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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我們衷心感謝下列人士和機構的支持和協助（排名不分先後）

尤曾嘉麗太平紳士
王啟思先生
曹萬泰先生
黎耀強先生
林冠新先生
周韻琴女士　
葉小明女士
洪進美校長　
葉錦元校長　
儲富有校長　
吳曾婉梨校長
廖吳嘉儀校長
文區熙倫校長
張志鴻校長
楊開將校長
楊玉麟校長　
莫鳳儀校長
鄧烈文校長
黃仁傑校長

陳亞瓊女士
翁志玲女士
吳堅先生
洪松蔭先生
梁柏偉先生
盧翠棠女士
陳敬然先生
余翠怡小姐
徐偉賢先生
莫漢輝先生
司徒明慧小姐
蕭仁先生
莊家俊先生
蘇惠琪小姐
司徒子文先生
張馳先生

國家體育總局
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
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國家體育總局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國家體育總局對外體育交流中心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民政事務局
社會福利署
教育局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津貼小學議會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傑出青年協會
香港青年協會
北京體育大學
清華大學
喇沙書院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中國香港排球總會
醫療輔助隊
東方報業集團
Nike Hong Kong Ltd
屈臣氏田徑會家長網絡
屈臣氏蒸餾水
豐澤電器
時鮮國際 - 果汁先生
百佳超級市場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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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
熱誠拼勁 愛心回饋社會

屈臣氏集團是以香港為基地的國際綜合企業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屬下之零售及製造企業。

自一八二八年創立以來，屈臣氏集團建立了盡心為顧客服務的優良傳統。發展至今，業務已
遍佈全球三十六個市場。集團旗下經營十九個零售品牌，超過七千八百間零售商店，種類包
括保健及美容產品、高級香水及化妝品、食品、電器及電子產品、高級洋酒，以及機場零售
業務。此外，屈臣氏集團更是歷史悠久的飲品生產商，製造及供應一系列的瓶裝水、果汁、
汽水及茶類產品，並透過其國際洋酒批發及代理商，銷售世界優質名酒。集團聘用逾九萬八
千名員工，每天秉承公司的傳統，同心為全球顧客服務。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

陳亞瓊副部長

獻辭
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期盼，受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
民的高度關注和熱切期待。

今年，屈臣氏集團將再次組織「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的代表到北京進行訪問交
流，與北京奧運會組委會及國家體育總局等有關部門會面，同內地的優秀運動
員交流，讓香港的學生運動員親身瞭解北京奧運會籌備進程和國家體育運動發
展情況，增進對國家歷史文化、社會發展和經濟成就的認識，的確非常有意義。

屈臣氏集團一向熱心公益，積極支持香港的體育發展。舉辦「香港學生運動員
獎」評選和北京交流團活動，對於鼓勵香港青少年投身體育運動和提倡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為香港體育發展培訓後備人才和為香港社會培訓健康新一代，
都有積極的作用和影響。

我衷心希望各位團員能夠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和交流的機會，真正有所收穫，
有所提升。並且在今後的日子裡，繼續努力學習，刻苦訓練，為香港體育和香
港社會的明天作出更大貢獻。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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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領隊

2008年8月北京將主辦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而香港

亦首次成為奧運城市，協辦馬術比賽。

北京奧運委員會於2005年7月宣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協辦馬術比賽後，即成立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

織委員會馬術委員會（香港奧馬委）負責為2008年奧

運會及殘疾人奧運會訂立方向及政策。

奧運馬術是人類夥拍馬匹參與比賽的奧運項目，亦是

少數男子和女子以平等地位參賽的項目之一。

奧運馬術主要分為三個項目：場地障礙，盛裝舞步和

三項賽。每個項目都劃分個人和隊際比賽。

位於沙田的香港體育學院及沙田馬場內的彭福公園將

改建為舉行場地障礙和盛裝舞步的比賽場地。而三項

賽中的越野賽將於由上水雙魚河鄉村會所及香港哥爾

夫球會改建而成的場地舉行。奧運馬術主場地包括一

個約有18,000座位的比賽場館、四個共可容納200匹馬

的馬房、一座可容納25匹後備馬的隔離馬房、13個練

習及熱身場地、以及支援設施。

另外，根據於2001年國際奧委會與國際殘疾人奧運會

簽署的協議，規定申辦城市必須同時申請在同一場地

舉辦奧運及殘疾人奧運。因此，第13屆殘疾人奧運馬

術項目將於2008年9月在奧運馬術項目結束後於香港舉

行。香港傷殘馬術運動員葉少康將會代表香港參加

2008殘疾人奧運馬術比賽。

在

香
奧運馬術

場地障礙

盛裝舞步

三項賽

殘奧馬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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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財務董事

蘇若禹先生

獻辭
執筆之時，2008北京奧運已經進入四百多天的倒記時時刻，香港在籌備協辦馬
術比賽方面的工作，亦已進行得如火如荼。

以香港為基地的屈臣氏集團，多年來樂於投放資源，支持本地體育盛事。為了
進一步推動體育文化，鼓勵香港青少年對運動的熱忱和追求，特別於2005年創
立了「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頒發予全香港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
學生。

在今年七百多位得獎學生中，學生們對香港運動員在2006年多哈亞運會上的傑
出成績深受啟迪。經過一輪面試，從中選出了三十位優異學生參與此次的北京
運動交流團。我們希望藉此讓學生們能進一步瞭解北京籌備2008奧運會的最新
情況，通過參觀國家體育培訓基地及與國家運動員進行交流，令他們對祖國運
動方面的成就有更深的認識，同時在集體活動中，向國家運動員多多學習，以
激勵他們對運動的熱情。

此次交流團承蒙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協助，並有幸得到國家體育總
局對外體育文化中心為學生們安排一個難能可貴的交流機會。本人謹此向以上
兩個單位致以衷心謝意。同時，我們亦十分感激國家體育總局及訓練局、第29
屆奧林匹克組織委員會、北京體育大學、清華大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
事處的熱情接待。

屈臣氏集團一向熱心支持及參與各項社區活動，作為企業回饋社會的行動。我
們希望「香港學生運動員獎」能夠激發更多青少年學生在運動場上以至個人方
面的奮鬥精神，為香港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

屈臣氏集團財務董事

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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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主席

洪松蔭先生

獻辭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是首個為全港所有中、小學及特殊學校而設的

學生運動獎項，以肯定青少年在運動方面的表現及成就，並鼓勵他們繼續努力，

發揮潛能，為港增光。

近年香港精英運動員在各項國際賽事中屢見奇功，加上香港將會協辦2008年北京

奧運會的馬術比賽，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去培養新一代的運動精英，和更廣

泛地得到社會的大力支持。

 

為此屈臣氏集團投入龐大的資源，並用心積極地推動香港的學界體育發展，實屬

難能可貴。此次獎項不單為學生提供獎學金上鼓勵，更安排了與國家優秀運動員

共同訓練和探討交流的機會，有助他們豐富經驗，拓寬視野。

本人衷心祝賀各位得獎同學，更希望他們藉著「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給予他們的

機會，虛心學習，放眼祖國在運動方面的發展和成就，瞭解更多北京籌備2008年

奧運會的最新情況，多向國家運動員學習，並把寶貴的經驗帶回來，幫助推廣本

地的運動發展，成就健康繁榮的香港！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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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顧問委員會委員名單

• 陳亞瓊副部長
• 林冠新先生
• 吳曾婉梨校長
• 楊玉麟校長
• 周韻琴女士
• 葉小明女士
• 黎耀強先生
• 楊開將校長
• 莫鳳儀校長
• 洪進美校長
• 葉錦元校長
• 儲富有校長
• 文區熙倫校長
• 廖吳嘉儀校長
• 鄧烈文校長
• 張志鴻校長
• 蘇若禹先生
• 倪文玲女士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

榮譽顧問

榮譽顧問

榮譽顧問

民政事務局

社會福利署

教育局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傑出青年協會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

津貼小學議會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

2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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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運動員在多哈亞運會中
獲得歷來最好成績，

這對我有何啟發？

王逸朗·13歲·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香港青少年武術代表

在一年多前，我很幸運地被選入了香港武術隊，見到黑志宏師兄，曾思敏師姐
在多哈亞運會中有如此輝煌成績，使我有著極大的鼓舞和借鏡，對於運動方面
更加充滿熱誠及衝勁。對於未來，我也有著無限的憧憬，我希望能像師兄師姐
一樣，在亞洲或國際賽中能為港爭光。

朱佩雯·17歲·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香港特殊奧運保齡球代表

小時侯我患有哮喘病，但隨著我參加不同的體育項目後，發現哮喘病亦漸漸遠
離我。多年來，我在運動方面取得不少好成績，贏得滿足感，亦讓我認識到很
多不同國籍的朋友，擴闊了我的社交圈子。每次比賽時，教練、老師、校長、
朋友和父母都給予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使我緊張的心情平伏下來，全情投入
參加比賽。只要你們願意，也可以和運動結成好朋友，陪伴你一生一世。

（香港代表隊共取得6金12銀10銅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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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擅泳·17歲·賽馬會體藝中學
香港游泳代表

