 (澳門) 劉捷安

混合公開組TT6-10級單打賽 盧敏銳 唐志勇 霍錦邦 唐志銘

男子邀請組TT6-10級單打賽 陳瀚汶 鄭奕進 劉旭浩 巫建城

女子邀請組TT6-10級單打賽 焦瑾珊 王愉程 林恩羽 –

男子TT11級單打賽 陳子聰 袁景誠 王智康 梁兆鴻

女子TT11級單打賽 王婷莛 吳玫薈 李曉桐 黃家汶

混合公開組TT1-5級團體賽 蔡兆雄、高行易 羅惠棠、曾鐵雄 曾沛求、劉捷安 鍾錦倫、葉志強 (澳門)

混合公開組TT6-10級團體賽 唐志勇、唐志銘 霍錦邦、關日榮 劉燦乾、鄧惠蓮 曹詠慧、李永洪

混合邀請組TT6-10級團體賽 陳瀚汶、鄭奕進 巫建城、林恩羽 – –

男子TT11級團體賽 王智康、陳子聰、范嘉豪 溫偉樂、袁景誠、梁俊彥 梁仲仁、周志偉、范嘉華 –

女子TT11級團體賽 黃珮淇、王婷莛 吳玫薈、劉靜怡 黃家汶、簡美銀 –

9



海外賽事回顧

日期 10 – 16/4/2019

地點 阿聯酋杜拜

運動員人數 1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危家銓 ARST 男子複合弓個人賽 第7名

殘疾人射箭

日期 2 – 9/7/2019

地點 韓國首爾

運動員人數 11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梁美儀 BC1 個人賽 第9名

陳錦洲 BC1 個人賽 第13名

郭海瑩 BC2 個人賽 第9名

楊曉林 BC2 個人賽 第4名

龍子健 BC2 個人賽 第12名

何宛淇 BC3 個人賽 金牌

廖詠彤 BC3 個人賽 第6名

謝德樺 BC3 個人賽 第8名

劉慧茵 BC4 個人賽 第5名

梁育榮 BC4 個人賽 金牌

黃君恒 BC4 個人賽 第8名

梁美儀、陳錦洲、郭海瑩、 BC1/BC2 團體賽 第6名
楊曉林、 龍子健 

何宛淇、廖詠彤、謝德樺 BC3 雙人賽 金牌

劉慧茵、梁育榮、 黃君恒 BC4 雙人賽 金牌

日期 12 – 20/5/2019

地點 香港

運動員人數 11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梁美儀 BC1 個人賽 第6名

陳錦洲 BC1 個人賽 第18名

郭海瑩 BC2 個人賽 第14名

楊曉林 BC2 個人賽 第6名

龍子健 BC2 個人賽 第13名

何宛淇 BC3 個人賽 銅牌

廖詠彤 BC3 個人賽 第16名

謝德樺 BC3 個人賽 第10名

劉慧茵 BC4 個人賽 第4名

梁育榮 BC4 個人賽 銀牌

黃君恒 BC4 個人賽 第10名

梁美儀、陳錦洲、郭海瑩、 BC1/BC2 團體賽 第4名
楊曉林、 龍子健

何宛淇、廖詠彤、謝德樺 BC3 雙人賽 第7名

劉慧茵、梁育榮、 黃君恒 BC4 雙人賽 金牌

硬地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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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 – 9/6/2019

地點 荷蘭斯海爾托亨博斯

運動員人數 3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蔡婉龍 ARST 女子複合弓個人賽 第17名

周志源 ARW2 男子反曲弓個人賽 第61名

危家銓 ARST 男子複合弓個人賽 第30名

蔡婉龍、危家銓 Open 混合複合弓團體賽 第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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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9 – 23/6/2019

地點 愛爾蘭都柏林

運動員人數 3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陳浩源 WH2 男子單打 銀牌

朱文佳 SS6 男子單打 8強

王鎮炎 SS6 男子單打 銅牌

朱文佳、王鎮炎 SS6 男子雙打 金牌

日期 6 – 12/5/2019

地點 加拿大渥太華

運動員人數 3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陳浩源 WH2 男子單打 金牌

朱文佳 SS6 男子單打 銀牌

王鎮炎 SS6 男子單打 銅牌

朱文佳、王鎮炎 SS6 男子雙打 金牌

殘疾人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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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4 – 10/6/2019

地點 意大利格羅塞托

運動員人數 1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陳泳森 T36 男子 100 米 第3名

殘疾人田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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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6 – 10/6/2019

地點 德國柏林

運動員人數 1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聶建軍 S13 男子50米自由泳 第127名
 SB13 男子50米蛙泳 第28名
 S13 男子50米蝶泳 第40名
 SB13 男子100米蛙泳 第36名

