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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第三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三) 

地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間 : 晚上七時 

出席 : 陸偉洪、趙郁林、李康民、王志和、胡文泰、羅浩然、鄧國強、冼鷹揚、梁賀棠、

何永昌、林慧芳、胡迪華 

列席 : 林嘉怡 

 

1.  上次會議紀錄 

1.1  與會者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主席報告 

2.1  陳偉能會長將於下星期再向港協奧委會跟進有關亞運會傳統艇的代表權事宜。 

2.2  利益申報書的更新版已經在稍早傳閱，與會者一致通過。 

 

3.   財政報告 

3.1  義務司庫報告目前財政狀態仍算良好。但由於 2017/18年度有幾個大型活動舉行，涉及龐大開

支項目，對本會流動現金帶來壓力。義務司庫建議各委員須審慎考慮大金額採購事宜，與會者

一致答允跟進。 

 

4.  附屬委員會報告 

4.1  精英培訓委員會 

4.1.1   運動員莫沅峰、張子衝及郭嘉煒繼續獲得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訓練資助，以資助他們 

參加 2018 年至 2019 年度的訓練及比賽，並每月提供財政資助予個別運動員。 

 

4.1.2 運動員蔡亦伸則獲得香港體育學院的體育訓練資助(SAG) 。另外，運動員羅明瑜的申請未被接

納，精英組已為此事提出上訴。 

 

4.1.3 女子運動員崔婉珊和羅明瑜將於 2018 年 5 月份參加 2018 Budapest-Szeged-Duisburg 的 ICF 

Sprint Development Programme。 

 

4.1.4 精英組收到一名人士查詢有關他/她可否代表香港參加亞運事宜，因本會有既定的運動員培訓及

選拔程序，亞運代表必須按章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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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訓練委員會 

4.2.1   訓練組將邀請會長及副會長出席 2018教練研討會。 

 

4.2.2 訓練組將檢討獨木舟救生訓練大綱、考核和其它相關事宜，並於 5月下旬與香港拯溺總會商討。 

 

4.2.3 訓練組將積極跟進海洋獨木舟(Surf-Ski)課程發展計劃。 

 

4.3  賽事委員會 

4.3.1 賽事組於 2018 年 3 月 18 日已順利完成第 31 屆全港獨木舟定向錦標賽。 

 

4.3.2 賽事組建議購入 20 枝訓練槳，與會者同意，但需先取報價交秘書處跟進。 

 

4.3.3 賽事組建議更換浮橋螺絲，秘書處將跟進報價事宜。 

 [會後補註: 秘書處已聯絡現有浮橋的生產商索取報價，進行採購程序。] 

 

4.3.4 賽事組委任楊樹豪先生為小組副總監；廖志堅先生為小組秘書；原川山先生、陳廣照先生，吳

計諱先生及丁麗英女士為小組委員。 

 

4.3.5 有關亞洲盃海洋獨木舟賽事，副主席建議於 2018年 11 月 9 日舉行，並希望連同亞洲盃競速及

馬拉松賽事在同一段期間舉行，唯需與其他城門河場地使用者協商後方可落實。 

 [會後補註：2018 年 11 月 11 日將有其他賽事於城門河舉行，因此、亞洲盃競速及馬拉松賽未能

於 11 月 9 日的隨後兩天舉行] 

 

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4.4.1 水球組將跟進少年獨木舟水球訓練計劃。 

 

4.4.2 日後獨木舟水球比賽的器材搬運和處理，將列為水球組集訓隊/培訓隊教練及隊員的活動。 

 

4.4.3 水球組已完成 4月份舉行的 2018-19年度獨木舟水球運動員公開招募和選拔。 

 

4.4.4 水球組發現早前新購置的龍門器材有損壞，將聯絡供應商檢查和處理。 

 

4.5  激流委員會 

4.5.1 激流組將於 2018年 4月 29日及 5月 6日舉行 2018-19年度獨木舟激流運動員公開招募和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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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6.1 兩個觀察屬會(珊瑚體育及康樂會及海岸體育會)即將完成 5 年的觀察期，並符合所需要求和資

格可申請晉升成為正式屬會會員，獲會議通過。 

 

4.6.2 2018年 5月 1日在淺水灣舉行的香港水上安全日，水球組將安排義工負責擺設展覽攤位。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龍舟(傳統艇)組將派出男子隊參加 2018年 5 月 6-9 日在台灣舉行的 2018 亞洲錦標賽。 

  [會後補註: 接到中國皮划艇協會通告，第 5 屆亞洲龍舟錦標賽函將於 2018 年 7 月 4-8 日在雲南

大理舉行。] 

 

4.7.2 龍舟(傳統艇)組將於 2018 年 4 月 28,29 日舉行 2018-19年度龍舟(傳統艇)運動員公開招募和選

拔。 

 

4.8  展能委員會 

4.8.1 沒有報告事項。 

 

5.  其他事項 

5.1 義務秘書委任楊思恆先生及胡伯章先生為小組委員。 

 

5.2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 Hong Kong)邀請本會參與 2018 年 7 月 14 日，在海下舉行的海

洋保育計劃。激流總監冼鷹揚先生將負責統籌工作。 

 

5.3 為加強保安措施，沙田場地管理小組建議沙田石門訓練中心應長期上鎖，避免小偷有機可乘，

與會者一致同意。 

 

會議完結時間 :  晚上九時 

下次會議日期   :  五月九日 

地點           ：  沙田訓練中心 

 

會議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              義務秘書：__________________ 

      (陸偉洪博士)           (王志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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