運動員的前路和潛能是無限的，但是我們的生命卻是有限。我們要以有限的時
間去換取無限的前路。要做一名真正的運動員，並非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的。就
像香港運動員於多哈亞運會中得到驕人成績，便明白到做每一件事也必須要有
恆心、決心地朝著清晰的目標前進。就算跌倒，也不要氣餒，最重要是懂得爬
起來，就算突破幾多百次也不囂張、不自誇、懷著平常心態，抱著堅毅不屈的
精神，這才是運動員的英雄本色。

利愷盈·11歲·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香港青少年體操代表

當人們的焦點都投放在各金牌得主的燦爛笑面上的同時，又有誰人留意到他們
的傷患呢？今年我有幸被甄選成為香港體操隊的培訓員，每晚也看著沒有完整
的手掌心，帶著疲倦身驅，呼呼入睡。運動員的路就是這麼刻苦，但如我可以
再選擇的話，我仍然會堅持在這道路上拼搏。一班委身付出的精英前輩，已經
為我們作出榜樣，並證明了香港的運動員係得口既！

吳希雯·17歲·中華基金中學
香港田徑代表

香港的運動員在多哈亞運會中，獲得歷來最好的成績，令我深深地明白到作為
一個成功的運動員應有毅力、百折不撓、屢敗屢戰的精神，以及不斷努力的態
度。此外，亦明白到面對挫折的時候，應抱有積極進取的態度。

吳家煒·13歲·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香港競技體操代表

運動有很多優點，如：可提升自信、對身心有益、學懂團結及領略體育精神的
意義...當你獲獎時，也可以同時為國爭光。香港運動員憑著堅毅的意志，在國
際賽中取得驕人成績，實在使我欽佩。雖然現在我只有十一歲，但相信憑著堅
毅無比的勇氣，以多哈亞運會的運動員為我的目標和榜樣，假以時日，我同樣
可以爭取佳績。



認定目標

堅毅精神

勇於承擔

發揮潛能

突破自已

08 25

侯建希·11歲·聖類斯小學
學校網球代表

事實上，香港運動員能夠取得驕人的成績，成功的背後是要付出無比的代價。
他們不僅要犧牲其他娛樂、玩耍的時間來為自己所喜歡的項目而作出訓練，還
要努力讀書，自我增值，他們真是我的偶像，我的榜樣。在我來說，每個比賽
都是一個磨練、一個挑戰，只要每天努力練習，日積月累，總有成功的一天。

胡心兒·13歲·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學校游泳代表

今次香港健兒於多哈亞運會中取得驕人成績，促使政府多撥資源及答允興建多
個運動場地，其中最令我雀躍的，是在將軍澳興建香港首個室內單車體育館，
這個設施是我夢寐以求的。若我能夠實現這個運動員夢，真要感謝這班運動精
英，他們所付出的汗水和淚水，孕育了我們這批年青運動員。希望有一天，我
也可以成為你們的一份子，為港爭光。

為進一步培育「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768位得獎學生，屈臣氏集
團特別邀請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於2007年2月22日及23日，舉辦
一個「領袖才能工作坊」。透過多項有趣、刺激的分組遊戲和集體活動，從
而發掘學生運動員的領袖潛能，激發他們突破自我，並且提升他們在組織及
共同合作方面的能力。

剪影
李嘉雯·19歲·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心誠中學
香港射箭代表

各位得獎運動員用他們的成就告訴了我，只要認清自己的長處，再加以努力，
一定能在運動場上冒出頭來。運動員在多哈亞運會中表現出的合作精神，令我
明白到運動的另一意義，就是無私。成功不是單靠個人，必須互相配合，發揮
團隊精神。我常常提醒自己，在射箭訓練時，要更關心隊友，比賽中要互相鼓
勵，互相提點，這令我與人相處時更融洽及更懂得互相體諒。

周亦駿·16歲·三育中學
香港獨木舟代表

運動員的心境是愛拼才會贏，凡事要有決心。對自己要有要求，自我挑戰，所
贏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不是計算所拿獎牌的「量」，而是於每場比賽的表現
那種「質」。



2006至2007年度「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得獎學生人數創下新紀錄
，共768位學生運動員獲獎，比去屆增加兩成半，參與學校佔全港中、小學
近六成半。2007年3月4日，屈臣氏集團於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頒獎禮，由教
育局副秘書長王啟思先生及屈臣氏集團董事總經理黎啟明先生主禮，並頒發
獎項予768位來自中、小及特殊學校的傑出學生運動員。典禮上，逾1,800位
嘉賓包括體育界代表、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共同見證這群明日運動彗
星的光榮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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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章源·19歲·宣道中學
青苗籃球代表

香港運動員經常在有限的資源下實踐他們的冠軍夢，當然是有無限的毅力，刻
苦耐勞的運動員才能圓夢的。在香港，所有在學的運動員參加訓練，都是在課
餘時間。試想，經過一整天的課堂，精神力量所餘無幾，但本港的學生運動員
仍堅定不辭勞苦地參與這些練習，實在難能可貴。從這點，我們學懂了忍耐，
永不放棄的精神，這一切，都不能從書本上學習到的，但這些精神卻是永遠長
存在我們心中。

馬錦鈴·17歲·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香港跳水代表

香港運動員在多哈運動會中獲得優良成績，除了替他們高興外，亦令我開始從
新思考一下，作為一名運動員的定位。大部份的香港運動員都是業餘的，在這
樣不容易的環境下，仍能在世界賽中獲得優良的成績，運動員需要對運動有莫
大的熱誠，家人的支持和肯定亦是同樣重要。政府和廣大市民應對各運動員的
努力，加以認同和鼓勵，好讓他們儲備足夠的使命感去為港爭光！

張欣儀·16歲·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學校跨欄代表

運動員的生涯就像煙花一樣，是短暫而璀璨的，或許只是曇花一現，但那耀眼
奪目的光輝和歷史，卻是永遠不能磨滅。雖然比賽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完成，
但所付出的卻是十數個月，十數年的努力。一時之間的失敗，並不代表永遠的
成敗。在失敗中自我檢討改善，必定會捱過漫長的冬天，享受陽光的和煦。這
顆東方之珠將來必定在運動壇上發出耀眼光芒。欣欣向榮的春天正在等著我們
這群年青的新力軍呢！

張菀津·12歲·德望學校（小學部）
香港青少年游泳代表

比賽的勝負，在運動員的眼中往往看得很重。但是我不大認同，我覺得最重要
的是用什麼心態去對待比賽。在多哈亞運會中，運動員的拚博、堅韌、毅力和
對目標執著的追求，全都成了我恪守人生的信條。我不喜歡把目標定得太高，
但要堅持，讓目標具有可以達到的難度，以便讓目標能時時刻刻牽著我走，不
會讓它有溜走的動機和機會。

剪影



梁幗玲·13歲·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香港青少年羽毛球代表

從前，我常把羽毛球隊隊友當作競爭對手，很少與他們交流技術和心得，因此
每次的訓練都覺得寂寞、緊張、辛苦和不開心。在亞運結束後，我嘗試學習滑
浪風帆金牌運動員陳敬然的做法，多與隊友溝通和分享，建立更深厚的友誼。
現在，每次的訓練都比以前快樂，進步亦加快了。我終於明白到，要取得好成
績，技術、心理素質及團隊精神同樣重要，亦體會到「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的道理。

團員守則
一. 出發前，請各團員確保證件有半年或以上的有效期。

二. 索取本團北京/香港聯絡電話。

三. 帶備所需之用品：

 • 日用品（牙膏、牙刷、淋浴及洗髮用品等）

 • 衣物（替補衣物、內衣褲、襪、拖鞋、睡衣、短褲、T恤、毛巾等）

 • 宴會衣著（深藍色或黑色西褲一條及黑色皮鞋一對）

 • 訓練用品（釘鞋（如有）、跑衫、跑鞋、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等）

四. 有任何食物或藥物敏感，必須以書信形式向本團預先申報。

五. 如需攜帶任何藥物自用，請預先向本團職員申報。

六. 請勿帶備大量現金。

七. 所有團員必須嚴格遵守本團所定下之規條:

 • 注意個人安全，沒有會方批准，不得擅自外出。

 • 小心保管個人財物。

 • 如有發現身體不適，應立即通知本團職員或領隊。

 • 不得擅自離隊。

 • 不得粗言穢語。

 • 不得進入異性房間。

 • 不得擅自調換房間

 • 注意個人衛生。

 • 在整個行程中，須嚴守紀律，不得嬉戲。

 • 團員必須遵從會方所訂立之時間表安排。

 • 尊敬本團領隊、職員、教練及尊重其他團員。

 • 團員需自行清洗衣物。

 • 本團已包括每日住宿、交通、活動及基本膳食所需費用，其他  

    支出如電話費、購物、額外飲食等，一概由團員自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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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傑·20歲·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香港排球青年軍代表

在多哈亞運中所得到的佳績，絕對是對香港運動員最好的鼓勵和肯定。這顯示
出，即使我們的訓練環境條件未及完美，甚至我們的運動事業未能獲得社會大
部份人的認同及支持，只要大家全力以赴，堅持自己的目標和夢想，香港運動
員也能站立於國際運動舞台上。

