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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第八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期 : 二零一八年九月五日 (星期三) 

地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間 : 晚上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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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郁林 

致歉 : 何永昌、胡迪華 

列席 : 麥家鋒、李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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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報告是次 亞運本會有本會代表參加「獨木舟競速」項目賽事，此外亦派出代表參與「獨木

舟水球」示範項目賽事，期望未來有更多獨木舟項目納入亞運正式項目。 

 

2.2 主席連同本會參加亞運會的代表獲邀出席 2018 年 9 月 17 日下午 6 時，在北角港島海逸君綽酒

店舉行的「Welcome Home Reception」(歡迎會)。 

 

2.3 副主席報告，感謝陸主席於亞洲獨木舟聯會(ACC)爭取龍舟(傳統艇)成為是次亞運項目之一，並

首次由亞洲獨木舟聯會(ACC)及亞洲龍舟聯合會(ADBF)一同合作，推廣龍舟(傳統艇)運動，期望

未來兩者將來有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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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活動必須按預算案的計劃支出不得超支。 

3.2 義務司庫與秘書處職員繼續跟進 2017-18年度的財政報告，以符合康文署入帳要求。 

 

4. 附屬委員會報告 

4.1  精英培訓委員會 

4.1.1 精英組報告是次亞運成績， 本會代表在 K1-200米及 K2-1000米賽事各得第十名。 

4.1.2  精英組將舉行資助青少年體育交流計劃 - 23歲或以下海外獨木舟交流訓練營順利完成。 

4.1.3 精英組報告是次亞運的海外運輸公司安排較預期差，有機會影響運送艇隻回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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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精英組將派運動員出席中國東莞舉行全青賽 U16分站賽事，日期為 9月 28至 30日。另外，有

一獨木舟賽事於十月一日舉行，精英組將派運動員出席，詳情稍後匯佈。 

4.1.5 精英組將 9月再舉行公開招聘兼職教練職位。 

 

4.2  訓練委員會 

4.2.1 2018年度二級獨木舟教練訓練班已順利舉行。 

4.2.2 訓練組完成調查多宗關於教練行為及操守的投訴，發現投訴屬實，現建議就相關事宜向各註冊

教練發出通告，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4.2.3 有委員查詢近日訓練班發生多宗意外/突發事件，訓練組會詳細研究個案，並考慮可改善空間。 

4.2.4 訓練組就獨木舟救生課程進行全面檢討工作，希望下月提交建議初稿。 

4.2.5 訓練組將於 11月舉行二級運動通論課程，另訓練組就三級運動通論課程仍在策劃階段。 

 

4.3  賽事委員會 

4.3.1 全港獨木舟馬拉松半環島賽於 8月 26日順利舉行。 

4.3.2 賽事組過往收到不同團體要求協助舉行獨木舟賽事，與會者建議賽事組應考慮多點協助不同團

體舉行獨木舟賽事，增加本地裁判培訓機會。賽事組會詳細考慮意見。 

4.3.3 賽事組將推薦 1名本地裁判參加 9月份於國內舉行的國際裁判考試。 

4.3.4 校際獨木舟比賽將於 10月 6、7日舉行在城門河舉行。 

4.3.5 賽事組將舉行海洋獨木舟裁判工作坊，培訓本地海洋獨木舟裁判，並會編寫相關裁判大綱內容，

工作坊暫定 9月 27日舉行。 

4.3.6 賽事組委任楊樹豪先生為副總監，原川山先生及廖志堅先生為委任委員。 

 

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4.4.1 水球組建議來年（2019-20）康文署資助的初級獨木舟水球訓練班由一、二段章取代，與會者經

討論後，建議水球組應先自行推廣段章計劃，經適時檢視成效後才推行建議。 

4.4.2 亞運示範賽完満結束，運動員表現滿意，女子組比去年在馬來西亞的亞錦賽有顕著進步。 

4.4.3 水球組擬定在本年第四季開始籌組水球公開聯賽，詳情稍後公布。 

 

4.5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5.1 發展組已派代表到彩虹體育會的場地進行視察，活動地點為西貢清水灣及深水灣。 

4.5.2 發展組就與會者建議將制定「認可場地/認可單位」相關指引，在現有屬會下的場地/單位直接

舉行本會認可活動/課程。 

4.5.3 發展組收到有屬會有興趣參加康文署社區體育會計劃，稍後匯報進度。 

 

 

http://www.hkcucanoe.com.hk/
mailto:info@hkcucanoe.com.hk/
mailto:info@hkcucanoe.com.hk/


香 港 獨 木 舟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THE HONG KONG CANOE UNION LTD 

Affiliated to :  International Canoe Federation  Asian Canoe Confederation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名譽贊助人 霍震霆先生 GBS,JP 會監 曾國衞先生,IDSM 主席 陸偉洪博士 MH 龍舟(傳統艇)總監 趙郁林先生 

永遠名譽會長 王華生先生 會監 張達賢先生 副主席 李康民先生 PMSM 發展及推廣總監 林慧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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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銅鑼灣掃杆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14室 Room 2014, Olympic House, No. 1 Stadium Path, So Kon Po, CausewayBay,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 www.hkcucanoe.com.hk電郵 E-mail : info@hkcucanoe.com.hk/hkcu@hkolympic.org電話 Tel : (852) 2504 8186    傳真 Fax : (852) 2838 9037 

 

4.6 展能委員會 

4.6.1 沒有報告。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龍舟組因財政原因，未能派隊出席 9月於美國舉行的世錦賽。 

 

4.8  激流委員會 

4.8.1 激流組將舉行推廣計劃，計劃對象為學校參加者，培訓激流初學者，詳情稍後公布。 

4.8.2 激流組將舉行激流運動員招募，詳情稍後公布。。 

4.8.3 激流組將與賽事組舉行初級激流(靜水)裁判班，配合 2019年 1月賽事，詳情稍後公布。 

 

5  其他事項 

5.1  2018-19年亞洲盃賽事系列 

5.1.1 海洋獨木舟邀請賽將於 2018 年 11 月 8至 11 日於清水灣至赤柱舉行，暫時海外報名人數 8

個，為鼓勵本地參加者，委員建議可開放本地屬會名額。獨木舟邀請賽及馬拉松賽將於 2018 年 

11 月 23 至 11 月 25 日在香港沙田城門河舉行，酒店住宿為沙田區酒店。 

 

5.2  投標小組為 2016/2017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項目《護航快艇》進行開標程序。 

 

5.3  因應有承辦商無法如期提交貨品，委員現建議委任胡文泰先生代表本會以小額錢債方式追討承

辦商欠款。 

 

5.4  另外，秘書處將有兩名新行政助理於 9月中到任。 

 

5.5  沙田場地管理小組因應水球組改為西貢進行恆常訓練，會考慮現時各貨櫃實際現況，進行重新

調配，稍後匯報。 

 

會議完結時間 :  晚上九時三十分 

下次會議日期   :  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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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