日期 10 – 12/5/2019

地點 新加坡

運動員人數 6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林寶儀 S8 女子100米自由泳 第26名
 S8 女子400米自由泳 第11名
 S8 女子100米背泳 第14名

譚文慧 S10 女子50米自由泳 第27名
 SB9 女子100米蛙泳 第20名
 S10 女子100米自由泳 第32名
 SM10 女子200米個人四式 第27名

周宏基 S9 男子50米自由泳 第31名
 S9 男子100米自由泳 第30名
 SB9 男子100米蛙泳 第60名
 SM9 男子200米個人四式 第46名

鄭旨軒 S13 男子50米自由泳 第58名
 S13 男子100米自由泳 第63名
 S13 男子400米自由泳 第37名
 SM13 男子200米個人四式 第55名

聶建軍 S13 男子50米自由泳 第35名
 SB13 男子100米蛙泳 第16名
 SM13 男子200米個人四式 第47名

謝樂篇 S13 男子50米自由泳 第52名
 S13 男子100米自由泳 第58名
 S13 男子400米自由泳 第35名
 SM13 男子200米個人四式 第49名

殘疾人游泳

日期 30/6 – 6/7/2019

地點 韓國水原市

運動員人數 8

運動員  項目 成績

李志明  混合單打 金牌

陳嘉敏  混合單打 32強

郭　永  混合單打 小組

陳月呂  混合單打 32強

梁有安  混合單打 16強

鄧美儀  混合單打 小組

李應榮  混合單打 32強

胡德京  混合單打 16強

陳月呂、胡德京  混合雙人 16強

陳嘉敏、李志明  混合雙人 第4名

鄧美儀、李應榮  混合雙人 小組

郭　永、梁有安  混合雙人 小組

殘疾人草地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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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0/5 – 1/6/2019

地點 波蘭弗瓦迪斯瓦沃沃

運動員人數 5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黃佩儀 TT5 女子單打 小組

陳思魯 TT7 男子單打 小組

李銘業 TT7 男子單打 8強

林嘉偉 TT8 男子單打 16強

王志賢 TT9 男子單打 8強

陳思魯、李銘業 TT7 男子團體 銀牌

林嘉偉、王志賢 TT9-10 男子團體 小組

日期 8 – 11/5/2019

地點 斯洛文尼亞拉什科

運動員人數 7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黃佩儀 TT5 女子單打 小組

陳思魯 TT7 男子單打 16強

李銘業 TT7 男子單打 32強

唐志銘 TT7 男子單打 小組

唐志勇 TT7 男子單打 小組

林嘉偉 TT8 男子單打 32強

王志賢 TT9 男子單打 8強

陳思魯、李銘業 TT7 男子團體 8強

唐志銘、唐志勇 TT7 男子團體 小組

林嘉偉、王志賢 TT9-10 男子團體 小組

殘疾人乒乓球
日期 29 – 30/6/2019

地點 澳門

運動員人數 5

運動員 項目  成績

焦瑾珊、王愉程、林恩羽、 四角賽 – 混合團體 銀牌
蔡兆雄、陳瀚汶

焦瑾珊、王愉程、林恩羽、 邀請賽 – 混合團體 銀牌
蔡兆雄、陳瀚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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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劍擊

日期 20 – 26/5/2019

地點 巴西聖保羅

運動員人數 6

運動員 級別 比賽項目 成績

范珮珊 Cat A 女子花劍 第13名
 Cat A 女子佩劍 第23名

吳舒婷 Cat A 女子花劍 第8名
 Cat A 女子重劍 第9名

余翠怡 Cat A 女子花劍 第5名
 Cat A 女子重劍 銅牌

鍾婉萍 Cat B 女子花劍 第8名
 Cat B 女子重劍 第20名

湯雅婷 Cat B 女子花劍 第7名
 Cat B 女子重劍 第18名
 Cat B 女子佩劍 第16名

張明仔 Cat A 男子花劍 第13名
 Cat A 男子佩劍 第23名

日期 9 – 16/7/2019

地點 波蘭華沙

運動員人數 6

運動員 級別 比賽項目 成績

范珮珊 Cat A 女子花劍 第12名
 Cat A 女子佩劍 第20名

吳舒婷 Cat A 女子花劍 第14名
 Cat A 女子重劍 第13名

余翠怡 Cat A 女子花劍 銅牌
 Cat A 女子重劍 第6名

鍾婉萍 Cat B 女子花劍 第12名
 Cat B 女子重劍 第32名

湯雅婷 Cat B 女子花劍 第17名
 Cat B 女子重劍 第21名
 Cat B 女子佩劍 第22名

張明仔 Cat A 男子花劍 第24名
 Cat A 男子佩劍 第32名

范珮珊、湯雅婷、余翠怡 – 女子佩劍團體 第8名

鍾婉萍、吳舒婷、湯雅婷、余翠怡 – 女子重劍團體 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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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賽事預告

