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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第六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  期 : 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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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泰、李康民、何永昌、林慧芳、焦偉祺、冼鷹揚 

 

致  歉 : 梁賀棠、胡迪華、羅浩然、趙郁林 

 

列  席 : 陳嘉麗 

1.     與會者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主席報告 

2.1 體育界歡送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陳亞瓊女士榮休晚宴，將於六月二十八日假九龍灣宏天廣

場舉行，會長陳偉能先生已訂購壹席予本會，希望各委員出席支持。 

 

3.   財政報告 

3.1  附上 5月 31日結算之總會財政報告及小組財政報告在會議供各小組委員審閱。2015-16的年度

報告仍由義務司庫胡文泰先生及秘書處陳嘉麗女士跟進中。另外 2016-17 的年度報告將於 6 月

尾前交予審計公司處理。 

 

4.  附屬委員會報告  

4.1  精英培訓委員會 

4.1.1   精英組將不派隊參加 9 月份在烏玆別克舉行的亞洲盃賽事，而主力派隊參加在湖北省鄂州市舉

行的 2016 年全國皮劃艇 U16 青少年錦標賽。 

 

4.1.2   精英組將派出 4位青少年運動員參加海外訓練。 

 

4.2  訓練委員會 

4.2.1  訓練組計畫將曾經任教或主考一級立划板先導教練班並持有本會三級教練證書資歷的教練，頒

授為三級立划板教練，有關教練需自費申請二級和三級立划板教練證書，頒授名單為梁賀棠、

李餘豐、王志和、胡文泰、張鏡江、何永昌、冼鷹揚、麥國源、陸偉洪及陳庭輝，與會者一致

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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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有關 2級運動通論的舉辦日期，主席陸偉洪博士將與雷雄德博士跟進。 

 [會後補註：2級運動通論日子已定為 9月 9, 12, 14, 19，21 及 26日。] 

 

4.2.4 活化舊制教練的確認安排事宜，細則將於短期內發出。 

 

4.3  賽事委員會 

4.3.1 西貢獨木舟長途賽 2016將於 7月 10日在西貢斬竹灣舉行。 

 

4.3.2 賽事組收到屬會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的來函，邀請協辦在 10月 1日舉行之 2016白沙灣獨

木舟繞標賽，與會者沒有反對。 

 

4.3.3 賽事組邀請各附屬委員會派員參予賽事委員會會議，相討未來賽事裁判安排。 

 

4.3.4 賽事組將在8月30日舉行裁判研討會。 

 

4.3.5 賽事組將在7月5、7、12及14日舉辦高級裁判班。 

 

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4.4.1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將出信鳴謝為本會設計獨木舟水球一、二段章的設計者。 

 

4.4.2 獨木舟水球裁判班將於 6月 27、28日晚上及 7月 2日舉行。 

 

4.5  激流委員會 

4.6.1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主要基金)特別計劃 2014-15 贊助購置訓練器材用作激流(靜水)獨木舟已

完成，浮台在本會對出海面上裝設後，會放置於接近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浮台的旁邊。 

 

4.6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6.1 發展組將繼續跟進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和海洋 13體藝中心的入會申請。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香港龍舟(傳統艇)錦標賽 2016將於 7月 17日在沙田訓練中心舉行，現正接受報名。 

 

4.8  展能委員會 

4.8.1   展能獨木舟訓練課程在正草擬中。課程目的為向展能人士提供進度性之訓練計劃。惟若能力許

可，本會亦鼓勵展能人士參與普及(非展能)之獨木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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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為推展展能獨木舟訓練計劃，本會將舉辦展能活動教練工作坊，對象為本會之註冊獨木舟或傳

統艇教練。所有負責帶領或教授展能獨木舟或傳統艇活動的人士，必須持有此資歷。預計於七

月中旬進行。 

 

4.8.3 展能委員會正與香港童軍總會在洽商開展展能獨木舟計劃。對方反應積極，並表示有意作長線

發展，開辦課程予特能童軍(主要為弱能人士)進度性之訓練。暫定於本月 28日作第一次正式會

議。 

 

4.8.4 展能委員會要求替展能副總監方文輝先生印製名片，以方便與外間團體洽商聯絡。 

 [會後補註: 秘書處已安排為展能副總監方文輝先生印製名片。] 

 

5.      2017 ICF OCEAN RACING WORLD CHAMPIONSHIPS cum ASIAN OCEAN RACING CHAMPIONSHIPS 

5.1 賽事籌備委員會已進行第二次會議，現將計劃向特區政府申請 M品牌活動(M Mark) 和本地舉行

的大型國際活動(MLIE) 的資助。另外，賽事籌備委員會成員將前往賽事終點的香港航海學校進

行實地視察。 

 

6. 其他事項 

6.1 為更方便本會處理教練車馬費的申請，秘書處已更新申請表 CF 2的樣式，希望各委員提供意見。 

[會後補註: CF-2 訓練及考核服務報告 (車馬費) -2016版已上載本會網頁。] 

 

6.2 為改善西貢斬竹灣訓練中心環境，較早前邀請清潔服務和滅蚊服務的招標程序已完成，服務合

約均給予價低者得的承辦商。另外，秘書處正跟進斬竹灣訓練中心的維修電制和驗窗的工作。 

 

6.3 秘書處已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野外鍛鍊中心商討，為在西貢斬竹灣訓練中心的活動參加

者提供浴室及膳食服務，收費為$50元，歡迎參加者自行與該中心聯絡。 

 

6.4 沙田訓練中心場地主管正籌備維修訓練中心設施和清拆荒廢水池事宜。至於沙田訓練中心的浮

橋維修及清理蠔殼事宜，與會者通過並交秘書處跟進。 

 

6.5 由於沙田訓練中心場地清潔服務的承辦商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將計劃重新招標。 

 

6.6  因應有教練在教練言討會提出建議， 希望能把每項賽事最佳成績上載本會網頁，由於比賽成績

會受天氣和風浪影響， 而 ICF暫時亦沒有此資料庫提供,秘書處正研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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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秘書處早前成功向康文署申請資助，以開設臨時合約和兼職職位，將聘請一名一年合約制的活

動助理和兩名兼職活動助理。此外，本會將提供車馬費予一名實習生，在暑假實淺和體驗工作

的機會。 

 

6.9 義務秘書王志和先生提醒各委員，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特別計劃的第二批

申請截止日期為 7月 31日。 

 

 

 

會議完結時間 :  晚上八時十五分 

下次會議日期   :  七月十三日 

地點           ：  沙田訓練中心 

 

 

                                   

執委會主席：                                義務秘書： 

      ─────────                ───────── 

      (陸偉洪先生)                               (王志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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