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
發展

政策
• 特 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體育精英化、普及化和
盛事化，在支持體育發展方面的經常性開支不
斷增加，包括設立和撥款「精英運動員發展基
金」，投放資源增加和提升體育及康樂設施，
以及鼓勵社會各界合作建立熱愛體育的文化。

發展優勢
• 在 長期和全面的支援服務下，香港運動員近年
表現屢創佳績，在不同項目均獲得亮麗的成
績。中國香港代表隊於東京2020奧運會取得香
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金、兩銀和三銅成績，並
於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及第十四屆全國運動
會全力以赴，成績有目共睹，令全港市民引以
為傲。
• 香 港的體育產業亦漸見規模，政府正積極與體
育界及商界研究其發展和相關人力需求，進一
步推動體育專業化和產業化，向更專業化和產
業化的方向發展。
• 與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設立「運動科
研資助計劃」，透過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研
究，提升運動員的競爭力，以及備戰未來的大
型國際賽事。
• 啟 德體育園落成後將提供現代化和多用途的體
育和休憩設施，可舉辦更多國際級的體育盛
事，提升香港的體育文化和運動風氣。
• 廣 東省、香港和澳門將共同承辦二○二五年第
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粵港澳與中央有關部委將
緊密聯繫，積極籌備「簡約、安全、精彩」的
全國運動會。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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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麗成績掀起運動風氣

續熱潮
推動體育發展
體

育界是個常常創造歷史的領域，每項世

自小便要應付密集的游泳訓練、參加比

界紀錄的誕生，背後都有一個奮鬥故

賽，又要兼顧學業，何詩蓓在訪問中娓娓道出

事。對香港運動員而言，世界冠軍或世界紀錄

她的秘訣。「父母從小教導我時間管理的重要

曾經是很遙遠的事，尤其在近乎被歐美國家壟

性，正正因為花了不少時間在游泳上，讀書的

斷的游泳項目。直至二〇二一年年底，何詩蓓

時間變得有限，上課時便要格外專心，遇到學

在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打破塵封五年的女子
二百米自由泳世界紀錄，向世界證明了香港運

習難題立即發問。我最想跟同學和年輕運動員
分享的是，作息要定時，最重要認清自己的目

動員也可在國際泳壇佔一席位，交出了亮麗的

標，然後下定決心朝着目標前進。」在她眼

成績。

中，旁人以為的犧牲，只是為了實現目標而作
出的取捨。

Agence France-Presse

何詩蓓先後七十多次打破香港紀錄、二十

女子二百米自由泳
世界紀錄保持者

多次打破亞洲紀錄，到成為世界紀錄保持者，

運動員在職業生涯中總會經歷高低跌宕，

她游泳背後的故事又是怎樣的呢？「我起初並

難免受到傷患和大大小小的挫折困擾，何詩蓓

不太喜歡游泳，只是為了學會求生技能。小學

亦不例外。提到她在二〇一八年因傷被迫放棄

時去游泳是為了見朋友，跟朋友一起訓練。直

出戰亞運會，何詩蓓看得很開，只是淡然回

至在美國升讀大學，才真正愛上游泳，因為大

答︰「運動員遇到挫折是無可避免的。有些挫

學的訓練模式讓我認識到游泳有很多學問，講

折觀眾看得見，就像因傷退賽；有些挫折是觀

求技術而非只在池中來回練水，於是畢業後我

眾看不見的，反而更難面對。那次受傷退賽曾

便決定成為全職運動員。」

實、接受現實，然後好好計劃下一步如何走
下去。」

何詩蓓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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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東京奧運取得好成績可以令更多人關注香港運動員，

同時提升運動風氣，鼓勵更多人多做運動，
並認識不同種類的運動。」

政府為東京2020奧運會中國
香港代表團舉行返港歡迎
儀式，圖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頒發表揚狀予何詩蓓（左）。

