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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努力也是爭第三啊，水
平就是及不上對手。”有誰能想到
當年球隊還是一盤散沙、球員都不
夠自信去爭取更高目標的澳門城市
大學籃球隊在歷經數年蛻變下，如
今已成為全澳大學生籃球錦標賽的
“一哥”，以冠軍身份取得參戰第
二十三屆CUBA中國大學生籃球賽
一級聯賽的資格，與湖北工大、華
中科大、貴州大學及湖南工大四所
高校同場較勁，實現最初想也沒有
想過的CUBA夢，一切的故事要從
四年前開始說起。

熱血教頭接掌教鞭
“還記得當初受到教練邀請的時

候，有人對我說過這支球隊很散別
辛苦自己，也明白到大學籃球隊並
非自己擅長的領域，但我就是想接
受挑戰，嘗試幫學生在大學球隊也
找到中學學界一樣的氛圍。”回想
起二○一七年剛接手城大籃球隊教
練工作，梁偉業坦言最大難度在於
建立球隊凝聚力：“當時陣容上有
不少優秀的球員，像吳榮鵬就是浸
信學界冠軍陣容的主力成員，也有
嶺南及工聯職中等學界勁旅的球員
在陣，但執教大學隊的難處在於如
何凝聚他們，因為他們既要打兼

職，時間觀念也不太認真，我會形
容那時球隊是很散的，練波會遲到
也會不齊人。”

球隊就是個大家庭
梁偉業的帶隊哲學就是把球隊當

成一個大家庭，球隊上下應該互相
了解、互相關心，在這基礎下再慢
慢滲透籃球的技術及戰術訓練，在
梁偉業的熱情投入之下，一直投入
百分百努力的隊長吳榮鵬亦有所觸
動，成為了城大籃球隊的領軍人
物，以身作則恪守球隊紀律，每課
訓練全情投入，帶領球隊一同融入
到教練帶來的訓練體系當中。不
過，這一切還只是個開始，這一
年，城大雖在全澳大學生籃球賽
（大專賽）拿下季軍，但球員不經
意間的一句說話卻讓梁偉業察覺到
球隊的問題：“好記得一位球員認
真地說了一句，城大再努力就是爭
第三，無法與澳大、理工這些傳統
勁旅抗衡，這句說話我刻在心上，
明白到球員即使有爭標的能力，但
仍然欠缺自信。”

城大男籃成功蛻變
在歲月的經營下，城大籃球隊得

學校的支持，有更多資源出外集訓

及參賽，一點一滴凝聚球隊的向心
力，吳榮鵬、黎俊豪、李浩輝亦慢
慢成為了球隊的“三巨頭”，以堅
守的態度帶領著球隊前行，在每次
訓練及賽後檢討，他們都願意與隊
友分享，也會為教練梁偉業提出不
同意見，用心經營著城大籃球隊，
城大也漸漸成為了大學賽事的爭標
分子，曾連續四次在賽事收穫亞
軍，雖與冠軍盃仍是緣慳一面，但
城大已非當初只眼望第三的球隊，
而是決心與澳大、理工等勁旅一決
雌雄的勁旅。

大專奪冠實現夢想
來到今年，城大球隊長久而來的

付出開花結果，整軍在團隊精神上
達到最高點，球隊兼具訓練強度及
投入程度，在高校賽僅於四強戰小
負澳大一分終奪得季軍，在緊接上
演的大專賽，畢業生吳榮鵬、黎俊
豪、李浩輝亦得以在賽制下再次披

上城大戰衣，與隊友最後一次逐鹿
夢想，最終在強大氣勢下先後擊敗
澳大、理工及科大，如願捧起大專
籃球賽冠軍盃，取得CUBA一級聯
賽的參賽資格。
曾參戰 CUBA二級聯賽（陽光
組）的城大最終踏上了夢想的步
伐，於四月一日至九日期間赴湖南
工業大學參戰CUBA一級聯賽西南
賽區賽事，由吳啟峰、歐智雄、李
嘉翔等骨幹領軍，與陳晉賢、蘇奧
嘉、孫耀澤以及一眾懷著每腔熱血
的隊友一同與B組湖北工大、華中
科大、貴州大學、湖南工大較勁，
球隊自今年一月開始全力備戰CU-
BA，每周保持四次以上的練習，
重點加強體格訓練，並赴中山進行
集訓，以萬全準備迎戰期盼已久的
CUBA賽事。

拼搏表現獲得認可
最終，城大雖未能在小組賽取

勝，無法躋身十六強淘汰階段，但
球隊在賽事中頑強拼搏的表現同樣
受到關注，在對陣湖北工大的賽
事，城大在吳啟峰領軍下在劣勢中
不斷以外投及反擊攻勢追上分差，
完半場僅落後對手兩分，即使最終
無奈在體格差距下敗陣，其拼搏精
神同樣受到旁述及球迷讚賞，在對
貴州大學關乎出線的一戰，城大前
三節一直與對手力拼，直至最後一
節才被對手擴大分差，以十三分告
負。
城大教練梁偉業相信此行必能讓

球員有所收穫：“我們球隊沒有很
多學界時代的球星，也沒有體育特
招生，當初有猶豫過應該打CUBA
一級還是二級聯賽，但最終我們決
定去挑戰一級，因為這是很多澳門
熱愛籃球的年青人一生可能只有一
次的機會，我會繼續鼓勵球員繼續
挑戰，多去認識世界！”