莫伊烈·12歲·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學校跳遠代表

作為一個運動員應有的態度，是要有堅毅不屈的精神、頑強的鬥志和信心。即
使遇到挫折和失敗，也不會輕易放棄，還要再接再厲，向著自己的目標進發。
我的偶像陳敬然雖然生活刻苦，但十分積極和樂觀，他一直堅持自己的理想，
認為能夠以自己的興趣作為職業是一件樂事，所以他願意為自己喜愛的運動而
付出，他崇高的運動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陳玉玲·20歲·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學校籃球代表

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在地圖上，只是佔一小小的位置。但香港運動員亦可以
在各項世界體育盛事中奪得殊榮，實在使人興奮。在亞運期間我常常留意著比
賽，內心總是有一種激動及緊張的心情，看到李靜有出色的表現，更會不禁地
大叫及拍掌。香港運動員於比賽中勝出，比自己在球場上勝出更為雀躍。我想
這感覺就是透過「運動」可以深深感受到，我對香港的歸屬感。



北京運動交流團2007-行程介紹

紫禁城又名故宮，原為明清皇宮，是中國
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群，同時收
藏了中國歷代各類珍貴文物近百萬件，因
而被譽為中國最大的博物館。 

故宮興建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四至十八年間
（1406-1420年），佔地72萬平方米，宮
殿房屋建築面積達155,000平方米。

南面的午門是宮城的正門。進門往北，過
金水橋，為太和門。過太和門往北，依次
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這是外朝的
三大殿。其後是所謂的內廷三大殿：幹清
宮、交泰殿、坤甯宮。太和殿是皇帝坐朝
召見文武百官和舉行大典的地方，俗稱「
金鑾殿」。闊63.96米，深37.17米，高
26.9米，由72根圓柱支撐，重簷黃瓦廡殿
頂，造型雄偉，氣勢凝重。整座大殿的裝
飾金碧輝煌，是宮城中最為堂皇的建築。
前三殿和後三殿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次要
的宮殿，全部排列在東西廊廡之外，基本
保持左右對稱的格式。坤甯宮後有一座御
花園，是供帝后遊賞的地方，園內建有亭
閣、假山、花壇，還有欽安殿、養性齋，
富有皇家苑囿的特色。出御花園往北為神
武門（明代稱玄武門），是宮城的北門。

故宮收藏的文物極為豐富。皇家收藏傳世
文物，大多在故宮保存。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後，通過接管、收購和接受捐贈等方
式，珍藏不少文物。另外還藏有全國各地
出土的少量文物。在故宮收藏的近百萬件
文物中，不少是稀世珍寶，包括繪畫、銘
刻、雕塑、金漆器、陶瓷、玉石、刺繡、
珍寶、佩飾等等。

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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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萬里長城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
建築工程，始建於2000多年前，是「中古
世界七大奇蹟」之一。萬里長城由渤海之
山海關伸展至甘肅省之嘉峪關，全長6700
公里。長城平均高度為7.8米，平均底部
闊6.5米，而頂部為5.8米。每隔100米設
一座長方形石台作為瞭望之用。長城的主
要關口分別有八達嶺長城、慕田峪長城、
金山嶺-司馬台長城。其中著名的八達嶺是
萬里長城的一個重要關口和居庸關的重要
屏障。居庸關在漢代的古書中，已被列為
與崤關、函谷關、劍門關等齊名的「天下
九塞」之一。居庸關又稱「京師門戶」，
為高山夾峙，地勢險惡。這一帶的長城綿
延數十里，有南北兩個關口，北口就是八
達嶺關城，南口距北京僅80餘里。這裡是
從大同、宣化通往北京的必經之路。八達
嶺位於居庸關關溝北口，因關隘當道，由
此可向南向北，向東向西，四通八達而得
此名，因此也有另一說為「把韃嶺」，即
防禦韃靼之意。

萬里長城

陳柏旻·16歲·德雅中學
學校游泳代表

熱愛運動的年青人，有著堅忍的意志，努力不懈的訓練，無私的付出及犧牲，
一直在背後推動著他們攀上高峰。他們對運動的熱誠，深深地感動了我這個學
生運動員，讓我在困境中帶著期望，讓體育精神充裕我的人生。我感到幸福，
因我的家人默默無怨地支持著我；有悉心栽培我的教練，為我安排訓練計劃；
有與我一同流汗、歡呼、落淚的隊友。在群體中發揮互助互惠的精神，勝利不
只屬於個人，而是一個團隊努力得來的成果。運動員以無比的堅毅，為自己的
夢想、為香港贏取榮譽，深深感動了我。運動員的生涯是短暫的，但所發出的
光輝卻是永恆的。

陳曉翹·11歲·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香港競技體操精英隊

多哈亞運會中，黃金寶與隊友在比賽中互相配合，最終奪得冠軍，亦促進香港
政府撥款興建單車練習場地的速度。從這次事件中，我深深明白到他們的努力
和不屈不撓的體育精神是贏取是次冠軍的主要關鍵。作為體操運動員的我，也
體會到缺乏練習場地之痛苦。無奈為了爭取優良成績，只好花上更多時間往返
國內練習。希望終有一天能憑著我們眾體操運動員的努力，可以再次令政府關
注，並投放更多的資源在運動上，令有潛質的運動員發揮所長，為港爭光。

黃明心·17歲·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學校田徑代表

在我心目中，「香港運動員」絕對承擔了一份不容易的使命，通常付出往往多
於收穫。背負著「中國香港」之名，當步下獎台後，依然要面對社會和生活。
除了訓練的辛酸，也要面對傷患和收入低微的問題。雖然如此，但為了挑戰極
限、時間和自己，仍然努力付出，實在令我感到欽佩。亞運會已經曲終人散，
市民也許很快便忘記了那一張張在頒獎台上閃耀的臉孔；但運動員依然意志堅
定的不斷重覆練習，力求更佳成績。只要努力，一樣可以爭取到好成績，儘管
背後有很多的辛酸，但也要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

黃家欣·12歲·天神嘉諾撒學校
香港學界埠際游泳代表

在這次亞運會中，看到施幸余和隊友齊心協力，奮力拼搏，終於勇奪銅牌。這
不僅是香港人的光榮，也是我們全體隊員的光榮。我深深地被她的奮鬥精神所
感動及啟發，相信我們只要敢於拼搏，香港人一定可以！儘管我才十二歲，但
我肩負著歷史的使命，滿懷著香港人的厚望，編織著自己的夢想，懷著任重而
道遠的心情，我相信，有著堅定的自信，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我一定可以！



清華大學是中國著名的高等學府，坐落於
北京西北郊風景秀麗的清華園，是中國高
層次人才培育和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基地
之一。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學堂，成立於1911
年，原為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於
1912年更名為清華學校。為嘗試於本土培
育人才，1925年設立大學部，同年開辦研
究院，1928年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並於1929年秋開辦研究院，各學系設研究
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遷長沙，
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辦學，組建國
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遷至昆明，改名
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清華大學
遷回清華園原址復校，設有文、法、理、
工、農等5個學院，26個學系。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在國家和
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清華大學在學科建
設、人才培訓、師資隊伍、科學研究以及
整體辦學條件等方面，均躍上一個新的臺
階。目前，清華大學設有13個學院，54個
學系，已成為一所極具規模的大學。

清華大學

天安門廣場位於北京市中心，人民英雄紀
念碑、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博物館、毛
主席紀念堂和正陽門城，都是天安門的一
部份。天安門面積達44萬平方米，南北長
880米，東西寬500米，可容納100萬人舉
行盛大集會。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城中廣
場。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到這裡參觀，因
而被評為新北京十六景之首。

天安門城樓坐落在廣場的北端，建於明永
樂十五年（西元1417年），是明代皇城的
正門，當時叫「承天門」，有承天啟運之
意。每天都要有隆重的升旗儀式，中國人
民解放軍儀仗隊和國旗護衛班戰士在軍樂
隊的體奏下，在太陽升起的時刻將國旗升
起，在日落時將國旗落下，國旗儀式已成
為天安門最吸引人的典禮。

國旗的紅色表示熱烈，象徵革命，配上黃
色五星，顯得光明燦爛；五星呈黃色，還
有象徵中國人為黃種人之意。大星代表中
國共產黨，四顆小星代表工人、農民、知
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

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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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尚熙·12歲·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香港青少年乒乓球代表

在多哈亞運會上，香港代表隊取得歷來最驕人成績。這對我在運動上有很大幫
助，不但加強了做運動員的理想，更讓我可以學習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黃金
寶在亞運會場地記分賽中，明白自己被其他選手視為目標人物，拿獎牌的機會
不大，所以他特別製造機會給師弟張敬煒，為他導航，從而安全地使他穩奪金
牌。這種捨己為人的精神，實在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楊銀源·13歲·樂善堂小學
學校田徑代表

香港在是次多哈運動會能夠取得如此好的成績，箇中原因有很多，例如：運動
員需要努力不懈地訓練，才有足夠競爭力去爭取好成績。不斷挑戰自己、得到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勵，才能令運動員在面對困難時，不會放棄。做任何事
情，必須要有目標及自信心、才可以踏出第一步。將來我也要做一個出色的籃
球運動員，帶領香港衝出亞洲，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

