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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廈開平民無冰訓練場
北美運動在香港並不算流行，
然而近年隨着越來越多父母送子女
學習各種運動，冰球在香港逐漸得到
關注。有見及此，香港代表黃柏霖與其弟
黃彥羲最近在工廈開設無冰冰球訓練
場，希望將這運動推廣開去。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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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香港冰球代表隊成員的黃柏霖
（Theo）與弟弟的黃彥羲（Yan-

nick），已參與冰球運動 17 年，其中弟
弟更考入美國的冰球學校，並取得學校
代表資格。他們指，這個運動很大程度
是要看家長的支持。黃柏霖表示當年家
人全力支持，令他可以從加拿大飛回港
代表港隊出戰，這些花費其實並不少，
而正是因為家人的這份投入，才令他們
至今仍在為這個運動努力。

冰球射門多速度又快
Theo 表示，兩兄弟小時候都參與過很
多運動，包括足球、籃球和棒球等，但是
最後選擇了冰球，是因為這個運動最刺
激：「呢個應該係最快嘅運動，而且射波
係最多。足球，你一場最多可能 20 次射
門，但係冰球，一場可以有 50 次，但係
又唔似籃球，一場百幾分，射完都唔記
得。」他又指，冰球最能訓練的，是團體
合作，因為這項運動消耗體能大，所以不
斷需要更換球員，因此每個球員無論正選
還是後備，都會上場比賽。
Theo 又指：「呢個運動，係要全家人
嘅投入，因為你淨係綁條鞋帶，都唔靠
得你自己啦。冰球運動，運動員與運動
員，甚至家長之間，其實關係都好好，
形成咗一個 Community（共同體），我
覺得呢個係冰球同其他運動唔同之
處。」
年前兄弟二人在觀塘開設了無冰的冰
球訓練室。Theo 表示，開設訓練室主要
是讓一些能力不佳，欠缺比賽機會的冰

球愛好者，可以有一個地方去訓練提升
自己的水平。他指，冰球運動的開銷不
低，在這樣的一個場地，既可提供較便
宜的裝備，也不用花太多的錢去到溜冰
場訓練。他表示：「冰場 Book 個時間訓
練，平嘅都差唔多畀冰總 Book 晒，貴嘅
都要成萬蚊一個鐘，一堂可能只係 4 至 5
個人，即係上一個鐘堂，已經每人要二
千。二千蚊先一堂喎，一個月上四堂，
幾多人畀得起？」
Yannick 就指，現時香港參與冰球的年
齡分佈以小朋友為主。「小朋友佔多
數，以前我哋係 4 個級別聯賽，每個 3 至
4 隊，家差唔多有 4 至 5 個聯賽，每個
有 6 至 8 隊。」而他們每個周末，學員幾
乎全滿。

各路雄師擴軍出戰
五人冰球賽
「2018 Mega Ice五人冰球賽」將於4月23日至5月
5 日舉行，屆時將有80支來自世界各地14個國家或地
區的高手，角逐這項亞洲最大型的五人冰球賽。
參賽球隊除有以香港隊成員為主要班底的 Gold
Club、積極招兵買馬的 HK Hitman 、Hong Kong
Tigers及簽下多位日本職業聯賽猛將的Empire Skate
外，事隔兩年再有法國和日本的球隊參賽（Flying
French和 Tokyo Egoists），另外還有處子亮相的東
歐力量Old Boys Pilsen Indians（捷克）等。
比賽設有女子組、青少年組及成年組的較量。
其中兩場青少年組決賽（Pee Wee A 組及 Bantam
A 組）與三場成人組決賽（國際 Elite 組、國際 A
組及亞洲Elite組），更會作網上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參與者大多為小朋友
對於冰球運動在香港的發展，Theo 認
為雖然現時參與的小朋友很多，但是在香
港，運動員是會不斷地流失：「可能家
小學有100人，然後中學就會減一半，大
學又再減一半，到大人，可能得 20 個左
右。其實在冰球總會以及會長胡文新的協
助下，可以在商場溜冰場比賽，這樣吸引
了不少『街外人』的注意。」
Theo 還指，香港隊要取得冬奧參賽資
格可能很困難，但是要在亞洲取得成績
就仍有機會，他指港隊早前在亞洲賽取
得第 5 名，但是他認為港隊目前是有實
力：「我有睇過家 18 歲嗰班，佢哋好
勁，甚至我都未必及得上佢哋。我哋
家係要頂多幾年，等佢哋上嚟。」
■黃柏霖於 2006 年代表香港出戰亞洲
冬季運動會男子冰球預賽。
冬季運動會男子冰球預賽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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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飛馬狹路逢
爭菁英盃決賽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菁英盃」進入白熱化，
兩場準決賽分別於今明兩日上
演。今午旺角場，先由衛冕的
香港飛馬力撼和富大埔，賽事
下午 5 時 30 分鳴笛，門票一律
收 80 元正，特惠票一律收 30 元
正。
和富大埔、香港飛馬在聯賽
爭第二名已有惡鬥，今日又在
菁英盃準決賽狹路相逢。大埔
於上仗港超聯主場以 5：1 擊敗
標準流浪，在全取 3 分後，球隊
目前與今仗之對手香港飛馬在