圓夢踏足 舞台

城大籃球隊參戰CUBA名單
球員：蘇奧嘉、滕 飛、庄燁銘、李嘉翔、孫耀澤、陳晉賢、

黎梓豪、吳文俊、吳啓峰、錢浩賢、李昊洋、歐智雄。
教練：梁偉業
助教：廖匡延

工作人員：梁珮瑩

城大勇奪本年度大專籃球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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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大學首戰CUBA一級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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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學主力吳啟峰近年狀態不
斷提升，在本地聯賽、大學生賽及
代表隊賽事都能看到他的活躍身影
及越發精準的三分投射能力，這次
隨城大出戰CUBA賽事，對於球員
來說無疑是具歷程碑意義的一趟征
途。他形容城大正正是抱著翻越高
牆的心態迎戰每場球賽，才能取得
參戰CUBA一級聯賽的資格，他認
為這次旅程為每個球員都帶來難忘
的經歷，每日奮勇應戰，每晚檢討
部署，都讓城大籃球隊及澳門球員

一步一步提升著水平。

心態比一切都重要
回想起大一年代被澳門大學大勝

三十多分，到如今以全澳冠軍之名
參戰CUBA，吳啟峰認為堅持奪鬥
的心態比起一切都重要：“要在澳
門大專賽奪冠，對於城大來說是很
大挑戰，我們每次都抱著翻越高牆
的心態應戰，由最初被對方大勝，
到逐漸收窄實力差距，最後越過高
牆取得參加CUBA資格，一切都是
由於每個球員都願意堅持及付
出。”

認真檢討不斷改進
首度踏足CUBA一級聯賽舞台，

吳啟峰首個感受是現場觀眾的聲浪
浩大、氣氛熾熱：“主場的氣氛十
分墟冚，基本上不用叫的是很難聽
到隊友說話，但這種氣氛卻使人無
比興奮，對賽上我們面對了許多強
勁的對手，包括曾贏得CUBA冠軍
的華中科大，我們都全力以赴，打

出城大應有水準。”對於城大的發
揮，吳啟峰指球隊每場都在改進：
“知道每一場都是硬仗，所以我們
每一球都非常集中，與所有對手都
試過在比分上糾纏。比賽過後，我
們每晚都會進行檢討及賽前部署，
對每位球員和戰術都要做分析，最
終每場都打出理想效果。”

拼搏表現獲得尊重

在對陣湖北工大的賽事，城大劣
勢中展開一浪接一浪的反擊，得到
球迷關注，吳啟峰坦言每場都是抱
持“挑戰的心”去應對：“我們本
著挑戰的心，一直不放棄，每次比
分拉開，我們就在奮力進球一直堅
持下去，每次暫停或射罰球時，都
會檢討自己哪裏打得不好，盡量在
場上調整過來，賽後也得到對方的
尊重。”

這趟夢幻般的CUBA之旅，對每
個城大球員都是深刻難忘，對於就
讀大四的吳啟峰來說更是體會尤
深，他希望澳門球員能在更多的比
賽經歷中不斷力求進步：“參加
CUBA一級聯賽，對澳門球員挑戰
極大，也能學習內地籃球的氛圍及
態度，我們雖然身體條件較矮小，
但也能發揮所長，有能力與內地高
校一拼！”

吳榮鵬過去一直是城市大學籃球隊的領軍人
物，見證著球隊從軍心散漫到後來一步一腳印
成為本地大學賽事的爭標分子，在大專籃球賽
以師兄身份帶領城大在決賽擊敗科大贏得冠軍
後，吳榮鵬正式掛起城大球衣，功成身退。數
年間的大學球隊生活，他都在城大籃球隊的大
家庭中成長，藉著相互分享及提升不斷學習，
儘管已無法再以球員身份參賽，但他仍願意會
回到這個大家庭訓練，為學弟們帶來指導。

見證球隊蛻變
城大籃球隊為吳榮鵬帶來滿滿回憶，回想起

當初入隊時球隊就像一盤散沙，到後來教練梁
偉業加入，靠著每個人的努力把氣氛建立起
來，變成一個大家都喜歡在當中成長的大家
庭：“城大籃球球對我來說是個來自五湖四海
的家庭，每個人都帶著不同故事來到這裏，願
意分享自己、提升自己，不斷去學習。經過大
家的付出，球隊風氣、投入度、球技都在進
步。”

有高興有遺憾
在大專賽賽制下，吳榮鵬與同期李浩輝、黎

俊豪等員亦得以再次披甲，為球隊贏得首座冠

軍，爭取到參戰CUBA的資格，對此，吳榮鵬
相當感觸：“雖然已經畢業，但很幸運能幫助
球隊拿下首個冠軍，也算給自己和學校一個交
待，遺憾的是未能與隊友一同踏足CUBA一級
聯賽的地板，感覺有點複雜，很開心贏得冠
軍，但又很可惜無法再為城大參賽。”

盼師弟珍惜機會
城大在這個復活節檔期赴湖南出戰CUBA賽

事，吳榮鵬一直密切留意隊友的賽事，期望他
們把參戰CUBA的經驗帶回澳門，從高水平的
對賽中學習及認清自身不足，回澳後進一步提
升實力。對於一眾正在奮鬥的學弟們，身為師
兄的吳榮鵬不忘送上寄語，期望他們珍惜每個
機會：“敢於挑戰，珍惜時光！這是我想跟他
們說的話，未來有機會也會回城大籃球隊與他
們一起訓練，給予指導。”

吳榮鵬送上師兄祝福

吳榮鵬見證著城大籃球隊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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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峰抱持挑戰的心應戰每場賽事 (CUBA官方照片)

城大球員在CUBA賽事保持熱血 (CUBA官方照片)

城大對陣湖北工大的賽事受到關注 (CUBA官方照片)
城大教練梁偉業與吳榮鵬、李浩輝及黎俊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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