楊曉君·18歲·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香港青少年劍擊代表

今次多哈亞運會中，香港運動員都取得了突破，從這些卓越的表現，我發覺香
港運動員無論在體能極限，或是體育精神上，都提升了。師兄師姐們取得了好
成績，對我們年輕一輩的影響特別大，使我明白到在亞運會取得獎牌不再是天
方夜譚，而是能夠與努力拉上成正比的關係。多哈亞運會的突破只是一個中途
站，甚至可以說是起步線上的一個加速器，身為運動員，必須要把握這次的成
功，藉著這股力量衝向終點，最終登上世界級寶座。

劉錦銘·19歲·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香港跆拳道代表

個人認為，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發展體育運動，是莫大的障礙。但欣
然見到香港運動員都沒有為此而退縮，更能獲得歷屆最好成績，實在感動。這
亦激勵了我，去排除這些障礙的決心。雖然香港沒有高度專業化的訓練設備，
但我有一顆肯積極訓練的心；雖然沒有完善的運動員福利，但慶幸有家人在經
濟上的支持和朋友的鼓勵。我認為只要沉著應戰，努力裝備自己，成功實在指
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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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規劃展覽館主要介紹北京這座不朽
之城的悠久歷史，宣傳當代城市規劃建設
的偉大成就，展示未來北京城市發展的燦
爛明天。展館共有四層，建築面積16,000
平方米，展示面積8,000平方米。其中第
四層主要介紹：北京城市性質、目標與規
模、城市空間佈局與城鄉協調發展、新城
發展、中心城調整優化、歷史文化名城保
護規劃等等。另外，在設計上亦為奧運展
覽借鑒了鳥巢、水立方的設計元素，給人
以身臨其境的感覺。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

北京體育大學（北體大）是國家體育總局
直屬、全國唯一的體育大學，也是全國重
點院校之一，亦是中國體育的最高學府。
學校原名為中央體育學院，籌建於1952年
7月，1953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成立，1953年11月3日學校在北京先農壇
舉行開學典禮，1954年遷入現址，1956
年3月14日學校更名為北京體育學院，
1993年12月11日，學校正式改名為北京
體育大學。

學校現有教職員愈1,600人，學生10,000
多名；院系包括研究生院、教育學院、競
技體育學院、武術學院、管理學院、運動
人體科學學院、成人教育學院；體育傳媒
系、外語系、體育藝術系；附屬競技體育
運動學校、附屬中等體育運動學校。國家
體育總局幹部培訓中心亦設於此，主要為
國家體育總局黨校幹部、全國體育局長、
教練員、學術技術領袖和2008奧運會各類
人才進行專門培訓。

自1980年，學校培育了國際運動健將50
多人，在世界大賽中獲冠軍有50多人次；
亞洲大賽中獲冠軍有60餘人次，刷新亞洲
紀錄有10餘人次，在全國正式比賽中獲冠
軍有600餘人次。2004年雅典奧運會中國
體育代表團中，北體大師生、校友共有
163人，佔中國體育代表團總人數的四分
之一。當中，奪金的運動員包括：游泳的
羅雪娟、跆拳道的羅微和陳中、摔跤的王
旭、藝術體操的鍾玲、乒乓球的張怡寧、
舉重的張國和划艇的孟關良等。

北京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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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兆琪·12歲·聖公會靈愛小學（上午校）
學校游泳代表

我想每一個運動員有今天的成就，必須經歷一段長時間艱苦的訓練才能達到。
所以當我們練習時，不要怕困難和艱苦，努力向前，去爭取更佳的成績。

羅雪慧·21歲·匯知中學
香港柔道總會代表

起初學習柔道是為了自己的興趣和健康。每次流汗、受傷、落敗，都覺得只須
對自己負責。如今因背著中國香港柔道總會這個名字，不再只是代表個人，而
是整個隊中的一個成員，屬於香港，屬於中國。我有奮鬥的義務，卻沒有退縮
的權利。我不時在電視上看到中國或香港運動員受訪之片段，縱然他們是笑著
道出練習的辛酸，我還是從他們的眼神中感覺到他們對刻苦訓練時那種固執和
堅強的態度。我想，除了欣賞和羨慕，也必須與香港其他運動員一同努力學習
這種奮鬥進取的精神。

蘇華東·18歲·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香港欖球代表

看到香港運動員在亞運中有如雲彩的成就，更激發起我要成為一名出色的運動
員，為香港出一分力。以後，我一定會更加認真，更積極去投入訓練，裝備自
己，為日後面對的挑戰而作好準備。能代表香港甚至國家，是我的夢想；「永
不放棄，堅持到底」是我的精神；眾前輩的成就是我「衝出香港，邁向世界」
的動力。

蕭俊宜·10歲·沙田官立小學
香港藝術體操代表

香港運動員在多哈亞運中取得佳績，使我對香港運動的發展，更加充滿信心。
他們的成功，是經過一番努力，作為一個運動員，不應短視，亦不應太自我。
獲獎與否不是太重要，最重要是不怕競爭，不要為少許挫折而退縮！我最喜歡
的藝術體操，雖然在亞洲並非重點項目，但路是人行出來的，只要能發揮自己
最佳的一面，超越自我，成功總會有來臨的一天。



簡介
2008北京奧運將至，我們深信在本地建立一個熱烈的體育文化是迎接奧運的
最佳準備工作。

屈臣氏集團一向鼎力支持及樂於贊助各項社區活動及體育運動，回饋社會。
要在社會上推動更活躍的生活模式，運動是最佳的平台；而鼓勵市民多做運
動，活得健康，從學校開始就是最好不過！於2005年10月，集團在香港成立
首個以中、小學為對象的「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透過全港1,200
所中、小學提名，每年頒發獎項予青少年，以作為對他們在運動方面發展的
鼓勵和肯定，從而建立積極、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宗旨
• 對具有運動潛質而且品行優良的學生予以肯定
• 就學生在運動上取得佳績加以表揚及鼓勵
• 提升青少年對運動的興趣
• 推廣香港學界的運動風氣，為社會培育健康新一代

提名準則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鼓勵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之校長根據以
下準則，提名一位在校的學生為該獎項之得獎者：
• 就讀於本地提供全科課程的小學、中學或特殊學校
• 在運動比賽中表現出色或具有潛質
• 品行優良及富體育精神
• 對運動充滿熱誠，並有志於追求卓越表現
• 獲得老師、教練或體育會之推薦

獎項
每位得獎學生均獲得:
•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證書
• 現金獎港幣500元
• 獲邀參加領袖才能工作坊
• 其中30名得獎學生有機會獲挑選參加暑期北京運動交流團

國家體育總局主要職責是推動體育體制改
革，推動全民健身計劃，統籌規劃競技體
育發展，發展國際間的體育合作交流，負
責全國性體育社團的資格審查，研究指定
體育產業政策並發展體育市場。

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主要為運動員提供後
勤保障，訓練局將在2008年為國家隊提供
更高水平的後勤保障，力爭在現有的基礎
上突破。訓練局亦會照顧運動員日常的起
居飲食，保持運動員的最佳狀態，協助運
動員出國比賽取得最好成績，訓練局是競
技體育組成的一個部分，在上一屆奧運會
中，共負責7個運動管理中心、9個運動項
目和12支國家隊的後勤保障。

國家體育總局及訓練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駐京辦）
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於1999年3
月4日正式成立的。其主要職能包括：進
一步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政府
以及內地其他部門之間的聯繫和溝通；在
內地推廣香港；根據現行的入境政策和程
序處理前往香港的入境申請，並為在內地
遇上困難的香港居民提供實務性協助。從
2006年4月1日起，為配合特區政府進一
步加強與內地聯繫的工作方向，駐京辦加
強與其地域覆蓋範圍內15個省、市和自治
區（即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
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新
疆、甘肅、寧夏、青海和西藏）的經貿聯
繫，在這些地區推廣香港，並促進這些地
區的企業和機構到香港投資。

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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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簡稱
北京奧組委）成立於2001年12月13日，
負責北京奧運會和北京殘奧會各項籌辦任
務的組織工作。北京奧組委轄下有總體策
劃部、國際聯絡部、體育部、技術部、運
動會服務部、監察審計部、場館運行部和
殘奧會部等22個部門。隨著北京奧運會籌
備工作的全面展開，北京奧組委將會逐步
擴大編制，2008年將增加至30多個部門。

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簡稱奧體中心，其
中包括國家體育場（即鳥巢）、國家游泳
中心（即水立方）等設施，不久將以嶄新
的面貌迎接2008年北京奧運會。

奧體中心位於北京北四環的亞運村地區，
是奧林匹克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
也是國家體育總局重要的訓練基地之一。

奧體中心
北京奧運會舉行期間，奧體中心將承擔足
球、手球、水球、現代五項的游泳、跑步
等項目的比賽。這裡同時也是足球、曲棍
球、手球的訓練場地。

國家體育場（即鳥巢）
現有建築面積達258,000平方米，可容納
觀眾91,000人，主要用作奧運的田徑及足
球比賽。奧運結束後將用於國際及國內體
育比賽，以及文化、娛樂活動。