以上詳情協會網頁公佈為準。預祝各運動員取得美滿成績。

15

日期 18 – 23/5/2019

地點 中國天津

運動員人數 22

綜合運動會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黎煒之 ARST 公開級女子複合弓50米雙輪賽 第21名
 ARST 公開級女子複合弓50米淘汰賽 32強

周志源 ARW2 公開級男子反曲弓70米雙輪賽 第29名
 ARW2 公開級男子反曲弓70米淘汰賽 32強

方家強 ARW2 公開級男子複合弓50米雙輪賽 第26名
 ARW2 公開級男子複合弓50米淘汰賽 32強

胡同生 ARW2 公開級男子複合弓50米雙輪賽 第17名
 ARW2 公開級男子複合弓50米淘汰賽 32強

黎煒之、方家強、 – 公開級混合團體 16強
胡同生  複合弓50米淘汰賽

殘疾人射箭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吳麗玲 SL3 女子單打  第6名

蔡詠琪 SS6 女子單打 小組

林貞榕 SS6 女子單打 8強

鄺彤峰 SL3 男子單打 小組

李仁平 SL4 男子單打 第5名

蔡詠琪、林貞榕 SS6 女子雙打 第4名

鄺彤峰、李仁平 SL3-4 男子雙打 第6名

殘疾人羽毛球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陳詩晴 Cat A 女子花劍 8強
  女子重劍 16強

周朗浩 Cat A 男子花劍 16強
  男子重劍 32強

鄺遠興 Cat A 男子花劍 16強
  男子重劍 16強

輪椅劍擊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何希雯、馬華強 – 混合拉丁3項 第5名

蘇芷恩、李霈然 – 混合拉丁5項 第4名
 – 混合標準3項 金牌

黃偉琼、蔡旻晉 – 混合標準5項 第5名

陳錦甜、馬華強 – 雙輪椅拉丁3項 第8名
 – 雙輪椅拉丁5項 第7名
 – 雙輪椅標準5項 第6名

賴添妹、鍾兆漢 – 雙輪椅標準3項 第8名

輪椅舞蹈

運動員 級別 項目 成績

施杰浩 PR1 男子單人雙槳1000米 第4名
 PR1 男子單人雙槳2000米 第4名

展能賽艇

項目 日期 地點賽事

殘疾人保齡球
殘疾人射擊
殘疾人乒乓球
殘疾人乒乓球
殘疾人乒乓球
殘疾人羽毛球
綜合運動會
綜合運動會
殘疾人田徑
殘疾人游泳
殘疾人草地滾球
殘疾人羽毛球
殘疾人保齡球
輪椅劍擊
殘疾人羽毛球
殘疾人田徑
殘疾人射擊
殘疾人射箭

22 – 28/7/2019

22 – 31/7/2019

23 – 27/7/2019

31/7 – 4/8/2019

6 – 10/8/2019 

20 – 25/8/2019

25/8 – 1/9/2019

27/8 – 2/9/2019

28 – 30/8/2019

9 – 15/9/2019

14 – 21/9/2019

16 – 22/9/2019

16 – 23/9/2019

15 – 24/9/2019

23 – 29/9/2019

29/9/2019

10 – 19/10/2019

19 – 26/10/2019

WPB殘疾人保齡球巡迴賽2019－新加坡站
奧西耶克2019殘疾人射擊世界盃
ITTF亞洲殘疾人乒乓球錦標賽
ITTF日本殘疾人乒乓球公開賽
ITTF曼谷殘疾人乒乓球公開賽 2019
TOTAL BWF 殘疾人羽毛球世界錦標賽 2019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殘疾人運動會（第二階段）
亞洲青少年交流運動會2019
巴黎2019世界殘疾人田徑格蘭披治賽
倫敦2019世界殘疾人游泳錦標賽
第二屆亞洲殘疾人草地滾球錦標賽
泰國殘疾人羽毛球國際賽2019
WPB殘疾人保齡球巡迴賽2019－泰國站
IWAS輪椅劍擊世界錦標賽2019
中國殘疾人羽毛球國際賽2019
BMW柏林馬拉松2019
悉尼2019世界殘疾人射擊錦標賽
第三屆亞洲殘疾人射箭錦標賽

