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途景靚 安排不俗
徐先生：我是首次參加香港

（屯門）國際半程馬拉松三公里
賽事，天氣較預期暖和，起跑前
已做足熱身運動及吃早餐，所
以整個過程十分順利，沿途
景色優美，主辦單位的
安排亦不俗。

全家齊跑 滿意成績
文同學：我今年11歲，與父母

一同參加3公里賽事，覺得天氣不
算寒冷，但末段有少許辛苦的感
覺。整體上對自己的成績感滿
意。

極富挑戰 明年再戰
王小姐及陳小姐：我們是第二

年參加半馬21公里賽事，記得去
年天氣寒冷，今年天氣較佳。路
線的斜路較多，富挑戰性，今
年免費接駁車值得一讚，獎
金亦有吸引力，明年會
再參加。

選 手 感 受

主辦機構

■大公網及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聯合主辦

■香港旅遊發展局作為支持機構

■長白山管委會成為特別支持機構

比賽地點

■由天后廟廣場，天后路北向南出發

■路線途經香港哈羅國際學校、珠海學院、
黃金海岸、青山等著名景點

比賽規模

■總人數近5,000人

競賽項目

■半程馬拉松男子組（21公里）

■半程馬拉松女子組（21公里）

■3公里組

資料來源：大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半馬賽果
男子組

名次 姓名 時間

第一名 JOSEPH MWANGI NGARE 01:06: 08

第二名 JOSPHAT KIPRONO MNJO 01:06:12

第三名 SOLOMON KIYEGO KETER 01:06:25

女子組

名次 姓名 時間

第一名 NELLY CHEBET NGEIYWO 01:17:58

第二名 EUNICE JEPKORIR KERTICH 01:20:26

第三名 湯樂榆 01:21:56

資料來源：大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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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戰勝寒風 半馬跑手倍增
5000人參加屯門國際半程馬拉松 邊跑邊賞青山美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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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由大公網及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舉辦、香港

旅遊發展局支持的2018香港（屯門）國際半程馬拉松，昨日清晨6時15分在屯

門天后廟廣場開跑。該比賽去年首次在屯門舉辦馬拉松賽事，大獲好評。賽事

今年再度回歸，並改善各方面的安排，吸引來自香港、內地及海外的選手們參

與，今年跑手更倍增至近5,000人，氣氛相當濃厚。

適逢港珠澳
大橋日前正式
開通，2018 香

港國際半馬獎牌採用水滴造型，
並加入港珠澳大橋的輪廓背景。
不少跑手在賽事完結後，持獎牌
拍照留念，並大讚獎牌設計的背
後理念佳，令參加者亦可紀念大
橋這項宏偉基建的落成及通車。

有文化底蘊香港特色
王小姐、陸小姐及一班朋友結

伴參賽，她們直言獎牌的設計不
錯，外表美觀並有文化底蘊，甚
有香港特色，「水滴形狀很有新
意。」她們又指出，獎牌上的港
珠澳大橋令選手們可以紀念2018
年，即大橋開通之年，「大橋十
分壯觀，是一項偉大的工程。」
參加3公里賽事的何小姐已是第

二次參賽，她大讚今年的獎牌十分
有心思，「獎牌上印有海豚及港珠

澳大橋，是很好的設計。」她說，
港珠澳大橋開通後，三地市民可以
跨越海岸聯繫，象徵一個「新世
紀」，故獎牌富有紀念價值。

讚大橋宏偉港人驕傲
首次參加的鍾女士興奮地表

示，很高興每一名完成賽事的參
加者亦可有獎牌留作紀念，而獎
牌的設計別具意義，打算回家後
與兒子分享喜悅，「讓他看看獎
牌，證明媽媽都好叻。」她說，
自己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已到香
港口岸參觀，認為大橋是一項便
利市民的好基建。
跑手徐先生說，獎牌上刻有港

珠澳大橋的圖案，配合大橋今年
開通，十分有意義和紀念價值。
他續說，大橋的建築很宏偉，是
作為香港人的驕傲，熱潮過後亦
打算去看一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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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融水滴 獎牌具創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珈琋 攝
■鍾女士■何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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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氣逐漸轉冷，昨晨天文台錄得屯門氣
溫只有14度，但無礙參賽者對賽事的熱