職銜

香港體育學院全職獎學金運動員

●

何詩蓓選擇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困難，

能夠成為香港游泳史上第一位踏上奧運頒

因為負面思想一點幫助也沒有。她不能參加正

獎台的運動員，更一舉奪得兩面銀牌，何詩蓓

規訓練，便勤於接受物理治療，也嘗試做一些

表示意義重大，期望可藉此推動香港不同運動

恢復訓練。得到家人、教練、隊友和身邊很多

項目的發展。「我希望在東京奧運取得好成績

人的支持和鼓勵，她終於克服難關，迎來雨後

可以令更多人關注香港運動員，同時提升運動

彩虹，在東京奧運會和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中

風氣，鼓勵更多人多做運動，並認識不同種類

屢創高峰、滿載而歸，為香港爭光。

的運動。」從泳會朋友口中得知，奧運後多了
家長替小朋友報名學習游泳，何詩蓓難掩心中

回想備戰東京奧運期間的點滴和挑戰，何

（游泳項目）

榮譽
香港傑出運動員

●

（2017、2019、2021）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

（2018）
●

獲《SwimSwam》評為亞洲女子

●

東京2020奧運會女子一百米和

最佳泳手
（2019 - 2021）

二百米自由泳銀牌
（2021）

興奮，直呼很開心！

	刷新女子二百米自由泳世界紀錄

●

詩蓓感受良多。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比賽是延

（2021）

期還是取消，誰也說不準。疫情使泳池時開時

要培養出一位精英運動員，除了自身天賦

關，影響訓練，只好改變模式，到健身房進行

和努力以及各方支持外，政府的政策導向和資

學歷

力量訓練。她說：「我在美國備戰時，泳池和

源投入必不可少。何詩蓓感謝香港體育學院提

●	

健身室都因為疫情而關閉了，最終回到香港接

東京奧運會舉行期間，不少
市民到商場觀看直播，支持
香港運動員。

美國密芝根大學心理學學士

供一應俱全的硬件配備和設施，亦提供物理治

受訓練。我想在奧運取得好成績，所以一心想

療師、按摩師、營養師等各類支援人員，資源

着這個目標，無論途中發生任何事，也不會輕

集中又方便。一路走來，她非常感謝曾經給予

易放棄。」何詩蓓充分發揮香港人靈活變通、

幫助的所有人，「我的成就不僅是我一個人的

永不言敗的特質。

功勞，全靠背後整個支援團隊的默默付出，我

何詩蓓在游泳項目奪得世界冠軍，
兼打破世界紀錄，為香港創下歷史，
但她並沒有自滿，仍不斷努力訓練，
希望能再次突破自己的極限。

才有今天的成就。」
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年出生的何詩蓓，認為

122

自己跟許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樣，擁有刻苦

社會日益重視體育發展，政府希望推動體

努力的拼搏精神，方能成就目標；亦因為對香

育發展成一個事業、一個職業和一個產業，為

港的深厚感情，讓身為愛爾蘭和香港混血兒的

退役運動員和青年人提供更多與場地管理、運

她，選擇代表香港這個出生地比賽。「對我來

動行政和運動科學等相關的就業和發展機會。

說，代表香港是理所當然的，始終我在香港長

何詩蓓大表認同這個政策方向，相信職業運動

大、在香港游泳、在香港參加第一個比賽，所

員退役後若可留在運動圈內發展，不用為出路

以一定要代表香港。」她對香港的熱愛和感

和生計操心，有助吸引更多人以運動作為終身

情，在言談間表露無遺。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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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詩蓓（右二）坦言運動員難免遭遇大大小小
的挫折，感激隊友陪伴她一起跨過逆境，克服
難關。

