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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度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  期 : 二零一七年一月八日 (星期日) 

 

地  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  間  :    上午十一時 

 

出  席  :   陸偉洪、王志和、胡文泰、羅浩然、焦偉祺、冼鷹揚、梁賀棠、趙郁林、何永昌 

 

致  歉 : 李康民、胡迪華、林慧芳 

 

列  席 : 麥家鋒、林嘉怡 

 

1.     與會者對陸偉洪博士為是次會議主席無異議，並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1   推薦增補委員及互選執行委員會職位 

 

經各執行委員會成員互相推選後，2017-2018 年度的執行委員會職位如下: 

職 位 委員會常委 總  監 

主 席 陸偉洪博士  

副主席 李康民先生  

義務秘書 王志和先生  

義務司庫 胡文泰先生  

訓練委員會  梁賀棠先生 

精英培訓委員會  羅浩然先生 

賽事委員會  焦偉祺先生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何永昌博士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林慧芳女士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趙郁林先生 

展能委員會  胡迪華先生 

激流委員會  冼鷹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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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贊助人、會監、技術顧問及法律顧問 

執行委員會通過會監、技術顧問、法律顧問及醫務顧問，大部份將按原有名單邀請。 

前民安處總參事林國華先生現已退休，故將邀請現任的民安處總參事張達賢先生為會監。 

前入境處處長陳國基先生 IDSM 現已退休，故將邀請現任的入境處處長曾國衞先生 IDSM 為會監。 

並再作邀請海事處處長鄭美施小姐, JP、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和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

先生為會監。並新設公關顧問一職及邀請李安先生擔任。 

 

2.3  2017 年度執行委員會會議日期 

為方便各委員預留時間出席委員會會議，本會定於每月第二個星期三晚上，舉行每月例行會議。 

 

2.4   執行委員會成員行為守則 

為確保委員在會務上堅守誠信、廉潔和公開、公平及公正原則。在席委員即時簽署執行委員會

成員行為守則，願意遵守及履行有關條文。 

 

3.   財政報告 

3.1  目前財政狀態良好。義務司庫建議可預留部份款項，用作改善本會使用多年的沙田石門訓練中

心及西貢斬竹灣訓練中心的場地和設施之用，但改善工程須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開展。與會

者一致通過。 

  

4.  附屬委員會報告  

 

4.1  精英培訓委員會 

4.1.1   精英組將派出運動員運動員，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 2017 Singapore Canoe Marathon 比賽。 

 

4.2  訓練委員會 

4.2.1   訓練組於 2017 年 2 月開辦一級運動通論課程，名額六十名。由於是次課程報名人數眾多，有委

員建議加開名額，與會者無反對。 

 

4.3  賽事委員會 

4.3.1 賽事組將原訂於 2017 年 2 月 12 日舉行的獨木舟定向賽改至 2017 年 3 月 26 日才舉行。 

 

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未有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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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激流委員會 

4.5.1  激流組會將派出 2名男子運動員梁銘深和徐偉程參加 2017 年 2 月於泰國舉行的「激流獨木舟亞

錦賽」。 

 

4.6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6.1 未有報告事項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龍舟組上月底發現一隻中龍嚴重損毀，經檢查後不能使用。龍舟組建議購買 2 隻龍舟，以代替

損毀的龍舟，與會者沒有反對。 

 

4.8  展能委員會 

  未有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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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賽事籌備委員會現就 2017 ICF OCEAN RACING WORLD CHAMPIONSHIPS 將向特區政府申請 M 品牌

活動(M Mark)認可及資助。比賽暫定於 2017 年 11 月 18 及 19 日舉行，並由 11 月 12 日開展與

比賽有關活動。預計費用為 4佰萬元。預計參加人數大約 400-500 人。將計劃在 2017 年 1 月初

遞交申請。比賽前將會舉辦推廣的活動，並加入慈善籌款的內容，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為慈善

籌款的受益機構。早前與 NOW TV 商討有關賽事直播問題，NOW TV 仍有技術問題未能解決，將再

跟進。籌委會表示申請工作和其他相關工作進行中，賽事籌備委員會繼續跟進。 

 〔會後補充：秘書處已於 1 月 13 日遞交申請交件予民政事務局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秘書

處。〕 

 

6.  其他事項 

6.1  主席報告港協暨奧委會於 2017 年 3 月 21 日六時三十分舉行週年晚宴及 SAMSUNG 2016 年度傑出

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地點為香港會議中心，歡迎各委員出席。 

 

6.2   因應 ICF (國際獨木舟聯會)為配合 Stand up paddle 立划板（前稱）的發展，在最近的會議上，

決議統稱為 Stand up Canoe。因此，本會亦作出相應更改中文譯名為立划艇。為配合此安排，

所有之前簽發的一/二/三級立划板教練證書，本會將安排免費更換教練證書，教練印章及教練

證。而其他已發出的立划板證書依然有效並等同本會立划艇證書。與會者一致通過。 

 

 

6.3 基於本會財政狀況良好，與會者建議於沙田訓練中心開設永久編制職位，以替代現時短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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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職位。以配合沙田訓練中心場地運作及加強行政支援港隊運動員。與會者一致通過。 

 

6.4 就過往一年員工努力工作表現及，與會者建議年終發放雙糧予秘書處職員，而入職未滿一年的

職員將按比例分配，作為提高團隊士氣的獎勵。與會者一致通過。 

 

6.5  委員梁賀棠先生及林慧芳女士代表本會出席於 2017 年 12 月 24 日由香港水上運動議會(HKWSC) 

舉行《將軍澳水上活動中心的簡介會》。 

6.6 精英組羅浩然先生報告本會的 2 名全職運動員，由於長期出席本港或海外的訓練，希望總會可

以先替他們繳付上年度海外訓練費用。與會者建議運動員可書面申述理由及預計付款時間，並

由總會先暫付相關費用，待他們分期還款而減輕生活負擔。與會者一致通過。 

6.7     精英組羅浩然先生報告於 12 月亞洲盃後，本會艇隻部份零件損毀，並建議預留資金購買零件，

以使艇隻可繼續使用。 

6.8     秘書處行政助理曾志軍先生已於 12 月 9 日離職。 而該職位在 1 月 16 日起由陳盈盈小姐到

任。 

6.9     秘書處收到維修沙田石門訓練中心下水道的引橋報價，與會者由於價格昂貴建議用其他方案代

替取代損壞引橋。 

 

會議完結時間 :  上午十二時 

下次會議日期   :  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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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