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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第四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期 : 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 (星期三) 

地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間 : 晚上七時 

出席 : 趙郁林、李康民、王志和、胡文泰、鄧國強、冼鷹揚、林慧芳 

致歉 : 陸偉洪、梁賀棠、羅浩然、何永昌、胡迪華 

列席 : 麥家鋒 

 

1.  上次會議紀錄 

1.1  與會者對李康民為是次會議主席無異議，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主席報告 

2.1  現就有關亞運會傳統艇的代表權事宜，繼續向港協奧委會跟進。 

2.2  有關啟德臨時用地申請事宜，與會者一致同意初步提交申請以短期形式使用空置的政府土地作

社區、團體或非牟利用途。李康民先生會提交申請書和繼續跟進上述事宜。 

 

3.   財政報告 

3.1  義務司庫報告目前財政狀態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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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報告 

 

4.2  訓練委員會 

4.2.1 訓練組籌備舉辦 2018年二級獨木舟教練訓練課程。 

4.2.2 訓練組將安排購買 20 枝訓練槳事宜。 

4.2.3 訓練組將於 2018年 5月 18日與香港拯溺總會代表商討獨木舟救生證書事宜。 

   

4.3  賽事委員會 

4.3.1 賽事組查詢有關 2018 年 8 月半環島賽場地安排事宜，與會者重申各小組須安排人手負責小組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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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補充：賽事起點香港銅鑼灣遊艇會已回信本會確認可借用，有關終點香港赤柱航海學校使

用許可尚待負責人回覆。 

4.3.2 賽事組建議更換沙田石門訓練中心的浮橋螺絲配件。 

 [會後補充：秘書處已向浮橋的台灣生產商訂購配件，並已於 2018 年 5 年 24 日送達沙田石門訓

練中心。] 

4.3.3 有關亞洲盃海洋獨木舟賽事，副主席報告將改於 2018年 11 月 11 日假西貢清水灣舉行，以配合

場地安排。亞洲盃競速及馬拉松賽將會按原定日子，即 2018 年 11 月 23 至 24 日及 25 日在沙田

石門訓練中心進行。 

 

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4.4.1 水球組將派出男子及女子各一隊，參加 2018年亞運舉行的獨木舟水球示範項目。 

4.4.2   水球組已安排進行 2018年亞運會的運動員遴選工作。 

4.4.3   水球組考慮在亞運會比賽前出外集訓，詳情稍後公布。 

4.4.4 水球組視察大部分的訓練用器材後，發現已不符合 ICF 2018 獨木舟水球賽事規則的最新要求。

水球組將會向戴麟趾爵士康樂基金（主要基金），申請 2018/19 年度第二期的特別計劃更換器

材。 

 

4.5  激流委員會 

4.5.1 激流組已安排兩日進行運動員選拔，共有 8人參與。稍後會再舉行運動員選拔日，日期待定。 

 

4.6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6.1 香港銳達聯會有限公司及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於 2016/17及 2017/18並沒有提交續會申請。

發展組建議按程序撤銷上述屬會會籍。若有關屬會日後再提交續會申請，須按規定重新申請入

會成為觀察會員。與會者一致通過。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龍舟組於 2018年 5月派隊出席台灣舉行的亞錦賽，獲得男子 200米及 500米第八名佳績。 

4.7.2 龍舟組已進行 2日運動員選拔， 新增 19人成為運動員。 

 

4.8  展能委員會 

4.8.1 沒有報告 

 

5.  其他事項 

5.1 副主席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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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

貢海下舉行的海洋保育計劃，預計名額 30-40 人，參加者費用暫時全免。激流總監冼鷹揚先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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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統籌及報名工作，賽事組總監鄧國強先生則負責聯絡康文署水上活動中心借用艇隻事宜。 

 [會後補充：康文署水上活動中心原則上同意借用場地，但未能提供艇隻予本會。] 

5.2 副主席報告有關亞洲獨木舟聯會(ACC) ，分別於 9 月在中國青島和 11 月在泰國舉辦兩個分站的

亞洲盃海洋獨木舟賽事，副主席誠邀精英組派隊參加。 

5.3  因應沙田石門訓練中心多次發出失竊事件，與會者重申各場地使用者須小心保管個人財物。 

 

 

會議完結時間 :  晚上八時十分 

下次會議日期   :  六月十三日 

地點           ：  沙田訓練中心 

 

代會議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              義務秘書：__________________ 

          (李康民先生)           (王志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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