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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  期 :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日 (星期日) 

 

地  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  間  :    上午十時半 

 

出  席  :   陸偉洪、李康民、王志和、胡文泰、羅浩然、焦偉祺、冼鷹揚、梁賀棠、趙郁林、林慧芳 

 

致  歉 : 何永昌、胡迪華 

 

列  席 : 陳嘉麗 

 

1.     與會者對陸偉洪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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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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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昌先生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林慧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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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焦偉祺先生及羅浩然先生將同時兼任沙田場地管理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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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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前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現已退休，故將邀請現任的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為會監。 

 

2.3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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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二月定為二月十七日外，本會定於每月第二個星期

三晚上，舉行例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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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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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上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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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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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參加 1月和 3月在星加坡舉行的獨木舟馬拉松賽和青年賽。 

 

4.1.2   為提高青年組運動員的表現，精英組將新增一隊青年集訓隊，以提高競爭力。 

 

4.2  訓練委員會 

4.2.1 教練研討會 2016將於 2016年 4月 16日舉行，而主考研討會將稍後訂立日期。 

 

4.2.2 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將於 2016年開辦高級運動教練理論課程相對三級通論; 運動教練理論基礎

證書課程相對二級通論。 此外， 亦會新增入門班相對一級通論。本會今年考慮與大專院校合

作，計劃開辦針對獨木舟運動的二級及三級運動通論課程。 

 

4.2.3 由於一級立划板先導教練班發展進度理想，將繼續開辦有關課程。 此外， 將會新增一級立划

板教練班課程。 本年亦將計劃開辦二級及三級立划板先導教練班課程。  

 

4.2.4 訓練組發現有關獨木舟救生証書(CLG)與拯溺總會的互認計劃在續証上存有漏洞，問題將於稍後

會議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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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賽事委員會 

4.3.1 新的裁判制度和裁判訓練大綱及考核指引已於 2016年 1月 1日實施。 

 

4.3.2 全年的賽事日期已訂立，稍後將發出電郵予各委員。 

 

4.3.3 香港水上運動協會將於2016年3月26及27日假啟德碼頭舉行划艇、龍舟及獨木舟比賽。其中獨木

舟的項目包括:短途賽K1-500米和K2-500米的 JUNIOR及SENIOR組別、立划板200米、獨木舟靜水

激流及K4的表演賽。 

 

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未有報告事項 

 

4.5  激流委員會 

4.5.1  第一階段採購之激流用品已到達沙田訓練中心。第二及三階段添置獨木舟激流訓練器材的邀請

報價結果已交予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並已審閱，確認信已於早前發出，由於報價及回覆訂單上

的物件規格不同，與會者要求中標公司保証安全沒有問題，而另外浮標的報價由於早前中標公

司並沒有回覆接受，現將重新報價。 

 

4.6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6.1 發展及推廣組希望主席盡快向奧委會澄清本會的立划板認可資格，並索取有關支持文件存檔，

以確立本會的地位，為未來申請政府資助項目作準備。 

 

4.6.2 發展及推廣組希望購買新的立划板及碳纖划槳作發展多班課程之用途，與會者同意購買十一套

立划板器材，而碳纖槳則視乎財政狀況再作決定。 

  [會後補註: 十一套立划板器材已於 1月 25日送往斬竹灣訓練中心]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2016年 7月 17日將舉行全港龍舟(傳統艇)錦標賽，將積極籌備。 

 

4.7.2 2016龍舟世界錦標賽，茲定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八至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龍舟委員會將邀請各

屬會之龍舟隊伍參加，如獲選隊伍，將會以香港隊名義出戰莫斯科。 

 

4.7.3 龍舟組將計劃舉行港隊運動員選拔，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4.7.4 龍舟組視乎財政狀況許可下，計劃購買中龍作未來發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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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展能委員會 

  未有報告事項 

 

5.  其他事項 

5.1   秘書處於農曆新年假期與往年同樣初四、初五休息。 

 

5.2 主席及副主席重新各委員會小組應跟進自己各組別的工作，以減輕秘書處的工作。另外，各小

組會議紀錄、全年計劃及個別小組的選拔資料等，必須交回秘書處。 

 

5.3  銅鑼灣辦公室已於 2015 年 12 月 15 日起試行五天工作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逢星期三

及五的辦公時間為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八時正。現試行 1 個月，成效不錯。另外，有關教練

購買證書和布章的事宜，現已増設新方法予各有效註冊教練購買證書和布章，各註冊教練可以

先登記及付款後再於沙田領取，但使用人數不多。 

5.4 就有關以往會議中討論的(a)秘書處同事早前因亞洲獨木舟水球賽事及亞洲盃賽事的工作已累

積大量的超時及(b)年終發放花紅或雙糧予秘書處職員，作為過往一年員工努力工作和提高士氣

的獎勵。及經過詳細計算後總金額實際為$79,184.00，為避免秘書職員日後累積大量的超時，

義務秘書王志和先生已向秘書職員發出管制和管理逾時工作的指引。 

5.5 秘書處已向西貢地政署申請查詢斬竹灣訓練中心租約和批地文件，將繼續跟進。 

5.6 由於沙田訓練中心內訓練器械損壞情況嚴重，為有效管理有關器材，各小組使用前請通知精英

組。 

5.7 就亞洲獨木舟水球錦標賽港隊隊員投訴一事，水球組早前已遞交有關調查報告，但主席希望報

告內應加入投訴者所提供的資料和報告的建議，要求水球組於下次會議再次遞交有關報告。 

 

 

會議完結時間 :  上午十二時十五分 

下次會議日期   :  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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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