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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當「電競」被列為
2022年杭州亞運會比賽項目、今年印尼亞運亦列為示
範項目，香港本地對電競的認識普遍仍停留在「打機」
的層面，香港首支《英雄聯盟》電競職業女子隊PandaCute，在上周六「學校起動」計劃活動上出席講
座，千名學生都認識到「打機」是職業亦是體育運動！
■ PandaCute 成員皆對電競發展有
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信心。

隊長陳嘉靖（Deer）、環
PandaCute
球電競行政總裁文健鋒在活動上，

分享了他們從事電競作為職業的心
得，以及電競業在香港的發展和機
遇，好讓準備「搵份好工」的同學們
認識「電競」這新興行業。
Deer 坦言：「電競講求本身要有天
分，入行後職業電競員每日訓練 10 小
時，每天準時上班一起食早餐，下午
開會比賽。開會是討論技術、戰術團
隊合作。電競是人同人之間對賽，不
是普通打遊戲機這麼簡單，要認真態
度對待電競。」她更以自己的路，鼓
勵年輕人要敢於嘗試不怕失敗，敢於
行出自己的路，支持電競行業，因為
這是香港新興行業。她進一步指出：
「職業電競員一般的比賽生涯在 17 至
25 歲，而行業衍生出攝影、評述員、
傳播媒體、公關宣傳、商業營運統籌
公司等範疇。」
香港特區政府連續兩個年度財政預
算，都表示會撥款為電競做推手，大大

第 3 局，站在懸崖邊的北京隊卸
下了包袱，開局連續打出強勢反
擊，以 9：5 領先。上海男排在主帥
沈瓊的調整下奮起直追，一番苦戰
後，兩隊打到 26 平手。最後時刻，
北京隊心態出現了不穩定，隨着江
川扣球出界，上海隊 28：26 拿下第
3 局，贏得了總決賽。上海隊新加
盟的第三外援帕達本場比賽表現搶
眼，拿下了全場最高的22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男排老隊長
沈瓊轉型主教練執掌球隊以來，上
海男排將 4 屆聯賽冠軍全部收入囊
中。
■新華社 ■上海隊在頒獎儀式上慶祝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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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電競列為今年印尼亞運會示範項
目。文健鋒認為香港電競行業可以舉
行全港選拔賽，以冠軍隊代表香港參
加亞運會：「電子競技一定是運動，
eSports（電競）這個名字本身已包含
Sports（體育），但在普羅大眾眼中難
免將『打機』和『電競』混為一談。
『打機』是娛樂，沒有既定目標，亦
非公平對等情況下競技。『電競』則
由遊戲競技、規管到公平性，都和傳
統體育一樣，是為獎牌奮鬥的比賽。
雖然不像田徑、足、籃、排球付出汗
水、氣力，但亦和桌球、射擊、射箭

朱婷13分 瓦基弗追平伊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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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時間周三凌晨，上演了土耳其
女排超級聯賽決賽第 4 戰，結果瓦基
弗銀行憑朱婷取得 13 分，主場以直落
3 局輕取伊薩奇巴希，總場數追至 2：
2平手。
變陣出擊的瓦基弗銀行，於首局初
段已取得優勢，一度領先至 23：11，
最終以 25：13 大勝先下一城。第 2 局
瓦基弗憑朱婷的接連進攻輕鬆領先
19：13，最終伊薩奇巴希的巴拉丁發
新華社 球失誤送分，瓦基弗以 25：16 再下一

城。第 3 局伊薩奇巴希大幅變陣，終
成功與主隊拉成均勢，比賽一度戰至
23 平手。幸好此時朱婷挺身而出，加
上對手扣殺出界，瓦基弗再險勝 25：
23，以3：0擊敗伊薩奇巴希。
瓦基弗銀行的斯洛特耶斯力奪 16 分
榮膺得分王，主攻朱婷貢獻 13 分，其
中進攻方面 22 次扣殺 8 中成功率達
36%，而攔網亦替球隊贏得 3 分，發
球則進賬2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短訊

等項目一樣，都是追求公平
競技。」

「學校起動」支援學生規劃
「學校起動」計劃致力支援學生及
早為生涯規劃，投身理想的終身職
業。今年為學生提供超過五十個職業
介紹，當中包括見習騎師學員、拉麵
師傅、健身教練、見習飛機維修員、
護士、遊戲程式設計員、婚禮統籌師
及室內設計師等。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當日亦有出席在
香港高等教育學院青衣分校舉辦的
「學校起動」計劃活動任主禮嘉賓，
該計劃委員會主席吳天海、香港基督
教女青年會會長胡秀霞、職業訓練局
副執行幹事鍾志杰教授及社會褔利署
攜手扶弱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倪文玲
一起出席主禮。「學校起動」計劃在
香港高等教育學院青衣分校舉辦學生
職業生涯活動，邀請約 4,000 名中學生
參與，了解自己所長。

