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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第五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三) 

地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間 : 晚上七時 

出席 : 陸偉洪、王志和、梁賀棠、羅浩然、林慧芳、鄧國強、胡迪華、趙郁林、冼鷹揚、

何永昌 

致歉 : 胡文泰、李康民 

列席 : 麥家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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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亞運會傳統艇項目，就較早前港協奧委會否決本會的代表權，本會要求港協奧委會重新檢

視及跟進，已於 6月 13日連同龍舟總監代表本會與港協奧委會代表及進行首次會見，提出重新

檢視的理據。 

  [會後補充：雖然本會努力爭取，港協奧委會遴選委會員最後仍決定龍協為是次亞運代表。] 

 

 

2.2 由於是次亞運會的獨木舟水球賽為示範項目，所以未能獲當地亞組委贊助，所有參加者須自付

所有費用。 

 

3.   財政報告 

3.1  沒有報告 

 

4. 附屬委員會報告 

4.1  精英培訓委員會 

4.1.1 男子運動員張子衝和莫沅峰在歐洲地區賽事 K2組別獲得第三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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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男子運動員張子衝和莫沅峰獲選成為亞運代表。精英組會為其他未獲選運動員繼續爭取參賽資

格。此外，由於教練 Mr. Zoltan 未能擔任是次賽事工作人員，改由精英組總監羅浩然先生代表。 

  [會後補充：男子運動員郭嘉煒獲補選成為是次亞運代表。] 

 

4.1.3 精英組羅浩然先生及水球組何永昌博士已於2018年4月為兼職合約教練應徵者進行面試。經遴選

後，將委任下列合適人士擔任教練工作，預計7月1日生效。 

 (i) 賽艇(靜水)隊培訓隊教練:  陳淑芬女士、鄭家欣女士、鍾偉泰先生; 

 (ii) 獨木舟水球集訓隊及培訓隊教練: 江澤民先生、何賢藝女士; 和 

 (iii) 激流集訓隊及培訓隊教練: 關日威先生。 

 

4.2  訓練委員會 

4.2.1 因應最新海洋獨木舟證書課程，訓練組請各委員就課程名字提供意見。經討論後，各委員認為

「海洋獨木舟(逐浪艇)」用字會更適合，訓練組將跟進建議。 

 

4.2.2 訓練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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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會繼續保留雙

方證書互認機制。訓練組同時成立臨時獨木舟救生檢討委員會，就獨木舟救生訓練內容及考核

方式進行檢討工作。 

 

4.2.3 就加式獨木舟教練證書先導計劃，訓練組接獲查詢，建議未來在水上活動中心發展認可中心計

劃。訓練組會稍後就上述事宜再作匯報。 

 

4.2.4 二級獨木舟教練課程暫獲 28人參加者報名，將會 6月 30日在斬竹灣訓練中心進行技術測試。 

 

4.3  賽事委員會 

4.3.1 賽事組報告本會的快艇舷外機未能正常運作，與會者通過需盡快進行維修。 

 

4.3.2 賽事組報告將於 7月 8日在西貢斬竹灣舉行西貢長途賽，現就賽事安排繼續與海事處商討。 

   [會後補充：海事處已發出賽事許可，預計將如期進行。] 

 

4.3.3 有關 2018年 11月的亞洲盃賽事，賽事組報告已將發出邀請予亞洲地區的獨木舟隊伍。另外，

亞洲盃海洋獨木舟賽事計劃於 2018年 11 月 11 日舉行，而亞洲盃競速及馬拉松賽則計劃於 2018

年 11 月 23 至 25 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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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4.4.1 水球組將派隊參加 2018年亞運舉行的示範項目，預計男子及女子各一隊，已進行初步運動員遴

選工作。 

   

4.4.2   水球組因時間緊湊，取消原先計劃的賽前出外集訓。 

 

4.4.3 水球組視察大部分的出外比賽用器材已經不適用 ICF最新賽例的要求。水球組將會提交資料，

申請第二期的 2018/19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特別計劃。 

 

4.5  激流委員會 

4.5.1 激流組計劃在 7月至 8月間舉行「獨木舟隊激流青少年訓練營」，訓練營分為 6節訓練，主要

培訓獨木舟激流隊運動員。 

 

4.6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6.1 沒有報告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龍舟組於 2018年 7月 4至 8日將派出 40人參與雲南大理舉行的第五屆亞錦賽，期望有佳績。 

  

4.8  展能委員會 

4.8.1 沒有報告 

 

5.  其他事項 

5.1 義務秘書提醒新《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將於 7 月 16 日起實行。經指

明管制站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元(或等值)的現金類物品，須向海關人員

作出書面申報。而即將離開香港的人士，須在海關人員的要求下作出披露。希望各小組委員提

醒到港參賽的隊伍 

 

5.2 因應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主要基金)撥款資助特別計劃，本會「立划板地區

推廣計劃」其中一項物品供應商未能如期交貨或按時退回按金，有委員建議應就此事須作另外

懲處及委任追數公司追回欠款。 

 

5.3 體育幹事林嘉怡小姐將會 8 月離職，已就該空缺展開招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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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因應秘書處過往人手流失比率甚高，有委員建議應審視現時秘書處人手架構及財政資源運用，