聯賽積分榜之差距已收窄至 2
分，有機會衝擊聯賽亞軍席
位。而香港飛馬方面，亦有
「陳 7」陳肇麒老馬回勇，雖然
爭奪聯賽錦標已宣告落空，惟
球隊仍希望在餘下的兩場聯賽
取得勝利，以鎖定聯賽亞軍。
今日一役，大埔與飛馬兩軍
實力相當接近，球隊的鬥志、
拚勁、體能與決心同樣明顯。
不過，華人球員的平均能力則
為和富大埔佔優，所以大埔今
仗爭勝心甚強，希望力挫對
手，躋身「菁英盃」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足總昨宣
佈 2017-18 年度「香港足球明星選舉」即日起接
受公眾網上投票。
東方龍獅自我放棄「足球先生」及多項的提
名，昨午只派出後衛黃梓浩出席記者會。東方認
為今年的表現不盡人意，故放棄包括門將葉鴻
輝、教練李健和以及相關位置球員提名。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各獎項得主將於 5 月 17
日揭曉，並進行頒獎。選舉包括「香港足球先
生」、「香港足球明星 11 人」、「最佳教練」、
「最佳青年球員」、「最受球迷歡迎球星」和超
聯球員投票選出的「球員之星」等六個獎項。另
外，還有「最佳金球」、「最佳撲救」獎，5 月 6
日截止投票。

短訊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
現接受公眾投票

■「 Mega Ice五人冰球賽」下周舉行。
資料圖片

傑志的唐建文特別為隊友華杜斯拉票，認為後者
球技球品兼備，是傑志成功的最大功臣，完全有實
力當選「足球先生」。而南區的劉學銘也當仁不
讓，認為自己在球會、省港盃都表現突出，自信在
「最佳青年球員」獎項上無競爭對手。

黃芊柔 李嘉宜比利時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兩名港
青乒乓球女將黃芊柔／李嘉宜香港時間昨
日凌晨於「國際青少年公開賽 」比利時
站中，先後打敗西班牙、法國及日本組合
奪得女雙冠軍。於下月香港主場舉行的
「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恒生香港公開賽」，兩人將出戰青年組賽
事，在香港球迷面前大顯身手。

世界盃多國球衣發售
另外，多支即將前往俄羅斯參與世界盃足球盛
會的國家隊球衣，現已在港公開發售。除早前發佈
的英格蘭、尼日利亞、韓國、克羅地亞、波蘭、土
耳其及斯洛文尼亞國家隊球衣外，近日再發佈法
國、巴西及葡萄牙等國家隊球衣。所有國家隊球衣
建議零售價均為港幣 599 元。售賣點：Nike Football 及Nike.com.hk網上商店。
■黃芊柔（左三）／李嘉宜（左四）
登上冠軍頒獎台。
乒總圖片

青島號環球賽總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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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通訊員
袁華強 山東報道）2017-2018 克利伯環
球帆船賽第九賽程——青島站至美國西雅
圖站的比賽已接近尾聲。 「青島號」連
續幾天一直領跑賽事，其後「三亞新奇世
界半山半島號」和「聯合國兒童基金號」
緊追不捨，分列二、三位。克利伯環球帆
船賽於去年8月20日從英國利物浦起航，
歷時約一年時間，現已結束的前八個賽程
中，「青島號」總排名第二。

梁巧羚征環球冠軍賽 險人仰馬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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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
報道）2018 上海浪琴環球馬術冠軍
賽昨在滬拉開帷幕，巴西騎手馬
龍．佐諾特利以 20.45 秒奪得 1.45/
1.50M 障礙兩段賽的冠軍，本港名
將梁巧羚則在踢落障礙欄杆後選擇
退賽。
2018 年浪琴環球馬術冠軍賽全球
共 17 站比賽，橫跨歐美亞 3 大洲，

覆蓋13個國家。
昨日，2018 上海浪琴環球馬術冠
軍賽首場比賽1.45/1.50M障礙兩段
賽率先開賽，截至比賽結束，共有
21名騎手0罰分，精彩絕倫，競爭激
烈。最終，巴西騎手馬龍．佐諾特
摘得桂冠，拿下16500歐元的獎金。
中國軍團方面，三位奧運騎手王
韞婧、張興嘉、袁茂棟分列位 32

名、37 名和第 40 名。而尾聲出場
的本港騎手梁巧羚，則在首段比賽
中踢落障礙欄杆，險些失重心人仰
馬翻，無奈梁巧羚被迫退賽。
當日下午舉行的 GCL 團體冠軍
賽 1.50/1.55 米障礙爭時賽，梁巧
羚吸取上午退賽經驗，比賽時更為
謹慎，最終以6罰分87.02秒的成績
完賽。

■梁巧羚在比賽中
梁巧羚在比賽中。
。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