「很多人以為運動

個人也成為精英運動

行業只有運動員和教

員、代表香港出外比賽

練，其實還需要很多相

取得獎牌，只要每個人

關專業人員支援，包括

的體能及健康意識提高

運動科學、技術專員、

了，對整體社會也有很

物理治療師、營養師、

大的幫助。」

心理學家等。」她認
為，由退役運動員來擔

未來數年，香港的

任支援運動員的工作相

體育界將迎來重大體壇

當合適，「他們對自己的運動項目最為了解，

盛事，先有啟德體育園區預計於二〇二三年年

亦清楚運動員的心理和需要。現在政府投放更

底落成，加上與廣東省和澳門共同承辦

多資源，不但能幫助教練和運動員提升水平，

二〇二五年全國運動會，相信體育運動的熱潮

對其他運動行業來說，絕對是一件好事。」

會持續上升。只要把握時機，讓運動變得普
及，定能發掘更多有潛質的新力軍，為香港未

台上一分鐘，台下所花的又豈止十年功。

來培育更多出色的運動員。

對運動和學業雙軌發展的憂慮，或會埋沒了一
些小朋友的運動天份。作為過來人，何詩蓓覺

何詩蓓在東京奧運取得輝煌成績，數月後

得運動帶給她的經驗不是從書本學習得來的。

更刷新世界紀錄，全憑堅定信念和自強不息的

「通過運動可以學到如時間管理、解難能力、

精神。「完成東京奧運後，其實我有點害怕這

相處技巧以及為目標奮鬥的毅力等」，她寄望

已經是我游泳生涯的頂峰，擔心無法游得更

隨着政府加強支援運動員在運動和學業方面同

快，但當我繼續訓練後，我知道自己仍有突破

時發展，可讓家長更願意支持子女投身運動員

空間，所以才可在數個月後打破世界紀錄。下

行列。

一個目標是甚麼？我想我現在沒有具體想法，
只是希望自己可以不斷進步，只要能夠突破極

她亦喜見政府積極推動體育普及化，相信

限，我就很開心。」

更多人參與運動，對相關專業人員的需求也會
提高，何況運動也有其社會效益。「做運動的

縱然已登上世界之巔，何詩蓓仍力求進

人多了，整個社會的心理和生理都較健康，對

步，相信她的故事不會就此結束，她會繼續為

醫療系統的負擔亦相對減少。我覺得不需要每

香港在國際泳壇譜寫光輝篇章。

對於政府推動體育普及化，何詩蓓同意運動有其
社會效益，當市民大眾的體能和健康意識有所
提高，對整體社會也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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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致用 以自身經歷勉勵同路人

鼓勵企業合作
促進殘疾運動發展
二

十三歲，本是人生美好年華，一場交通

不久，他開始摸索和練習坐在輪椅上的羽毛球

意外卻無情奪去陳浩源的左腳，改變了

打法，憑着濃厚興趣和過往根基，很快便在本

他的一生。留醫長達十個月，從為生存而奮

地賽事中奪冠，車禍翌年更加入港隊，高強度

鬥，到為生活而籌謀，過程勵志但不免淒酸。

的規範訓練幫助他發揮潛能，十多年間在各項

「躲過死神，你要想的是怎樣好好照顧自己，

本地和國際比賽中收獲不少獎牌。作為業餘球

恢復衣食住行等自理能力，不必事事假手於

手，既要兼顧正職，又要應付訓練和比賽，對

人。」香港殘疾人羽毛球運動員陳浩源回憶

體力、時間和金錢都是考驗。幸而，政府在

道，全靠母親和女友的支持和陪伴，一直不離

二〇一七年推出殘疾運動項目精英資助先導計

不棄，才能走過那段黑暗歲月，加上在病榻中

劃，為殘疾運動員提供全職訓練機會和資助，

獲朋友鼓勵接觸殘疾人羽毛球，不但讓他重拾

陳浩源藉此投身全職運動員行列，後顧之憂得

方向，更賦予他第二人生。陳浩源沒有被車禍

以解決，讓他更專注訓練和比賽，全心全意爭

擊倒，種種經歷和考驗反使他決心證明自己的

取佳績。在印尼2018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勇奪銀

價值，如今走在不同的跑道上，亦不忘勉勵和

牌後，陳浩源劍指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殘

幫助同路人。

奧運）。「等待多年，羽毛球終於首次被納入
殘奧運比賽項目，我要做第一個代表香港參加

羽毛球是陳浩源自小的愛好，意外後再次

殘奧運的羽毛球運動員。」

走進他的生命，成為他重新出發的動力。出院

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
羽毛球男子WH2級單打銅牌得主

陳浩源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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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運動成就和經驗，我相信具備相關學歷和專業資格，

陳 浩 源（ 右 ）與 時 任 總 教 練
劉南銘並肩作戰多年，默契
十足。

對日後推動體育運動發展可以事半功倍。」

目標清晰，備戰過程卻波折重重。東京奧
運受新冠疫情影響延期舉行，除了打亂運動員

方、老師和同學的體諒和遷就，助其克服學業
上種種困難。

的部署，場地不時關閉，亦導致訓練斷斷續

職銜

續，加上出國比賽機會大減，多少影響狀態。

目前，本港八所大學已簽署意向文件，支

更甚的是，備戰期間母親罹患癌症，使隔離訓

持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推行的學生運動員學習

練的陳浩源陷入兩難，心力交瘁。「她在我人

支援及入學計劃，為包括殘疾運動員在內的體

生低潮時不辭勞苦、悉心照顧；換她抱病在

育精英提供入學便利和個人化學習支援。陳浩

身，自己卻未能時刻陪伴在側盡孝，我於心有

源期望計劃可助運動員兼顧運動和學業雙軌發

愧。」倒是母親深明兒子內心的掙扎和承受的

展，並號召新一代投入競技運動，為港爭光。

●

榮譽
●

年的夢想。他感恩母親成功戰勝病魔，自己亦

東京奧運在社會掀起運動熱潮，要維持這

不負眾望在男子WH2級單打項目贏得銅牌，希

股熱度，需要把握時機，推廣體育普及化，吸

望以這面獎牌來報答母親，並激勵更多同路人

引更多具潛質的新秀投身體育運動，發掘和培

參與運動，勇敢追夢。

育體壇接班人。政府持續增加對殘疾運動員的

印尼2018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羽毛球
男子WH2級單打銀牌（2018）

●

獲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選為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2019）