國家游泳中心（即水立方）
現有建築面積為79,532平方米，可容納觀
眾11,000人。這裡將承擔北京奧運會的游
泳、跳水及花樣游泳。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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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運動交流團2007-行程表

7月23日
11:40　乘坐CA118航班抵達北京
14:00　參觀百工坊
17:00　抵達天壇飯店
19:45　團員簡短會議
20:15　王府井大街夜遊

7月24日
06:30　早操
09:00　參觀清華大學瞭解奧運及中國文化資訊
14:00　於北京體育大學進行訓練及與運動員交流
20:00　團員簡短會議

7月25日
04:30　觀看天安門廣場升旗
07:00　遊覽居庸關長城
14:30　遊覽故宮
20:00　團員簡短會議

7月26日
07:15　早操
09:00　拜訪國家體育總局
10:00　參觀體育總局訓練局
14:00　拜訪北京奧組委
 　參觀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及北京規劃館
17:00　參觀各奧運主要場館及瞭解興建進度
18:30　屈臣氏集團招待感謝晚宴
21:00　小組簡報總結

7月27日
07:15　早操
09:00　拜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10:30　北京胡同遊
17:15　乘坐CA117航班離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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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比賽，以及文化、娛樂活動。

國家游泳中心（即水立方）
現有建築面積為79,532平方米，可容納觀
眾11,000人。這裡將承擔北京奧運會的游
泳、跳水及花樣游泳。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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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2008北京奧運將至，我們深信在本地建立一個熱烈的體育文化是迎接奧運的
最佳準備工作。

屈臣氏集團一向鼎力支持及樂於贊助各項社區活動及體育運動，回饋社會。
要在社會上推動更活躍的生活模式，運動是最佳的平台；而鼓勵市民多做運
動，活得健康，從學校開始就是最好不過！於2005年10月，集團在香港成立
首個以中、小學為對象的「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透過全港1,200
所中、小學提名，每年頒發獎項予青少年，以作為對他們在運動方面發展的
鼓勵和肯定，從而建立積極、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宗旨
• 對具有運動潛質而且品行優良的學生予以肯定
• 就學生在運動上取得佳績加以表揚及鼓勵
• 提升青少年對運動的興趣
• 推廣香港學界的運動風氣，為社會培育健康新一代

提名準則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鼓勵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之校長根據以
下準則，提名一位在校的學生為該獎項之得獎者：
• 就讀於本地提供全科課程的小學、中學或特殊學校
• 在運動比賽中表現出色或具有潛質
• 品行優良及富體育精神
• 對運動充滿熱誠，並有志於追求卓越表現
• 獲得老師、教練或體育會之推薦

獎項
每位得獎學生均獲得:
•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證書
• 現金獎港幣500元
• 獲邀參加領袖才能工作坊
• 其中30名得獎學生有機會獲挑選參加暑期北京運動交流團

國家體育總局主要職責是推動體育體制改
革，推動全民健身計劃，統籌規劃競技體
育發展，發展國際間的體育合作交流，負
責全國性體育社團的資格審查，研究指定
體育產業政策並發展體育市場。

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主要為運動員提供後
勤保障，訓練局將在2008年為國家隊提供
更高水平的後勤保障，力爭在現有的基礎
上突破。訓練局亦會照顧運動員日常的起
居飲食，保持運動員的最佳狀態，協助運
動員出國比賽取得最好成績，訓練局是競
技體育組成的一個部分，在上一屆奧運會
中，共負責7個運動管理中心、9個運動項
目和12支國家隊的後勤保障。

國家體育總局及訓練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駐京辦）
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於1999年3
月4日正式成立的。其主要職能包括：進
一步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政府
以及內地其他部門之間的聯繫和溝通；在
內地推廣香港；根據現行的入境政策和程
序處理前往香港的入境申請，並為在內地
遇上困難的香港居民提供實務性協助。從
2006年4月1日起，為配合特區政府進一
步加強與內地聯繫的工作方向，駐京辦加
強與其地域覆蓋範圍內15個省、市和自治
區（即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
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新
疆、甘肅、寧夏、青海和西藏）的經貿聯
繫，在這些地區推廣香港，並促進這些地
區的企業和機構到香港投資。

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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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規劃展覽館主要介紹北京這座不朽
之城的悠久歷史，宣傳當代城市規劃建設
的偉大成就，展示未來北京城市發展的燦
爛明天。展館共有四層，建築面積16,000
平方米，展示面積8,000平方米。其中第
四層主要介紹：北京城市性質、目標與規
模、城市空間佈局與城鄉協調發展、新城
發展、中心城調整優化、歷史文化名城保
護規劃等等。另外，在設計上亦為奧運展
覽借鑒了鳥巢、水立方的設計元素，給人
以身臨其境的感覺。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

北京體育大學（北體大）是國家體育總局
直屬、全國唯一的體育大學，也是全國重
點院校之一，亦是中國體育的最高學府。
學校原名為中央體育學院，籌建於1952年
7月，1953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成立，1953年11月3日學校在北京先農壇
舉行開學典禮，1954年遷入現址，1956
年3月14日學校更名為北京體育學院，
1993年12月11日，學校正式改名為北京
體育大學。

學校現有教職員愈1,600人，學生10,000
多名；院系包括研究生院、教育學院、競
技體育學院、武術學院、管理學院、運動
人體科學學院、成人教育學院；體育傳媒
系、外語系、體育藝術系；附屬競技體育
運動學校、附屬中等體育運動學校。國家
體育總局幹部培訓中心亦設於此，主要為
國家體育總局黨校幹部、全國體育局長、
教練員、學術技術領袖和2008奧運會各類
人才進行專門培訓。

自1980年，學校培育了國際運動健將50
多人，在世界大賽中獲冠軍有50多人次；
亞洲大賽中獲冠軍有60餘人次，刷新亞洲
紀錄有10餘人次，在全國正式比賽中獲冠
軍有600餘人次。2004年雅典奧運會中國
體育代表團中，北體大師生、校友共有
163人，佔中國體育代表團總人數的四分
之一。當中，奪金的運動員包括：游泳的
羅雪娟、跆拳道的羅微和陳中、摔跤的王
旭、藝術體操的鍾玲、乒乓球的張怡寧、
舉重的張國和划艇的孟關良等。

北京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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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兆琪·12歲·聖公會靈愛小學（上午校）
學校游泳代表

我想每一個運動員有今天的成就，必須經歷一段長時間艱苦的訓練才能達到。
所以當我們練習時，不要怕困難和艱苦，努力向前，去爭取更佳的成績。

羅雪慧·21歲·匯知中學
香港柔道總會代表

起初學習柔道是為了自己的興趣和健康。每次流汗、受傷、落敗，都覺得只須
對自己負責。如今因背著中國香港柔道總會這個名字，不再只是代表個人，而
是整個隊中的一個成員，屬於香港，屬於中國。我有奮鬥的義務，卻沒有退縮
的權利。我不時在電視上看到中國或香港運動員受訪之片段，縱然他們是笑著
道出練習的辛酸，我還是從他們的眼神中感覺到他們對刻苦訓練時那種固執和
堅強的態度。我想，除了欣賞和羨慕，也必須與香港其他運動員一同努力學習
這種奮鬥進取的精神。

蘇華東·18歲·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香港欖球代表

看到香港運動員在亞運中有如雲彩的成就，更激發起我要成為一名出色的運動
員，為香港出一分力。以後，我一定會更加認真，更積極去投入訓練，裝備自
己，為日後面對的挑戰而作好準備。能代表香港甚至國家，是我的夢想；「永
不放棄，堅持到底」是我的精神；眾前輩的成就是我「衝出香港，邁向世界」
的動力。

蕭俊宜·10歲·沙田官立小學
香港藝術體操代表

香港運動員在多哈亞運中取得佳績，使我對香港運動的發展，更加充滿信心。
他們的成功，是經過一番努力，作為一個運動員，不應短視，亦不應太自我。
獲獎與否不是太重要，最重要是不怕競爭，不要為少許挫折而退縮！我最喜歡
的藝術體操，雖然在亞洲並非重點項目，但路是人行出來的，只要能發揮自己
最佳的一面，超越自我，成功總會有來臨的一天。



清華大學是中國著名的高等學府，坐落於
北京西北郊風景秀麗的清華園，是中國高
層次人才培育和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基地
之一。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學堂，成立於1911
年，原為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於
1912年更名為清華學校。為嘗試於本土培
育人才，1925年設立大學部，同年開辦研
究院，1928年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並於1929年秋開辦研究院，各學系設研究
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遷長沙，
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辦學，組建國
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遷至昆明，改名
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清華大學
遷回清華園原址復校，設有文、法、理、
工、農等5個學院，26個學系。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在國家和
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清華大學在學科建
設、人才培訓、師資隊伍、科學研究以及
整體辦學條件等方面，均躍上一個新的臺
階。目前，清華大學設有13個學院，54個
學系，已成為一所極具規模的大學。

清華大學

天安門廣場位於北京市中心，人民英雄紀
念碑、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博物館、毛
主席紀念堂和正陽門城，都是天安門的一
部份。天安門面積達44萬平方米，南北長
880米，東西寬500米，可容納100萬人舉
行盛大集會。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城中廣
場。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到這裡參觀，因
而被評為新北京十六景之首。

