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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主辦 香港獨木舟總會  協辦 

 
1. 目的 (a) 發揚外展精神 

(b) 推廣獨木舟運動;及 

(c) 激發參加者勵志信念與潛能。 

2. 日期及時間 2019年10月20日（星期日）上午8時45分至下午5時 

3. 地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 

4. 參賽資格 (a) 參賽者必須持有由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的中級或中金出席証書以上程度的

證書。 

(b) 凡使用有舵艇賽，必須持有初級競賽員證書或以上資歷 

(c) 凡參加海洋獨木舟組，必須持有初級競賽員證書或以上資歷或初級海洋獨木

舟證書或以上資歷。 

(d) 本賽事不接受“Sit-on-top”參賽。 

5. 參加項目  

21 公里長途賽 

單人無舵艇組 初級組 資深組 高級組 單人海洋獨木舟 

[01] 男子少年 [06] 男子少年單人 [13] 男子單人 [15] 男子單人 [20] 男子 

[02] 女子少年 [07] 女子少年單人 [14] 女子單人 [16] 男子雙人 [21] 女子 

[03] 男子 [08] 男子單人  [17] 女子單人  

[04] 女子 [09] 男子雙人  [18] 女子雙人  

[05] 大會艇組 [10] 女子單人  [19] 男女混雙  

    (不限性別) [11] 女子雙人    

 [12] 男女混雙    

 

6. 報到時間 在比賽當日上午8時45分開始報到，上午9時至10時接受個人裝備及艇隻檢查。 

7. 出發時間 上午10時30分 

8. 報名費用 (a) 單人艇 $60 

(b) 雙人艇 $80 

(c) 海洋獨木舟 $60 

(d) 租用大會單人艇 (大會艇組) $180 

9. 獎品 (a) 每項賽事均設冠、亞、季軍。 

(b) 得到總分最高之團體將獲得全場總冠軍獎，計分方法如下: 

 

參賽艇隻數目： 3-4  5-6  7 或以上  

得分位置： 冠、亞軍 冠、亞、季軍 首五名  

分數： 冠軍 –6 分 亞軍 - 4 分 季軍 - 3 分 第四名 - 2 分 第五名 - 1 分 

  備註： 

(a) 如某項賽事報名艇隻少於三隻，則該項賽事將會被取消。 

(b) 若大會艇組報名人數超過大會訂定的名額，艇隻分配將以先到先得形式決

定。 

(c) 在同分情況下，以獲得較多高名次之團體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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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報名表格 如欲索取報名表格及比賽規則，請電郵至 thcr@obaahk.org 或由本會網頁 

http://www.obaahk.org 下載 

11. 截止日期 2019年10月2日（星期三），逾期恕不受理。 

12. 查詢 電郵: thcr@obaahk.org 

13. 領隊會議 領隊會議定於2019年10月9日（星期三）下午7時30分在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

球場徑 1號奧運大樓舉行，各領隊及個人賽員請撥冗出席。 

14. 路線圖 21公里長途 

由大美督出發，途經泥涌、荔枝莊、老虎笏，然後返回大美督。 

[路線: A -> B -> C -> D -> A] 

 

 

 

mailto:thcr@obaahk.org
http://www.obaahk.org/
mailto:thcr@obaa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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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及安全指引 
 

1.  賽員在比賽當日年齡必須滿14歲，未滿18歲者必須由 家長或合法監護人在報名表格上簽署同

意)。 

2.  賽員必須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的中初級證書或以上程度。 

3.  於比賽中使用有舵艇隻者，必須持有初級競賽員證書或以上資歷。凡參加海洋獨木舟組，必須持

有初級競賽員證書或以上資歷或初級海洋獨木舟證書或以上資歷，並於報名時將有關資格證明副

本一併呈交。於比賽當日使用有舵艇而沒有在報名時提出者，將一概禁止參賽。 

4.  (a) 參加初級組所有賽員必須未曾在2016- 2019年－ 

 (i)全港獨木舟馬拉松半環島賽、亞洲盃-獨木舟馬拉松(香港)、吐露港獨木舟大賽及西貢獨木

舟長途賽中獲得冠、亞或季軍，不論獲得此等名次的參賽項目屬單人或雙人；或 

 (ii) 代表香港出賽任何國際或國家獨木舟賽事。 

(b) 參加少年組的賽員，在比賽當日不得超過18歲。 

(c) 參加資深組的賽員，在比賽當日必須超過40歲。 

5.  賽員必須在穿上衣服的情況下，能游畢50米。 

6.  大會艇組(21公里組)必須使用由大會供應及指定的艇隻、槳及救生衣。 

其他組別，賽員須自備所有裝備。 

7.  所有賽員在比賽進行期間，必須穿著及攜帶下列裝備: 

