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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第二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期 :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地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間 : 晚上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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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迪華 

 

致歉 : 陸偉洪、趙郁林 

 

列席 : 麥家鋒、林嘉怡 

 

1.  上次會議紀錄 

1.1  與會者對李康民先生為是次會議主席無異議，並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副主席報告 

2.1  贊助人、會監、技術顧問及法律顧問 

將再跟進執行委員會通過現有的會監、技術顧問、公關顧問、法律顧問及醫務顧問，將按原有

名單再作邀請。此外，亦去信邀請海事處處長鄭美施小姐 JP、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 PDSM, PMSM、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總監潘新標先生 CStJ 及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總監吳亞明先生為會監。 

秘書處已收到體育專員楊德強先生致歉未能出任會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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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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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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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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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屬委員會報告 

4.1  精英培訓委員會 

4.1.1   精英組已派出 5名運動員(張子衝、莫沅峰、羅明瑜、郭嘉煒及蘇柏賢)到美國進行集訓。 

 

4.1.2 精英組現正為港隊運動員準備參加亞運的申請文件。 

 

4.2  訓練委員會 

4.2.1   訓練組將已更新訓練課程大綱及考核指引予各委員參考。 

 

4.2.2 訓練組將積極跟進海洋獨木舟(Surf-Ski)課程發展計劃。 

 

4.3  賽事委員會 

4.3.1 賽事組已於 2018 年 3 月 4 日已順利完成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外展獨木舟比賽 2018。 

 

4.3.2 賽事組正籌備在 2018 年 3 月 18 日舉行的第 31 屆全港獨木舟定向錦標賽。 

 

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4.4.1 水球組將於 3月尾在斬竹灣訓練中心舉行 2018 年春季獨木舟水球公開賽。 

  「會後補充：賽事定於 3月 25日舉行。」 

 

4.4.2 水球組於 4月份舉進行 2018-19年度獨木舟水球運動員公開招募和選拔。 

 

4.5  激流委員會 

4.5.1 原定於 4月舉行的激流繞標賽將延期至 9月舉行。 

 

4.5.2 屬會租用激流艇隻的計劃將延長至 9月。 

 

4.6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6.1 兩個觀察屬會(珊瑚體育及康樂會及海岸體育會)即將完成 5 年的觀察期，並符合其它要求和資

格可申請晉升成為正式屬會會員，與會者沒有反對。 

「會後補充：珊瑚體育及康樂會及海岸體育會已提交正式屬會會員申請予發展及推廣委員，並

已獲批準。」 

 

4.6.2 2018年 5月 1日誠邀各組別在水上安全日擺設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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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發展組委任陳庭輝先生為發展組委員。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沒有報告事項。 

 

4.8  展能委員會 

4.8.1 展能組委任方文輝先生為展能組委員。 

 

5.  其他事項 

5.1 國際獨木舟聯盟海洋獨木舟委員會(ICF Ocean Racing Committee)主席 Mario Santos 先生收到有

個別單位表達希望來年參與 ICF Ocean Racing World Series 項目，副主席建議向 ICF 反映有關在

香港申辦 ICF 項目賽事，應該經由本會而非以個別單位或個人名義提出，與會者一致同意。另

外，副主席建議賽事組應盡早開始籌備亞洲盃海洋獨木舟(Canoe Ocean Racing) 的比賽路線、日

期及細則等。 

 

5.2 秘書處將再跟進有委員建議購買環照燈及安裝在獨木舟艇頭或艇尾事宜，使運動員在天色昏暗

和能見度低的情況下，在沙田城門河訓練期間提供保障而避免意外，與會者一致贊同。 

 

5.3 港協暨奧委會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舉行週年晚宴及 SAMSU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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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秘書處較早前收到康文署質素檢查小組(QAS)報告，有關本會 2016 至 17 年度資助活動的改善建

議，經過考慮和討論後，本會由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有以下措施: 

i) 教練必須登記及簽署合約方可教授總會委派的課程；及 

ii) 秘書處將會更新利益申報書。 

 

5.5 本會將積極跟進康文署質素檢查小組(QAS)報告的其它改善建議，包括扣除 25%行政費、強積金

及薪俸稅事項。 

 

5.6 沙田訓練中心管理小組由羅浩然先生，梁賀棠先生及鄧國強先生擔任小組成員，與會者一致同

意。 

 

 

5.7 斬竹灣訓練中心管理小組由梁賀棠先生及何永昌先生擔任小組成員，與會者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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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因應賽事組工作繁忙，本年度將不會協助康文署水上活動中心舉辦比賽。 

 

 

 

會議完結時間 :  晚上九時 

下次會議日期   :  四月十一日 

地點           ：  沙田訓練中心 

 

會議主席：         義務秘書： 

       ─────────       ──────── 

          (李康民先生)             (王志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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