天安門城樓坐落在廣場的北端，建於明永
樂十五年（西元1417年），是明代皇城的
正門，當時叫「承天門」，有承天啟運之
意。每天都要有隆重的升旗儀式，中國人
民解放軍儀仗隊和國旗護衛班戰士在軍樂
隊的體奏下，在太陽升起的時刻將國旗升
起，在日落時將國旗落下，國旗儀式已成
為天安門最吸引人的典禮。

國旗的紅色表示熱烈，象徵革命，配上黃
色五星，顯得光明燦爛；五星呈黃色，還
有象徵中國人為黃種人之意。大星代表中
國共產黨，四顆小星代表工人、農民、知
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

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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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尚熙·12歲·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香港青少年乒乓球代表

在多哈亞運會上，香港代表隊取得歷來最驕人成績。這對我在運動上有很大幫
助，不但加強了做運動員的理想，更讓我可以學習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黃金
寶在亞運會場地記分賽中，明白自己被其他選手視為目標人物，拿獎牌的機會
不大，所以他特別製造機會給師弟張敬煒，為他導航，從而安全地使他穩奪金
牌。這種捨己為人的精神，實在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楊銀源·13歲·樂善堂小學
學校田徑代表

香港在是次多哈運動會能夠取得如此好的成績，箇中原因有很多，例如：運動
員需要努力不懈地訓練，才有足夠競爭力去爭取好成績。不斷挑戰自己、得到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勵，才能令運動員在面對困難時，不會放棄。做任何事
情，必須要有目標及自信心、才可以踏出第一步。將來我也要做一個出色的籃
球運動員，帶領香港衝出亞洲，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

楊曉君·18歲·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香港青少年劍擊代表

今次多哈亞運會中，香港運動員都取得了突破，從這些卓越的表現，我發覺香
港運動員無論在體能極限，或是體育精神上，都提升了。師兄師姐們取得了好
成績，對我們年輕一輩的影響特別大，使我明白到在亞運會取得獎牌不再是天
方夜譚，而是能夠與努力拉上成正比的關係。多哈亞運會的突破只是一個中途
站，甚至可以說是起步線上的一個加速器，身為運動員，必須要把握這次的成
功，藉著這股力量衝向終點，最終登上世界級寶座。

劉錦銘·19歲·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香港跆拳道代表

個人認為，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發展體育運動，是莫大的障礙。但欣
然見到香港運動員都沒有為此而退縮，更能獲得歷屆最好成績，實在感動。這
亦激勵了我，去排除這些障礙的決心。雖然香港沒有高度專業化的訓練設備，
但我有一顆肯積極訓練的心；雖然沒有完善的運動員福利，但慶幸有家人在經
濟上的支持和朋友的鼓勵。我認為只要沉著應戰，努力裝備自己，成功實在指
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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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又名故宮，原為明清皇宮，是中國
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群，同時收
藏了中國歷代各類珍貴文物近百萬件，因
而被譽為中國最大的博物館。 

故宮興建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四至十八年間
（1406-1420年），佔地72萬平方米，宮
殿房屋建築面積達155,000平方米。

南面的午門是宮城的正門。進門往北，過
金水橋，為太和門。過太和門往北，依次
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這是外朝的
三大殿。其後是所謂的內廷三大殿：幹清
宮、交泰殿、坤甯宮。太和殿是皇帝坐朝
召見文武百官和舉行大典的地方，俗稱「
金鑾殿」。闊63.96米，深37.17米，高
26.9米，由72根圓柱支撐，重簷黃瓦廡殿
頂，造型雄偉，氣勢凝重。整座大殿的裝
飾金碧輝煌，是宮城中最為堂皇的建築。
前三殿和後三殿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次要
的宮殿，全部排列在東西廊廡之外，基本
保持左右對稱的格式。坤甯宮後有一座御
花園，是供帝后遊賞的地方，園內建有亭
閣、假山、花壇，還有欽安殿、養性齋，
富有皇家苑囿的特色。出御花園往北為神
武門（明代稱玄武門），是宮城的北門。

故宮收藏的文物極為豐富。皇家收藏傳世
文物，大多在故宮保存。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後，通過接管、收購和接受捐贈等方
式，珍藏不少文物。另外還藏有全國各地
出土的少量文物。在故宮收藏的近百萬件
文物中，不少是稀世珍寶，包括繪畫、銘
刻、雕塑、金漆器、陶瓷、玉石、刺繡、
珍寶、佩飾等等。

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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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萬里長城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
建築工程，始建於2000多年前，是「中古
世界七大奇蹟」之一。萬里長城由渤海之
山海關伸展至甘肅省之嘉峪關，全長6700
公里。長城平均高度為7.8米，平均底部
闊6.5米，而頂部為5.8米。每隔100米設
一座長方形石台作為瞭望之用。長城的主
要關口分別有八達嶺長城、慕田峪長城、
金山嶺-司馬台長城。其中著名的八達嶺是
萬里長城的一個重要關口和居庸關的重要
屏障。居庸關在漢代的古書中，已被列為
與崤關、函谷關、劍門關等齊名的「天下
九塞」之一。居庸關又稱「京師門戶」，
為高山夾峙，地勢險惡。這一帶的長城綿
延數十里，有南北兩個關口，北口就是八
達嶺關城，南口距北京僅80餘里。這裡是
從大同、宣化通往北京的必經之路。八達
嶺位於居庸關關溝北口，因關隘當道，由
此可向南向北，向東向西，四通八達而得
此名，因此也有另一說為「把韃嶺」，即
防禦韃靼之意。

萬里長城

陳柏旻·16歲·德雅中學
學校游泳代表

熱愛運動的年青人，有著堅忍的意志，努力不懈的訓練，無私的付出及犧牲，
一直在背後推動著他們攀上高峰。他們對運動的熱誠，深深地感動了我這個學
生運動員，讓我在困境中帶著期望，讓體育精神充裕我的人生。我感到幸福，
因我的家人默默無怨地支持著我；有悉心栽培我的教練，為我安排訓練計劃；
有與我一同流汗、歡呼、落淚的隊友。在群體中發揮互助互惠的精神，勝利不
只屬於個人，而是一個團隊努力得來的成果。運動員以無比的堅毅，為自己的
夢想、為香港贏取榮譽，深深感動了我。運動員的生涯是短暫的，但所發出的
光輝卻是永恆的。

陳曉翹·11歲·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香港競技體操精英隊

多哈亞運會中，黃金寶與隊友在比賽中互相配合，最終奪得冠軍，亦促進香港
政府撥款興建單車練習場地的速度。從這次事件中，我深深明白到他們的努力
和不屈不撓的體育精神是贏取是次冠軍的主要關鍵。作為體操運動員的我，也
體會到缺乏練習場地之痛苦。無奈為了爭取優良成績，只好花上更多時間往返
國內練習。希望終有一天能憑著我們眾體操運動員的努力，可以再次令政府關
注，並投放更多的資源在運動上，令有潛質的運動員發揮所長，為港爭光。

黃明心·17歲·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學校田徑代表

在我心目中，「香港運動員」絕對承擔了一份不容易的使命，通常付出往往多
於收穫。背負著「中國香港」之名，當步下獎台後，依然要面對社會和生活。
除了訓練的辛酸，也要面對傷患和收入低微的問題。雖然如此，但為了挑戰極
限、時間和自己，仍然努力付出，實在令我感到欽佩。亞運會已經曲終人散，
市民也許很快便忘記了那一張張在頒獎台上閃耀的臉孔；但運動員依然意志堅
定的不斷重覆練習，力求更佳成績。只要努力，一樣可以爭取到好成績，儘管
背後有很多的辛酸，但也要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

黃家欣·12歲·天神嘉諾撒學校
香港學界埠際游泳代表

在這次亞運會中，看到施幸余和隊友齊心協力，奮力拼搏，終於勇奪銅牌。這
不僅是香港人的光榮，也是我們全體隊員的光榮。我深深地被她的奮鬥精神所
感動及啟發，相信我們只要敢於拼搏，香港人一定可以！儘管我才十二歲，但
我肩負著歷史的使命，滿懷著香港人的厚望，編織著自己的夢想，懷著任重而
道遠的心情，我相信，有著堅定的自信，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我一定可以！



梁幗玲·13歲·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香港青少年羽毛球代表

從前，我常把羽毛球隊隊友當作競爭對手，很少與他們交流技術和心得，因此
每次的訓練都覺得寂寞、緊張、辛苦和不開心。在亞運結束後，我嘗試學習滑
浪風帆金牌運動員陳敬然的做法，多與隊友溝通和分享，建立更深厚的友誼。
現在，每次的訓練都比以前快樂，進步亦加快了。我終於明白到，要取得好成
績，技術、心理素質及團隊精神同樣重要，亦體會到「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的道理。

團員守則
一. 出發前，請各團員確保證件有半年或以上的有效期。

二. 索取本團北京/香港聯絡電話。

三. 帶備所需之用品：

 • 日用品（牙膏、牙刷、淋浴及洗髮用品等）

 • 衣物（替補衣物、內衣褲、襪、拖鞋、睡衣、短褲、T恤、毛巾等）

 • 宴會衣著（深藍色或黑色西褲一條及黑色皮鞋一對）

 • 訓練用品（釘鞋（如有）、跑衫、跑鞋、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等）

四. 有任何食物或藥物敏感，必須以書信形式向本團預先申報。

五. 如需攜帶任何藥物自用，請預先向本團職員申報。

六. 請勿帶備大量現金。

七. 所有團員必須嚴格遵守本團所定下之規條:

