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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第十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三) 

地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間 : 晚上七時 

出席 : 陸偉洪、李康民、王志和、胡文泰、鄧國強、胡迪華、冼鷹揚、趙郁林 

致歉 : 梁賀棠、羅浩然、林慧芳、何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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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就香港水上活動議會曾申請的啟德河邊用地，現時以得到民政局的支持由 HKCU 向地政署

申請 STT，早前與車偉恆副會長及部份執行委員會面，認為在市區獲地是難得機會，建議成立

跟進小組，獲與會者通過。 

2.2  主席引述車偉恆副會長因應颱風對沙田石門訓練中心的破壞，願意聯絡專業人士為本會計劃中

心的翻新建議，包括建設有上蓋及安全的場地設計。[會後補充：車偉恆副會長已把秘書處提供

的場地藍圖交專業人士有研究。] 

2.4 主席報告陳偉能先生答允繼續出任來年會長及車偉恆先生答允繼續來年出任副會長。 

2.5 主席報告和副主席在 10 月 30 日與體育委員會委員吳守基先生面談，商討連同其他體育總會於

2019 年舉行香港沙灘運動會的計劃，建議海洋獨木舟賽事作為其中一個比賽項目。 

2.6 主席報告本會將去信表示支持香港奧委會，向 “國家和地區奧委會協會”（ANOC）申辦 2021

年世界沙灘運動會在香港舉行，並建議海洋獨木舟賽事作為其中一個比賽項目。 

 

3.  財政報告 

3.1  義務司庫與秘書處職員已完成 2017/18年度的財政報告。 

3.2  義務司庫建議就來年委任核數師事宜，重新進行招募，配合會務發展。與會者建議應考慮服務

表現及連貫性作為主要考慮因素。 

3.3 與會者建議本會就現存銀行的現金再進一步加強管理，司庫將再作跟進。 

 

4. 附屬委員會報告 

4.1  精英培訓委員會 

4.1.1 沒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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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訓練委員會 

4.2.1 沒有報告。 

 

4.3  賽事委員會 

4.3.1 賽事組因應過往賽事經驗，本會艇隻在季尾損壞嚴重。建議本會就來年賽事重新購置艇隻。與

會者建議賽事組須就購買事宜提出計劃及報價，提交會議上再作討論。 

4.3.2 賽事組查詢有關即將舉行的賽事艇隻分配事宜，與會者重申賽事組需策劃後與各組商議及執行。 

4.3.3 賽事組 11月份舉行 2018年海洋獨木舟國際裁判考試，報名者包括 15名獲推薦的本地裁判及海

外參加者 2名合共 17人。[會後補充：國際裁判考試已於 11月 10及 11日舉行， 成績有待公佈。] 

 

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4.4.1 水球組已於 10月份在柴灣訓練池舉行全港獨木舟水球賽。賽後收到有參賽隊伍投訴，水球組將

成立專責小組調查。 

4.4.2 水球組計劃 12月 2日到西貢斬竹灣為水球組器材進行盤點，並會訂立器材使用條件及準則，加

強組內管理。 

4.4.3 水球組計劃來年 3月至 12月於西貢斬竹灣舉辦獨木舟水球公開聯賽，詳情稍後公佈。 

4.4.4 水球組將於 2019年 1月舉行新球例工作坊，為獨木舟水球教練、裁判、運動員更新知識。 

  [會後補充：新球例工作坊訂於奧運大樓進行，日期為 12月 28日及 1月 9日晚上。] 

4.4.5 水球組收到馬來西亞舉辦的獨木舟水球賽事邀請，但因時間安排及其他原因關係，將不會派隊

作賽。 

 

4.5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5.1 沒有報告。 

 

4.6 展能委員會 

4.6.1 展能組會與賽事組協調，考慮來年本地賽事加入展能項目。與會者贊同，並建議展能組考慮賽

事性質，或可與其他相關組織，加強聯繫或支援。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因風球影響，有損壞嚴重的器材需要報銷，詳情稍後匯報。 

4.7.2 龍舟組預計來年會舉行龍舟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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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激流委員會 

4.8.1 激流組將與賽事組於 12月 18至 20日舉行初級激流(靜水)裁判班，配合 2019年 1月比賽。 

 

5  其他事項 

5.1  2018-19年亞洲盃賽事系列 

5.1.1 基於安全理由，籌委會建議未來海洋獨木舟賽事，運動員配戴 GPS定位將會個人裝備之一。 

 

5.1.2   經考慮成本效益後，與會者建議來年亞洲杯的海洋獨木舟邀請賽將作為 2019 年沙灘運動會響應

賽事。經衡量行政支援，與會者建議明年本會將開設臨時性全職職位，預計合約由 3 月至 11 月，

期間負責跟進相關事宜，加強對籌委會行政支援。 

  [會後補充：2019/20 資助上限為 75 萬元及可申請資助配對金，其上限為資助額一半。] 

 

5.1.3   週年會員大會將會 2019年 1月 6日或 13日舉行。 

  [會後補充：週年會員大會訂於 2019年 1月 6日舉行，通知文件已經發出] 

 

5.1.3 主席向各附屬委員會總監重申，應儘快將報告文本，交予秘書處製備全年活動報告。 

 

5.2 康文署於 11 月 28 日將舉行講座「體育總會的企業管治: 星級領導提升體育發展–發展計劃」，

本次講座主題為 Finance for Directors of NGOs - NSAs，邀請各委員出席。 

 「會後補充：參加委員名單為陸偉洪、冼鷹揚、鄧國強、羅浩然及職員李慧貞。」 

 

 

 

會議完結時間 :  晚上九時十五分 

下次會議日期   :  十二月十二日 

地點           ：  沙田訓練中心 

 

 

會議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              義務秘書：__________________ 

    (陸偉洪博士)           (王志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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