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獨  木  舟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THE HONG KONG CANOE UNION LTD 

                        Affiliated to :  International Canoe Federation  Asian Canoe Confederation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名譽贊助人 霍震霆先生 GBS,JP 會監 陳國基先生 IDSM 主席 陸偉洪博士 MH 龍舟(傳統艇)總監 趙郁林先生 

永遠名譽會長 王華生先生 會監 何厚祥先生 BBS,MH 副主席 李康民先生 PMSM 發展及推廣總監 林慧芳女士 

會長 陳偉能先生 BBS,MH,JP 會監 許偉光先生 義務秘書 王志和先生 精英培訓總監 羅浩然先生 

  會監 林國華先生 義務司庫 胡文泰先生 賽事總監 焦偉褀先生 

  技術顧問 李栢焜先生 展能總監 胡迪華先生 激流總監 冼鷹揚先生 

  技術顧問 雷雄德博士 獨木舟水球總監 何永昌先生 訓練總監 梁賀棠先生 

  技術顧問 楊秀華先生     

  醫務顧問 陳國基醫生 

  法律顧問 梁永鏗博士 

    

 

香港銅鑼灣掃杆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14室 Room 2014, Olympic House, No. 1 Stadium Path, So Kon Po, Causeway Bay,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 www.hkcucanoe.com.hk    電郵 E-mail : hkcu@hkolympic.org    電話 Tel : (852) 2504 8186    傳真 Fax : (852) 2838 9037 

 

2017 年國際逐浪獨木舟教練暨裁判課程 

 

以下課程由國際獨木舟聯會(ICF) 認可人士考核及簽發 

 

1) 國際逐浪獨木舟裁判課程 

課程日期：2017 年 11 月 15-16 日(星期三，四) 

實習日期：2017 年 11 月 17-19 日(星期五至日) 

 

課程費用： 港幣壹仟壹佰圓正(不包括考試費) 

考試費用： 歐羅貳拾圓正(將於課程期間繳交) 

課程語言： 英語 

 

資    格：年滿 18 歲之本會有效會員 

參加者會將根據以下條件作優先取錄次序 

1. 持有本會任何賽事監督(舊制三級裁判)證書及過去活躍於裁判工作 

2. 持有本會任何之賽事監督(舊制三級裁判)證書 

3. 持有本會任何高級裁判(舊制二級)證書及過去活躍於裁判工作 

4. 持有本會任何高級裁判(舊制二級)證書 

5. 獲總會執行委員會成員推薦 

6. 持有 ICF 其他項目的裁判資格 

7. 持有本會任何初級裁判(舊制一級)證書及過去活躍於裁判工作 

8. 持有本會任何初級裁判(舊制一級)證書 

9. 本會實習裁判 

10. 對裁判工作有興趣的人士 

 

備    註： 

名額數量由 ICF 主考決定，將按照上述資格，裁判等級及服務紀錄而取錄。 

完成課程及考核合格後，出席工作坊及擔任裁判服務後，可申請本地高級或以上逐浪獨木舟裁判(必須視乎參加者過往經驗， 

資歷及資格等，香港獨木舟總會的賽事委員會對轉換本地裁判的申請有最終的決定權) 

整個課程須全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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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辦法 Entry: 

1. 符合報名資格的人士，請於 2017 年 10 月 27 前填妥報名表及連同費用支票一併交回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奧運

大樓 2014 室香港獨木舟總會秘書處。如以郵寄方式遞交，將以郵截為準。信封面請註明報名”報讀 2017

年國際逐浪獨木舟裁判課程” 

2. 付款方法劃線支票請書：香港獨木舟總會有限公司(支票背面請寫上參加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逾期報名/報名費不足/資料不全之申請，恕不受理。 

 

香港獨木舟總會保留對上述內容及活動/ 課程之修訂權、終止權及最終解釋權，而無須

作出任何通知。如有任何爭議，香港獨木舟總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http://www.hkcucano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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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請以正階填寫個人資料(逾期報名/報名費不足/資料不全之申請，恕不受理。) 

會員號碼         

姓名(英文)     性別 □  男 □  女 

身份証號碼(頭 4 個字) 出生日期(日/月/年) 

電話 電郵 

如本人遇到意外請通知 姓名  關係  電話  

 

報讀課程 資格 

 國際逐浪獨木舟裁判課程 

*連同 ICF 裁判考試申請表 

一同遞交(連同半身個人照) 

 裁判編號(請註明:______) 

 執行委員會成員推薦(推薦人:__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聲明書 

本人報讀由香港獨木舟總會舉辦之國際逐浪獨木舟裁判課程。本人清楚了解課程的性質及所有規條，亦

完全明白將可能發生之任何危險情況，並同意主辦機構（香港獨木舟總會）對所有的傷亡意外或任何財

物損失無須負上任何責任，不論是否由主辦機構之疏忽而引起，其後果責任一概由本人承擔。本人知道

在考核合格及獲發國際裁判資格後，不代表可在香港行使國際裁判權利或資格。本人明白根據香港獨木

舟總會架構下，國際裁判資格，並不等同持有本地裁判資歷。本人明白及同意遵守上述條款及細則，並

聲明提交的全部資料屬實。 

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職員專用 收表日期 支票號碼 收據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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