首圈輕鬆晉級

本季中國男排超級聯賽總決賽在
滬進行第 6 場較量。結果上海男排
連勝 3 局力挫北京隊，以總比分 4：
2 奪得男排聯賽冠軍。這也是他們
第14個男排聯賽冠軍。
首局上海隊展現出衛冕冠軍的底
蘊，從 23 平到 25 平手，頑強地拖
住比分。而隨着張哲嘉發球直接得
分，上海隊 27：25 艱難先拔頭籌。
次局雙方戰至 18 平時，上海隊突然
發力，外援帕達強攻得手，陳龍海
攔網成功，戴卿堯發球得分，上海
隊連得 6 分，終以 25：20 再勝一
局。

香港國際化利發展電競

諶龍亞錦賽

上海男排挫北京問鼎第14冠

幫助全城認同電競行業。文健鋒就從區
域角度點出：「香港發展電競是緊貼中
國內地、台灣及韓國等已很成熟的地
區。PandaCute 隊員更赴台灣跟隨周杰
倫電競隊訓練學習知識和組織。而香港
國際化優勢可聯繫到歐美、南亞地區的
電競隊交流，有國際視野。」

本年度羽毛球亞錦賽，昨日
於武漢完成第 2 日賽事，其中
男單諶龍面對約旦選手阿沙尼
克，輕鬆地只花了 33 分鐘便
告晉級。而石宇奇迎戰韓國選
手李東根，亦順利以直落兩盤
取勝。
面對里約奧運冠軍諶龍，阿
沙尼克可謂全無招架之力，只
能以學習心態應戰，結果只捱
了 33 分 鐘 便 直 落 兩 盤 被 橫
掃。諶龍賽後就表示：「今天
對手實力不算特別強，所以我
比賽時有些放鬆；從來首場賽
事多少也會有點緊張，但能夠
回到湖北作賽非常開心。此
外，亞錦賽過後便是湯姆斯盃

舉行的日子，也想透過今次亞
錦賽調整好狀態，始終我也有
一個月時間未有比賽。」值得
一提，現役世界一哥，來自丹
麥的新星艾素臣（學習中文後
改中文名安賽龍），目前正在
征戰歐錦賽，但卻有記者問諶
龍對與安賽龍的「雙龍會」看
法，令諶龍只能笑指希望未來
再與安賽龍作對決。
同日其他比賽方面，林
丹 以 1： 2 不 敵 中 華 台 北 的
王子維。混雙組合何濟霆/杜
玥，亦以 2：1 戰勝馬來西亞
組合陳健銘/賴沛君過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李瑋鋒再出任權健領隊

賴亞文兼任中國女排領隊

■李瑋鋒
李瑋鋒（
（右）再
度出任權健一隊領
隊。
網上圖片

國家體育總局昨日發佈通知，其中排管中
心副主任賴亞文將兼任國家女子排球隊領
隊；李士平則出任國家男子排球隊領隊。雖
然早前漳州和北侖集訓時，賴亞文經已用領
隊身份亮相，但國際排聯網站日前曾顯示女
排領隊為袁靈犀，但現已修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成都五月辦熊貓盃青年賽
2018 年「熊貓盃」國際青年足球錦標賽
將於 5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四川成都舉行，英
格蘭、匈牙利、烏拉圭以及中國國青四支
19 歲以下（U19）隊伍將展開角逐。本屆
「熊貓盃」的參賽球隊都由各國該年齡段的
高水準球員組成，冠軍獎金為3萬美元。
■新華社

■諶龍輕鬆晉級下
輪比賽。 新華社

銀牌冠軍
本屆高級組銀牌賽於昨晚圓滿結束，結果永倫以 77：75 反勝有羅意
庭兩次技犯被逐的南華捧盃；圖為南華的梁兆華（左）遭永倫的周迎堅
力阻上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攝

中超球隊天津權健出現人事變動，前國
足守將李瑋鋒，再度成為天津權健的一隊
領隊。
李瑋鋒於 2015 年起出任權健的副總裁及

一隊領隊，帶領球隊由中甲殺上中超，其
後更拿到亞冠盃參賽資格。不過到今季，
權健委任了丁勇為新領隊，反而李瑋鋒退
居幕後，但在球隊近期戰績不穩定，管理
層終再次作出變動，由李瑋鋒重掌一隊。
至於原領隊丁勇，則會改任球隊體育總
監。
另一方面，權健的增援步伐似乎並未停
下。據報主帥保羅蘇沙看中了 AC 米蘭的
克羅地亞射手卡連歷，兩人早前曾於費倫
天拿合作，前者希望找來卡連歷這位舊
部，去增強球隊的鋒力。不過權健將面對
兩支德甲球隊競逐，據稱史浩克 04 及法蘭
克福，同樣對卡連歷感到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