新加坡
克羅地亞奧西耶克
中華台北台中
日本東京
泰國曼谷
瑞士巴塞爾
中國天津
日本東京
法國巴黎
英國倫敦
馬來西亞吉隆坡
泰國曼谷
泰國曼谷
韓國清州
中國北京
德國柏林
澳洲悉尼
泰國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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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美林邨美楓樓B座地下141-148室
電話： 一般查詢 (852) 2602 8232
 體育項目 (852) 2602 7918 / (852) 2602 7968 
傳真： (852) 2603 0106
網址： www.hkparalympic.org    Facebook：www.facebook.com/HKPCSAPD/
電郵： mailadmin@hkparalympic.org

聯絡我們

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主辦之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訓練班現已接受報名。如欲報名或查詢，請致電與秘書處聯絡。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是協會會員，並必須年滿八歲或以上。
2. 各會員可報名參加最多三個訓練班，請按意願順序填寫，協會將盡量處理。
3. 請各報名參加之會員確保填妥報名表所需資料，如會員沒有提供足夠資料，恕不受理。

各訓練班上課日期、地點和時間或有變動，請瀏覽協會網頁。協會將不會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 各訓練班的首兩節為測試堂，各參加者須通過教練的測試才能繼續上課 ** 有提供復康巴接載服務

項目名稱 地點 日期 時間 節數 名額 暫停日期

殘疾人田徑初級訓練班 # ** 香港體育學院 5/10/2019 – 28/3/2020 9:00am – 25 15 25/1
Para Athletics Elementary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逢星期六 Sat) 12:00nn

殘疾人羽毛球初級訓練班 # 九龍公園體育館 3/10/2019 – 26/3/2020 7:00pm – 23 15 7/11,
Para Badminton Kowloon Park (逢星期四 Thu) 9:00pm   14/11, 
Elementary Sports Centre     26/12

殘疾人草地滾球初級訓練班 # ** 小瀝源草地滾球場 3/10/2019 – 26/3/2020 6:00pm –  25 10 26/12
Para Lawn Bowls Siu Lek Yuen Outdoor (逢星期四 Thu) 9:00pm
Elementary Bowling Green

殘疾人游泳技術改良班 A  九龍公園游泳池 14/10/2019 – 30/3/2020 7:00pm – 24 12 27/1
Para Swimming Kowloon Park (逢星期一 Mon) 9:00pm
Technique Refinement A Swimming Pool

殘疾人游泳技術改良班 D  灣仔游泳池 4/10/2019 – 27/3/2020 6:00pm –  26 12 –
Para Swimming Wan Chai (逢星期五 Fri) 8:00pm  
Technique Refinement D Swimming Pool

殘疾人游泳初級訓練班 E # 九龍公園游泳池 5/10/2019 – 28/3/2020 4:00pm – 23 12 7/12, 
Para Swimming Kowloon Park (逢星期六 Sat) 6:00pm   14/12,
Elementary E Swimming Pool     25/1

殘疾人游泳初級訓練班 F # 摩利臣山游泳池 5/10/2019 – 28/3/2020 7:00pm – 25 12 25/1
Para Swimming Morrison Hill (逢星期六 Sat) 9:00pm
Elementary F Swimming Pool

殘疾人乒乓球初級訓練班 # ** 鯉魚門體育館 5/10/2019 – 18/1/2020 7:00pm – 25 16 –
Para Table Tennis Lei Yue Mun Sports Centre (逢星期六 Sat) 9:00pm
Elementary

 藍田(南)體育館 1/2/2020 – 28/3/2020
 Lam Tin South Sports Centre (逢星期六 Sat)

殘疾人乒乓球技術改良班 # ** 蒲崗村道體育館 8/10/2019 – 31/3/2020 7:00pm – 23 15 24/12,
Para Table Tennis Po Kwong Village Road (逢星期二 Tue) 9:00pm   31/12,
Technique Refinement Sports Centre     28/1

輪椅劍擊初級訓練班 # ** 香港體育學院 5/10/2019 – 28/3/2020 2:00pm – 25 16 25/1
Wheelchair Fencing Elementary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逢星期六 Sat) 5:00pm

教練

蔡喜逢
CHOI Hei Fung

朱穎芬、曾昭邦
CHU Wing Fan Emily,
TSANG Chiu Pong

徐東湧
TSUI Tong Yong

陳潔貞、陳大尉
張煥文
CHAN Kit Ching,
CHAN Tai Wai,
CHEUNG Woon Man

陳大尉、張煥文
CHAN Tai Wai,
CHEUNG Woon Man

張煥文、吳恩浩
CHEUNG Woon Man,
NG Yan Ho Jonathan

黎宇興
LAI Yu Hing

馮綠茵、何森德
FUNG Luk Yan,
HO Sum Tak

黃應輝
WONG Ying Fai

陳 瑜
CHEN 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