●

壓力，反過來勸他專心備戰，努力實現追逐多

殘疾人羽毛球運動員


陳浩源（右二）於二〇一九年
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他以自身經歷，鼓勵殘疾人士
透過運動，融入社會。

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羽毛球男子
WH2級單打銅牌（2021）

學歷
●

修讀香港浸會大學
體育及康樂管理學士

支援，例如向認可殘疾體育總會提供資助，並
陳浩源的另一個身分，是香港浸會大學體

與各相關體育總會、殘疾人士機構和特殊學校

育及康樂管理學士課程的學生，盼他日學以致

合作，舉辦更多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康樂體育

用，回饋體育界。「除了運動成就和經驗，我

活動。投放的資源愈來愈多，但殘疾運動的普

相信具備相關學歷和專業資格，對日後推動體

及程度仍有提升空間，要解決殘疾運動員青黃

育運動發展可以事半功倍。」學系的必修科包

不接的問題，當務之急是找出深居簡出、不願

含不少運動項目，要求學生親身參與，大學顧

交際的殘疾人士，鼓勵他們參與康樂體能活

及陳浩源的身體條件，彈性配合修改課程要

動，引發他們對運動的興趣。不遺餘力推廣殘

求，或容許他以課業代替部分技能練習。「例

疾人士體育運動的陳浩源認為，政府應提供撥

如上籃球課，坐在輪椅上投籃跟站着投籃的要

款或資助予不同殘疾服務機構，無論是肢體殘

求總不一樣，上田徑課也不可能推着輪椅在

障的、聽障的，還是視障的，確保不同運動項

十五秒內完成一百米，難得大學願意花時間搜

目的屬會獲分配足夠資源，各自分工，專注提

集資料，因應我的能力修改課程。」提到經常

高會員對運動的參與度和興趣。「只要培養出

前赴海外備戰和參賽而缺課，他不忘感激校

興趣和養成有規律的運動習慣，就沒那麼容易

陳浩源是香港首批殘疾人
羽毛球職業運動員之一。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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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浩 源（ 左 一 ）一 直 渴 望 踏 上 殘 奧 運 的
舞台，直至東京2020殘奧運首次正式將
羽毛球列為比賽項目，他和隊友終可圓夢。

陳浩源續說，當更

育學院新設施大樓，更

多殘疾人士願意嘗試參

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與運動，從中發掘具潛

基金設立總額三億元的

質運動員的機會亦會相

基金，用作發展運動科

應提高。「全港殘疾人

研、運動醫學和添置器

口超過五十三萬人，換

材等。要發展運動產

句話說，大約每十四人

業，陳浩源提議加強商

便有一名殘疾人士，但

業合作，發揮帶動作

他們大多不願走出社會，我希望找到一項同時

用。「透過各種措施，例如為運動員的贊助商

適合健全和殘疾人士的簡易運動，讓他們一同

提供退稅等誘因，可促進運動員和商業機構建

參與。」他在機緣巧合下接觸地壼，發現這項

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此外，不少企業和機

運動講求策略技巧多於體力，坐在輪椅上也可

構亦積極響應政府的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提

玩得出色。為了推廣男女老幼、傷健皆宜的地

供更多實習和工作機會予退役運動員，為推動

壺運動，他和朋友創立香港地壺傷健協會，透

運動普及化出一分力。

過參與者的團體合作和相處，擴闊殘疾人士的
生活圈子，然而促進傷健共融只是他們的目標

陳浩源認為發展科研以提升運動員的競爭

之一。「成功普及的話，說不定可從中選拔出

力對殘疾運動員尤其重要。他以陪伴自己出賽

精英運動員，由地壼開始，進而練習冰壼，為

的輪椅為例，指不同運動項目所使用的輪椅標

香港培訓出第一批參加冬季殘奧運的健兒。」

準各異，不同運動員對器材的要求亦不一樣，

政府提出推動體育運動專業化和產業化，

準，因此有必要針對殘疾運動員的需要，就運

運動員需與器材無縫配合，才能發揮 最 佳水

藉此製造經濟和社會效益，並聘請顧問公司進

動器材和訓練指標等進行系統性的科研工作。

行研究，就如何進一步支持香港體育產業發展

「參加奧運這類國際賽事，結果往往取決於細

徵詢商界和體育界的意見。近年政府不但大力

節。誰在細節上表現得更出色，誰勝出的機會

投資體育基建，包括興建啟德體育園和香港體

就更高，這正是科研可以貢獻的力量。」

陳浩源成功摘下東京2020殘奧運羽毛球男子
WH2級單打銅牌。他在比賽前一日右手抽筋
不適，負傷上陣仍成功奪牌，意志可嘉。

130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