情。清晨5時許已有大批跑手於天后廟廣場聚
集，不少跑手繼續出動背心及跑褲，無懼寒
風。天文台預測昨晨有機會下雨，幸得天公作
美，鳴槍在帶有涼風的晴天下響起，參加者在
一片歡呼聲中起跑。
是次線路途經香港哈羅國際學校、珠海學

院、黃金海岸、青山等著名景點，跑手可以踏
上屯門公路，欣賞沿途的景色。

外籍冠軍讚活動有條不紊
今年17歲的麥先生昨日從巿區到屯門，首次
參與香港國際半程馬拉松賽事。他直言，活動是
不錯的體驗，因為賽道斜坡較想像中多，回程時
亦頗為逆風，「在最後一個轉折點是逆風情況下
上斜，都幾辛苦，需要靠自己的意志。」
他補充，幸運地昨日天氣頗佳，補償了賽道
上的不足。他表示，過去亦有參加其他半馬賽
事，例如渣打馬拉松，自評是次表現未如預期。
比賽結果揭盅，來自肯尼亞的選手Joseph
Mwangi Ngare，最終以1小時6分8秒的成績，
取得男子組冠軍，更成功打破上屆紀錄，獲得額
外現金獎10,000元。他表示，對自己的表現感
滿意，又讚揚是次活動的組織有條不紊，現場的
賽事服務、安保系統等等都值得嘉許。至於女子
組冠軍同樣來自肯尼亞，選手為Nelly Chebet
Ngeiywo，成績為1小時17分58秒。

主辦方：感受屯門風采活力
主辦方指出，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下，香港國際半馬不僅展示了香港的自然風
光、人文底蘊，也為全球及兩岸四地馬拉松愛
好者共同參與、增進友誼搭建起一個良好的民
間體育交流平台。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
大宏致辭時表示，馬拉松是歷史悠久、擁有廣泛

基礎的運動，可以挑戰自我的體育精神。今年是
第二年舉辦香港（屯門）國際半程馬拉松，他表
示參與的人數倍增，而主辦單位亦借鑒去年經驗
作出改善，令更多人感受到屯門的風采及活力。
他並祝賀每位取得佳績的選手，約定選手們明年
再會屯門。他又指，大文集團未來將與香港各界
展開更多合作，為香港體育事業的發展，為香港
與內地體育文化交流貢獻力量。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出席活動頒獎禮時

亦指，活動有助大眾增加對屯門的認識，並建
議日後可以考慮在港珠澳大橋上舉辦馬拉松，
以「從屯門出發去埋大灣區」為夢想，但強調
意念雖好，但要先得到三地政府的配合。

香港年輕
人擁有無限
潛能！在昨

日半程馬拉松賽事的男子及女子
組別三甲名單中，年僅19歲的湯
樂榆是唯一一名能夠躋身三甲的
香港選手。她以1小時21分56秒
的成績，獲得女子組的季軍，並
形容結果出乎預期。小妮子在頒
獎禮後捧着獎盃，獲不少選手及
嘉賓輪流合照稱讚「了不起！」
湯樂榆說，去年亦有參加比
賽，形容賽道比較多上
坡下斜的路段，對

選手而言比較辛苦，沒想到是次
結果較預期中好。
她續說，這次成績既是個人最快

時間，亦是自己首次在公開組賽事
中奪得三甲的名次，「感覺好開心
及驚喜。看到現場有不少外籍選
手，沒有想到自己有頭三名。」

跑步受中學老師發掘
她提到，自己的跑步生涯源於

一位中學老師，在中一時發掘她
的天分，建議她往長跑方面發
展。大約3年前，樂榆開始跟隨
現時的長跑教練，其後曾參與

不同海外及本地跑
步 及 半 馬 賽
事，力求上
進，「這次的
成績較原本的
個人最快時間快
了兩分多鐘，
希望未來繼續
有進步。」
湯樂榆在是

次比賽獲頒發
5,000元獎金，她

說接下來將會到雲南集
訓，獎金亦打算用於集訓
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珈琋

▲2018香港(屯門)國際
半程馬拉松昨日清晨在屯
門天后廟廣場開跑。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今年比賽跑手倍增至近
5000 人，氣氛相當濃
厚。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男子組（上圖）及女子組冠亞軍頒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湯樂榆獲女子組季軍湯樂榆獲女子組季軍，，與到場打氣的父親與到場打氣的父親
開心合影開心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左起：李小姐、劉小姐、陸
小姐及王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