(a) 標準救生衣或助浮衣； 

(b) 包腳跟腳趾運動鞋，拖鞋及涼鞋均不符合標準；及 

(c) 哨子。 

8.  出賽前，賽員之所有裝備必須接受本會檢查及格， 並由大會檢查員貼上指定之標籤，方能出

賽，否則比賽資格將被取消及沒有成績。 

9.  若比賽當日早上7時天文台懸掛3號或以上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當日賽事即取消；如天

氣惡劣，賽事大會保留權利取消任何比賽項目或修改路線。 

10.  賽員在下列情況下，比賽資格將被取消及不擭提供比賽時間: 

(a) 不遵大會賽事守則； 

(b) 在比賽進行中，沒有向檢查站工作人員報到； 

(c) 在比賽進行中，除去救生衣或助浮衣著； 

(d) 沒有依照指定比賽路線完成賽事；及 

(e) 賽員沒有在規定時間前，到達下列檢查站: 

  大美督(起點檢查站) 10:30 

  泥涌(檢查站) 11:30 

  荔枝莊(檢查站) 12:30 

  老虎笏(檢查站) 13:30 

  大美督(終點檢查站) 14:30 

(f) 如賽事工作人員認為任何賽員因體力問題可能不能完成賽事，或繼續比賽會影響個人或其

他人士之安全，或使整個賽事受阻延，可立即終止該賽員比賽，並可著令該賽員登上護航

船隻。 

(g) 賽事大會保留權利否決任何參賽人員的參賽資格。 

(h) 比賽當日，賽員必須分別於賽前及賽後，親身到「賽員報到處」簽署。 

11.  賽事大會保留最終取消任何比賽項目或修改路線、或取消任何賽員參加本賽事的權利。 

12.  賽員有權抗議及上訴，所有抗議及上訴必須以書面作實，連同港幣伍佰元，呈交予賽事上訴委員

會。若抗議或上訴得直，該款項可獲發還。上訴委員會之裁決為最終判決。 

13.  以上各項只屬簡介，各項賽事守則將以國際賽例為準。 

14.  賽員必須保持大會場地及海面清潔，切勿亂拋垃圾。 

15.  本賽事之賽例如有更改，將在賽前領隊會議上公佈及確定。 

16.  大會將保留解釋及修改以上條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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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OBAA) 

 第46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9) 
   個人報名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為殘疾人士需要協助者，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遇意外請通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 關係: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參加項目（請選擇一項 ） 

21 公里長途賽 

單人無舵艇組 初級組 資深組 高級組 單人海洋獨木舟 

[01] 男子少年   [06] 男子少年單人   [13] 男子單人   [15]  男子單人   [20]  男子   

[02] 女子少年   [07] 女子少年單人   [14] 女子單人   [16]  男子雙人   [21]  女子   

[03] 男子       [08] 男子單人        [17]  女子單人    

[04] 女子       [09] 男子雙人        [18]  女子雙人    

[05] 大會艇組   [10] 女子單人        [19]  男女混雙    

    (不限性別) [11] 女子雙人          

 [12] 男女混雙          

 只適用於[06]－[19]項目 

出賽艇隻類型             有舵         無舵 

注意：凡於比賽中使用有舵艇隻者，必須持有初級競賽賽員或以

上証書。 

 

 隊員姓名 (只適用於雙人賽組別):  

 報雙人艇比賽，請填寫另一賽員姓名 (兩位賽員的報名表，各自

參賽資歷副本，及報名費入數紙副本，請一同遞交) 

 

 
報名費用：  只選一項 

單人艇 @$60  

雙人艇(每隊報名費) @$80  

單人海洋獨木舟 @$60  

租用大會單人艇 (大會艇組) @$180  

 總費用$  

 

獨木舟賽員資格： 證書編號及年份 

 
初級競賽員證書 海洋獨木舟證書 

獨木舟中級証書 /  

是否已完成獨木舟中級金章課程 
    
 

報名方法： 

1. 此報名表格共兩頁，必需經電郵提交。 

2. 報名費請存入OBAA Ltd. HSBC no. 083-253864-001。除大會特別安排外，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3. 請將報名表，連同証書副本、銀行入數紙、隊員表格及有關文件 (如参加雙人艇組別 )，寄往

<thcr@obaahk.org>。 

4. 截止日期：2019年10月2日（星期三），逾期恕不受理。 

mailto:thcr@obaa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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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18歲或以上參加者填寫)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主辦機構及其工作

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作賽，並清楚了解是次賽事之危險性，並明確接受一切可能因賽事而引

致之後果及責任。本人授權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有限公司索取有關本人參加是項比賽所需

的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我健康良好，沒有已知或懷疑的

疾病，持有章程列出的參賽資格，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合乎參賽資格，適合參加所報名之