如本會財政情況許可下，應加設自資人手，回應日益繁多的工作項目，與會者同意。 

 

5.5 政府承辦商將進行清理城門河道工作，是次清理工作有機會影響未來在城門河舉行的短途賽事

和運動員恆常訓練，秘書處已邀請精英組和賽事組一同出席政府代表會議。 

 [會後補充：本會代表與承辦商人員於 6 月 14 日進行會面，並要求承辦商於本會舉辦比賽期間不

能影響本會工作。另外，承辦商要求本會在工程期間移動浮橋位置，以便挖走河底淤泥。] 

  

5.6 本會獲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主要基金)撥款資助特別計劃，進行運動員培訓

及公眾推廣計劃，包括購買少年 K 艇、少年 C 艇、K 艇及 C 艇，以加強獨木舟發展。由於涉及

大金額採購，按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秘書處要求，本會須成立獨立投標委員會及遞交獨立核數

報告。現誠邀各委員加入是次審批委員會。 

 [會後補充：秘書處已邀請 5 名委員，包括副主席李康民先生、義務司庫胡文泰先生、義務秘書

王志和先生、總監梁賀棠先生、總監林慧芳小姐擔任獨立審批委員會成員。] 

 

5.7 秘書處收到很多教練、運動員和其他熱心人士對總會(i)目前海洋獨木舟器材及周邊配套、(ii)將

推行的國際海洋獨木舟教練先導計劃、(iii)海洋獨木舟證書訓練大綱、和(iv)目前海洋獨木舟賽

事參加者的資格要求(沒有清晰的指引給予主辧單位）的批評意見，稍後整理後將交予訓練委員

會和賽事委員會跟進。賽事組建議參照過去賽事形式，Surf ski 賽事暫可以初級競賽員證書作為

參賽資格，直至另行通告。 

  

5.8 義務秘書重申現時所有獲得政府撥款資助項目，負責該項目的附屬委員會應審慎考慮使用撥款，

相關開支必須根據獲批項目列出的指明用途，而支出款項亦不應超過核准項目預算上限。 

 

5.9 因應康文署就質量保證報告(QAS Report) 向本會提出跟進事項，與會者現委任總監梁賀棠先生、

義務司庫胡文泰先生，總監羅浩然先生負責為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委任教練事項進行跟進工作。 

 

5.10 場地管理小組查詢有關斬竹灣訓練中心進度，秘書處報告現時訓練中心按原定計劃進行基本翻

新，預計 2018 年 7 月中完工。與會者建議如有其他翻新計劃，歡迎另行提交計劃及預算。 

  

5.11 有委員查詢有關服務承辦商在提供服務期間能否擔當其他職務。與會者重申所有服務承辦商不

應在同一場地/活動擔任其他職務，避免雙重申報或構成不必要誤會。主席另外提醒各附屬小組

成員不應代表本會邀請他人擔當任何職務或提供服務，避免有不必要誤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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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偉能先生 BBS, MH,JP 會監 許偉光先生 義務秘書 王志和先生 精英培訓總監 羅浩然先生 

副會長 車偉恆先生 會監 何厚祥先生 BBS,MH 義務司庫 胡文泰先生 賽事總監 鄧國強先生 

  會監 吳亞明先生 展能總監 胡迪華先生 激流總監 冼鷹揚先生 

  法律顧問技 梁永鏗博士,JP李栢焜先生 獨木舟水球總監 何永昌先生 訓練總監 梁賀棠先生 

  醫務顧問 陳國基醫生     

  公關顧問 李安先生     

  技術顧問 楊秀華先生 

  技術顧問 雷雄德博士 

  技術顧問 李栢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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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因應需要，就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主要基金)撥款資助特別計劃購買快艇項

目，進行第三次招標。與會者現委任主席陸偉洪博士、義務司庫胡文泰先生、義務秘書王志和

先生、總監梁賀棠先生、總監林慧芳小姐為獨立審批委員會成員。 

 

5.13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主要基金)非建設工程計劃分別撥款斬竹灣訓練中心

購買獨木舟水球器材及沙田訓練中心購買加式獨木舟。由於其中一項申結果撥款額不足，本會

將放棄沙田訓練中心申請。 

 [會後補充：斬竹灣訓練中心已於 7 月獲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發還撥款，約 3 萬 3 千元。]  

 

5.14 主席報告國際獨木舟聯盟 ICF 及 World Rafting Federation (WRF)簽定協議，所有國際獨木舟聯盟

可加入 WRF 成為會員。經與會者討論後，認為暫不考慮加入 WRF。 

 

5.15 激流總監冼鷹揚先生報告是次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 Hong Kong)海洋保育計劃，已收

到 17 人報名，期望最終人數 30-40 人。 

 

5.16 在席委員一致感謝林嘉怡小姐過往數年為總會辛勤工作，並祝願她個人發展順利。 

 

 

 

會議完結時間 :  晚上九時三十分 

下次會議日期   :  七月十一日 

地點           ：  沙田訓練中心 

 

會議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              義務秘書：__________________ 

    (陸偉洪先生)           (王志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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