 • 注意個人安全，沒有會方批准，不得擅自外出。

 • 小心保管個人財物。

 • 如有發現身體不適，應立即通知本團職員或領隊。

 • 不得擅自離隊。

 • 不得粗言穢語。

 • 不得進入異性房間。

 • 不得擅自調換房間

 • 注意個人衛生。

 • 在整個行程中，須嚴守紀律，不得嬉戲。

 • 團員必須遵從會方所訂立之時間表安排。

 • 尊敬本團領隊、職員、教練及尊重其他團員。

 • 團員需自行清洗衣物。

 • 本團已包括每日住宿、交通、活動及基本膳食所需費用，其他  

    支出如電話費、購物、額外飲食等，一概由團員自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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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傑·20歲·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香港排球青年軍代表

在多哈亞運中所得到的佳績，絕對是對香港運動員最好的鼓勵和肯定。這顯示
出，即使我們的訓練環境條件未及完美，甚至我們的運動事業未能獲得社會大
部份人的認同及支持，只要大家全力以赴，堅持自己的目標和夢想，香港運動
員也能站立於國際運動舞台上。

莫伊烈·12歲·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學校跳遠代表

作為一個運動員應有的態度，是要有堅毅不屈的精神、頑強的鬥志和信心。即
使遇到挫折和失敗，也不會輕易放棄，還要再接再厲，向著自己的目標進發。
我的偶像陳敬然雖然生活刻苦，但十分積極和樂觀，他一直堅持自己的理想，
認為能夠以自己的興趣作為職業是一件樂事，所以他願意為自己喜愛的運動而
付出，他崇高的運動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陳玉玲·20歲·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學校籃球代表

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在地圖上，只是佔一小小的位置。但香港運動員亦可以
在各項世界體育盛事中奪得殊榮，實在使人興奮。在亞運期間我常常留意著比
賽，內心總是有一種激動及緊張的心情，看到李靜有出色的表現，更會不禁地
大叫及拍掌。香港運動員於比賽中勝出，比自己在球場上勝出更為雀躍。我想
這感覺就是透過「運動」可以深深感受到，我對香港的歸屬感。



2006至2007年度「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得獎學生人數創下新紀錄
，共768位學生運動員獲獎，比去屆增加兩成半，參與學校佔全港中、小學
近六成半。2007年3月4日，屈臣氏集團於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頒獎禮，由教
育局副秘書長王啟思先生及屈臣氏集團董事總經理黎啟明先生主禮，並頒發
獎項予768位來自中、小及特殊學校的傑出學生運動員。典禮上，逾1,800位
嘉賓包括體育界代表、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共同見證這群明日運動彗
星的光榮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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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章源·19歲·宣道中學
青苗籃球代表

香港運動員經常在有限的資源下實踐他們的冠軍夢，當然是有無限的毅力，刻
苦耐勞的運動員才能圓夢的。在香港，所有在學的運動員參加訓練，都是在課
餘時間。試想，經過一整天的課堂，精神力量所餘無幾，但本港的學生運動員
仍堅定不辭勞苦地參與這些練習，實在難能可貴。從這點，我們學懂了忍耐，
永不放棄的精神，這一切，都不能從書本上學習到的，但這些精神卻是永遠長
存在我們心中。

馬錦鈴·17歲·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香港跳水代表

香港運動員在多哈運動會中獲得優良成績，除了替他們高興外，亦令我開始從
新思考一下，作為一名運動員的定位。大部份的香港運動員都是業餘的，在這
樣不容易的環境下，仍能在世界賽中獲得優良的成績，運動員需要對運動有莫
大的熱誠，家人的支持和肯定亦是同樣重要。政府和廣大市民應對各運動員的
努力，加以認同和鼓勵，好讓他們儲備足夠的使命感去為港爭光！

張欣儀·16歲·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學校跨欄代表

運動員的生涯就像煙花一樣，是短暫而璀璨的，或許只是曇花一現，但那耀眼
奪目的光輝和歷史，卻是永遠不能磨滅。雖然比賽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完成，
但所付出的卻是十數個月，十數年的努力。一時之間的失敗，並不代表永遠的
成敗。在失敗中自我檢討改善，必定會捱過漫長的冬天，享受陽光的和煦。這
顆東方之珠將來必定在運動壇上發出耀眼光芒。欣欣向榮的春天正在等著我們
這群年青的新力軍呢！

張菀津·12歲·德望學校（小學部）
香港青少年游泳代表

比賽的勝負，在運動員的眼中往往看得很重。但是我不大認同，我覺得最重要
的是用什麼心態去對待比賽。在多哈亞運會中，運動員的拚博、堅韌、毅力和
對目標執著的追求，全都成了我恪守人生的信條。我不喜歡把目標定得太高，
但要堅持，讓目標具有可以達到的難度，以便讓目標能時時刻刻牽著我走，不
會讓它有溜走的動機和機會。

剪影



認定目標

堅毅精神

勇於承擔

發揮潛能

突破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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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希·11歲·聖類斯小學
學校網球代表

事實上，香港運動員能夠取得驕人的成績，成功的背後是要付出無比的代價。
他們不僅要犧牲其他娛樂、玩耍的時間來為自己所喜歡的項目而作出訓練，還
要努力讀書，自我增值，他們真是我的偶像，我的榜樣。在我來說，每個比賽
都是一個磨練、一個挑戰，只要每天努力練習，日積月累，總有成功的一天。

胡心兒·13歲·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學校游泳代表

今次香港健兒於多哈亞運會中取得驕人成績，促使政府多撥資源及答允興建多
個運動場地，其中最令我雀躍的，是在將軍澳興建香港首個室內單車體育館，
這個設施是我夢寐以求的。若我能夠實現這個運動員夢，真要感謝這班運動精
英，他們所付出的汗水和淚水，孕育了我們這批年青運動員。希望有一天，我
也可以成為你們的一份子，為港爭光。

為進一步培育「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768位得獎學生，屈臣氏集
團特別邀請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於2007年2月22日及23日，舉辦
一個「領袖才能工作坊」。透過多項有趣、刺激的分組遊戲和集體活動，從
而發掘學生運動員的領袖潛能，激發他們突破自我，並且提升他們在組織及
共同合作方面的能力。

剪影
李嘉雯·19歲·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心誠中學
香港射箭代表

各位得獎運動員用他們的成就告訴了我，只要認清自己的長處，再加以努力，
一定能在運動場上冒出頭來。運動員在多哈亞運會中表現出的合作精神，令我
明白到運動的另一意義，就是無私。成功不是單靠個人，必須互相配合，發揮
團隊精神。我常常提醒自己，在射箭訓練時，要更關心隊友，比賽中要互相鼓
勵，互相提點，這令我與人相處時更融洽及更懂得互相體諒。

周亦駿·16歲·三育中學
香港獨木舟代表

運動員的心境是愛拼才會贏，凡事要有決心。對自己要有要求，自我挑戰，所
贏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不是計算所拿獎牌的「量」，而是於每場比賽的表現
那種「質」。



我的

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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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擅泳·17歲·賽馬會體藝中學
香港游泳代表

運動員的前路和潛能是無限的，但是我們的生命卻是有限。我們要以有限的時
間去換取無限的前路。要做一名真正的運動員，並非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的。就
像香港運動員於多哈亞運會中得到驕人成績，便明白到做每一件事也必須要有
恆心、決心地朝著清晰的目標前進。就算跌倒，也不要氣餒，最重要是懂得爬
起來，就算突破幾多百次也不囂張、不自誇、懷著平常心態，抱著堅毅不屈的
精神，這才是運動員的英雄本色。

利愷盈·11歲·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香港青少年體操代表

當人們的焦點都投放在各金牌得主的燦爛笑面上的同時，又有誰人留意到他們
的傷患呢？今年我有幸被甄選成為香港體操隊的培訓員，每晚也看著沒有完整
的手掌心，帶著疲倦身驅，呼呼入睡。運動員的路就是這麼刻苦，但如我可以
再選擇的話，我仍然會堅持在這道路上拼搏。一班委身付出的精英前輩，已經
為我們作出榜樣，並證明了香港的運動員係得口既！

吳希雯·17歲·中華基金中學
香港田徑代表

香港的運動員在多哈亞運會中，獲得歷來最好的成績，令我深深地明白到作為
一個成功的運動員應有毅力、百折不撓、屢敗屢戰的精神，以及不斷努力的態
度。此外，亦明白到面對挫折的時候，應抱有積極進取的態度。

吳家煒·13歲·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香港競技體操代表

運動有很多優點，如：可提升自信、對身心有益、學懂團結及領略體育精神的
意義...當你獲獎時，也可以同時為國爭光。香港運動員憑著堅毅的意志，在國
際賽中取得驕人成績，實在使我欽佩。雖然現在我只有十一歲，但相信憑著堅
毅無比的勇氣，以多哈亞運會的運動員為我的目標和榜樣，假以時日，我同樣
可以爭取佳績。