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本人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是項活動時

傷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 

 

家長/合法監護人同意聲明：(18歲或以下參加者適用)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 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的家長/監護人，現同意

他／她參加上述比賽。本人及他／她均同意遵守本賽事的規例及安全守則，及依從主辦機構及

其工作人員所給予的一切指示作賽，亦同意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索取有關他/她參加是項比

賽的所需資料，並授權有關機構或組織提供此等資料。本人並聲明他／她健康良好，沒有已知

或懷疑的疾病，持有章程列出的參賽資格，熟諳泳術(最少能游50米)，合乎參賽資格，適合參加

所報名之活動。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他／她的疏忽、技術不足、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

這項活動時傷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織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家長/合法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 

 

備註： (1)  填妥此表格前請細閱比賽規則及安全指引。 

(2) 本會建議賽員為是項賽事另外購買所需保險。 

(3) 如有需要，大會有權要求任何賽員出示健康證明及賽事意外保險證明。 

 

注意：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賽事之報名、日後聯絡、意見調查及郵寄宣傳活動資料之用。在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查詢或更改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賽事籌委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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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B (I)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OBAA) 

  第 46 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9) 
      團體報名表  

 

團體名稱：  

團體地址：  

團體代表姓名  

代表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報名費用：  數量 款項 

單人艇 @$60   

雙人艇(每隊報名費) @$80   

單人海洋獨木舟 @$60   

租用大會單人艇 (大會艇組) @$180   

  總費用$  

 

報名方法： 

1. 此報名表格共三頁，必須經電郵提交。 

2. 報名費請存入OBAA Ltd. HSBC no. 083-253864-001。除大會特別安排外，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3. 請將報名表，連同銀行入數紙，寄往<thcr@obaahk.org>。 

4. 截止日期：2019年10月2日（星期三），逾期恕不受理。 

 

 

聲明： 

本人謹代表   (團體名稱)，同意本會賽員參加

是次賽事，並清楚了解是次賽事之危險性，明確地接受一切可能因賽事而引致的危險。本人並代

表本會作出聲明，本會所有賽員均身體健康、並無任何疾病、有足夠體能和持有章程列出的參賽

資格、熟諳泳術(最少能游 50 米)，適合參加所申報之活動，並明白及同意如果本會賽員因個人的

疏忽、技術問題或體能欠佳而導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或其協辦組

織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團體蓋印 

團體代表簽署：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附註 : 

(1)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賽事之報名、日後聯絡、意見調查及郵寄宣傳活動資料之用。在遞交

申請表後，如欲查詢或更改你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賽事籌委會聯絡。 

(2) 建議參賽者另外購買保險。 

(3) 所有經團體名義報名的賽員會獲豁免遞交所需證書副本，唯該團體則須確保其所有報名參賽

人員具備所需資格並真確無誤及有能力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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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B (II) 

第 46 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9) 
 

參賽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項目 

21 公里長途賽 

單人無舵艇組 初級組 資深組 高級組 單人海洋獨木舟 

[01] 男子少年 [06] 男子少年單人 [13] 男子單人 [15] 男子單人 [20] 男子 

[02] 女子少年 [07] 女子少年單人 [14] 女子單人 [16] 男子雙人 [21] 女子 

[03] 男子 [08] 男子單人  [17] 女子單人  

[04] 女子 [09] 男子雙人  [18] 女子雙人  

[05] 大會艇組 [10] 女子單人  [19] 男女混雙  

    (不限性別) [11] 女子雙人    

 [12] 男女混雙    

 只適用於[06]－[19]項目 

出賽艇隻類型             有舵         無舵 

注意：凡於比賽中使用有舵艇隻者，必須持有初級競賽賽員或以

上証書。使用有舵艇參賽，必須在緊貼姓名的右邊以(K)註明。 

 

 

 
 21 公里單人組別 

 賽員姓名 項目編號 [01-21] 賽員姓名 項目編號 [01-21] 

例子 陳大文 03 劉水退 (有舵) 15 

     

     

     

     

     

     

     

     

     

     

     

 

 
 21 公里雙人組別 

 賽員姓名 項目編號 [06-21] 賽員姓名 項目編號 [06-21] 

例子 張小明 (男雙) 09 黎大浪 (男雙) 09 

     

     

     

     

     

     

     

     

     

     

     

 
如此報名表格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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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B (III) 

第 46 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9) 
 

參賽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雖然所有經團體名義報名的賽員可獲豁免遞交所需證書副本，唯有關團體必須填寫本表格

以供審核。如此表格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加頁。 

 

 

賽員姓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獨木舟證書編號 

 

初級競賽

員證書 
海洋獨木舟證書 

獨木舟中級証書 /  

是否已完成獨木舟中

級金章課程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