團員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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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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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運動員在多哈亞運會中
獲得歷來最好成績，

這對我有何啟發？

王逸朗·13歲·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香港青少年武術代表

在一年多前，我很幸運地被選入了香港武術隊，見到黑志宏師兄，曾思敏師姐
在多哈亞運會中有如此輝煌成績，使我有著極大的鼓舞和借鏡，對於運動方面
更加充滿熱誠及衝勁。對於未來，我也有著無限的憧憬，我希望能像師兄師姐
一樣，在亞洲或國際賽中能為港爭光。

朱佩雯·17歲·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香港特殊奧運保齡球代表

小時侯我患有哮喘病，但隨著我參加不同的體育項目後，發現哮喘病亦漸漸遠
離我。多年來，我在運動方面取得不少好成績，贏得滿足感，亦讓我認識到很
多不同國籍的朋友，擴闊了我的社交圈子。每次比賽時，教練、老師、校長、
朋友和父母都給予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使我緊張的心情平伏下來，全情投入
參加比賽。只要你們願意，也可以和運動結成好朋友，陪伴你一生一世。

（香港代表隊共取得6金12銀10銅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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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顧問委員會委員名單

• 陳亞瓊副部長
• 林冠新先生
• 吳曾婉梨校長
• 楊玉麟校長
• 周韻琴女士
• 葉小明女士
• 黎耀強先生
• 楊開將校長
• 莫鳳儀校長
• 洪進美校長
• 葉錦元校長
• 儲富有校長
• 文區熙倫校長
• 廖吳嘉儀校長
• 鄧烈文校長
• 張志鴻校長
• 蘇若禹先生
• 倪文玲女士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

榮譽顧問

榮譽顧問

榮譽顧問

民政事務局

社會福利署

教育局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傑出青年協會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

津貼小學議會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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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主席

洪松蔭先生

獻辭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是首個為全港所有中、小學及特殊學校而設的

學生運動獎項，以肯定青少年在運動方面的表現及成就，並鼓勵他們繼續努力，

發揮潛能，為港增光。

近年香港精英運動員在各項國際賽事中屢見奇功，加上香港將會協辦2008年北京

奧運會的馬術比賽，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去培養新一代的運動精英，和更廣

泛地得到社會的大力支持。

 

為此屈臣氏集團投入龐大的資源，並用心積極地推動香港的學界體育發展，實屬

難能可貴。此次獎項不單為學生提供獎學金上鼓勵，更安排了與國家優秀運動員

共同訓練和探討交流的機會，有助他們豐富經驗，拓寬視野。

本人衷心祝賀各位得獎同學，更希望他們藉著「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給予他們的

機會，虛心學習，放眼祖國在運動方面的發展和成就，瞭解更多北京籌備2008年

奧運會的最新情況，多向國家運動員學習，並把寶貴的經驗帶回來，幫助推廣本

地的運動發展，成就健康繁榮的香港！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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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財務董事

蘇若禹先生

獻辭
執筆之時，2008北京奧運已經進入四百多天的倒記時時刻，香港在籌備協辦馬
術比賽方面的工作，亦已進行得如火如荼。

以香港為基地的屈臣氏集團，多年來樂於投放資源，支持本地體育盛事。為了
進一步推動體育文化，鼓勵香港青少年對運動的熱忱和追求，特別於2005年創
立了「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頒發予全香港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
學生。

在今年七百多位得獎學生中，學生們對香港運動員在2006年多哈亞運會上的傑
出成績深受啟迪。經過一輪面試，從中選出了三十位優異學生參與此次的北京
運動交流團。我們希望藉此讓學生們能進一步瞭解北京籌備2008奧運會的最新
情況，通過參觀國家體育培訓基地及與國家運動員進行交流，令他們對祖國運
動方面的成就有更深的認識，同時在集體活動中，向國家運動員多多學習，以
激勵他們對運動的熱情。

此次交流團承蒙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協助，並有幸得到國家體育總
局對外體育文化中心為學生們安排一個難能可貴的交流機會。本人謹此向以上
兩個單位致以衷心謝意。同時，我們亦十分感激國家體育總局及訓練局、第29
屆奧林匹克組織委員會、北京體育大學、清華大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
事處的熱情接待。

屈臣氏集團一向熱心支持及參與各項社區活動，作為企業回饋社會的行動。我
們希望「香港學生運動員獎」能夠激發更多青少年學生在運動場上以至個人方
面的奮鬥精神，為香港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

屈臣氏集團財務董事

領隊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

陳亞瓊副部長

獻辭
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期盼，受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
民的高度關注和熱切期待。

今年，屈臣氏集團將再次組織「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的代表到北京進行訪問交
流，與北京奧運會組委會及國家體育總局等有關部門會面，同內地的優秀運動
員交流，讓香港的學生運動員親身瞭解北京奧運會籌備進程和國家體育運動發
展情況，增進對國家歷史文化、社會發展和經濟成就的認識，的確非常有意義。

屈臣氏集團一向熱心公益，積極支持香港的體育發展。舉辦「香港學生運動員
獎」評選和北京交流團活動，對於鼓勵香港青少年投身體育運動和提倡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為香港體育發展培訓後備人才和為香港社會培訓健康新一代，
都有積極的作用和影響。

我衷心希望各位團員能夠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和交流的機會，真正有所收穫，
有所提升。並且在今後的日子裡，繼續努力學習，刻苦訓練，為香港體育和香
港社會的明天作出更大貢獻。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

02 31

榮譽領隊

2008年8月北京將主辦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而香港

亦首次成為奧運城市，協辦馬術比賽。

北京奧運委員會於2005年7月宣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協辦馬術比賽後，即成立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

織委員會馬術委員會（香港奧馬委）負責為2008年奧

運會及殘疾人奧運會訂立方向及政策。

奧運馬術是人類夥拍馬匹參與比賽的奧運項目，亦是

少數男子和女子以平等地位參賽的項目之一。

奧運馬術主要分為三個項目：場地障礙，盛裝舞步和

三項賽。每個項目都劃分個人和隊際比賽。

位於沙田的香港體育學院及沙田馬場內的彭福公園將

改建為舉行場地障礙和盛裝舞步的比賽場地。而三項

賽中的越野賽將於由上水雙魚河鄉村會所及香港哥爾

夫球會改建而成的場地舉行。奧運馬術主場地包括一

個約有18,000座位的比賽場館、四個共可容納200匹馬

的馬房、一座可容納25匹後備馬的隔離馬房、13個練

習及熱身場地、以及支援設施。

另外，根據於2001年國際奧委會與國際殘疾人奧運會

簽署的協議，規定申辦城市必須同時申請在同一場地

舉辦奧運及殘疾人奧運。因此，第13屆殘疾人奧運馬

術項目將於2008年9月在奧運馬術項目結束後於香港舉

行。香港傷殘馬術運動員葉少康將會代表香港參加

2008殘疾人奧運馬術比賽。

在

香
奧運馬術

場地障礙

盛裝舞步

三項賽

殘奧馬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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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我們衷心感謝下列人士和機構的支持和協助（排名不分先後）

尤曾嘉麗太平紳士
王啟思先生
曹萬泰先生
黎耀強先生
林冠新先生
周韻琴女士　
葉小明女士
洪進美校長　
葉錦元校長　
儲富有校長　
吳曾婉梨校長
廖吳嘉儀校長
文區熙倫校長
張志鴻校長
楊開將校長
楊玉麟校長　
莫鳳儀校長
鄧烈文校長
黃仁傑校長

陳亞瓊女士
翁志玲女士
吳堅先生
洪松蔭先生
梁柏偉先生
盧翠棠女士
陳敬然先生
余翠怡小姐
徐偉賢先生
莫漢輝先生
司徒明慧小姐
蕭仁先生
莊家俊先生
蘇惠琪小姐
司徒子文先生
張馳先生

國家體育總局
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
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國家體育總局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國家體育總局對外體育交流中心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民政事務局
社會福利署
教育局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津貼小學議會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傑出青年協會
香港青年協會
北京體育大學
清華大學
喇沙書院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中國香港排球總會
醫療輔助隊
東方報業集團
Nike Hong Kong Ltd
屈臣氏田徑會家長網絡
屈臣氏蒸餾水
豐澤電器
時鮮國際 - 果汁先生
百佳超級市場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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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
熱誠拼勁 愛心回饋社會

屈臣氏集團是以香港為基地的國際綜合企業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屬下之零售及製造企業。

自一八二八年創立以來，屈臣氏集團建立了盡心為顧客服務的優良傳統。發展至今，業務已
遍佈全球三十六個市場。集團旗下經營十九個零售品牌，超過七千八百間零售商店，種類包
括保健及美容產品、高級香水及化妝品、食品、電器及電子產品、高級洋酒，以及機場零售
業務。此外，屈臣氏集團更是歷史悠久的飲品生產商，製造及供應一系列的瓶裝水、果汁、
汽水及茶類產品，並透過其國際洋酒批發及代理商，銷售世界優質名酒。集團聘用逾九萬八
千名員工，每天秉承公司的傳統，同心為全球顧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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