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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第十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會議記錄 *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地點 :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時間 : 晚上七時 

出席 : 陸偉洪、梁賀棠、羅浩然、林慧芳、鄧國強、冼鷹揚、何永昌 

致歉 : 李康民、王志和、胡文泰、胡迪華、趙郁林 

列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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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於今日下午(十二月十二日) 代表本會出席香港水上活動議會會議，報告預計明年三月於香

港水上活動議會啟德河邊用地將會開始運作。另外，有關將軍澳用地申請則仍然處理中。 

2.2 主席報告香港水上活動議會有意邀請本會代表加入 2019 年水上活動安全日工作小組，預計活動

日期為 2019 年 5 月 1 日。現經與會者討論，由林慧芳女士代表本會加入此工作小組。 

2.3 主席報告早前本會申請啟德河邊用地，現時以得到民政局的支持，本會將申請 STT，並預計於

由下次執委會會議成立跟進小組 

2.4 主席報告喜獲車偉恆副會長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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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主席報告將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晚上，奧委會將舉行會員年度大會，因主席及副主席因公離港，

本會將邀請會長及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 

2.6 主席報告主席、副主席及秘書處職員與康文署代表於 12 月 5 日出席面談，回應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體育資助計劃檢討，希望加強資助，包括提升職員開支比例及受資助體育項目。 

 

3.  財政報告 

3.1  義務司庫報告本會財政穩健良好。 

3.2  義務司庫希望各小組籌備未來 5年發展計劃配合未來發展水上活動中心用地，遞交內容包括發

展計劃目標、人數、需要的器材數量、預計財政預算，以便未來再次跟進。 

3.3  義務司庫建議發放一次性年度獎金予 6名秘書處職員，上限為 8萬，以獎勵各職員過往一年出

色表現，與會者一致通過。 

3.4  與會者建議來年委任核數師事宜應考慮核數師服務表現及連貫性作為主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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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屬委員會報告 

4.1  精英培訓委員會 

4.1.1 本會運動員張子衝剛完成环海南岛国际皮划艇拉力巡回赛(共十天)，並成功取得總冠軍成績。 

4.1.2 精英組未來參賽目標為下屆於 2019年 12月泰國舉行的亞洲錦標賽。 

4.1.3 精英組收到明年的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將會派員出賽。 

4.1.4   精英組向香港體育學院遞交過去二年成績，希望爭取成為精英項目之一。 

 

4.2  訓練委員會 

4.2.1 訓練組 2018年二級運動通論 32人參與，因期中 5人未能準時出席，未能符合參加考試要求。

訓練組現考慮參加者過往表現及課程講者意見，作出酌情處理，另行安排考試。 

4.2.2 訓練組就獨木舟救生證書課程檢討事宜，建議就訓練內容、理論及考核方面作出更改。訓練組

計劃 2019年 2月通知有關單位，並於 3月至 5月進行工作坊，預計 2019年 9月實施新課程。 

4.2.3 訓練組來年預計未來發展方向為實行康文署資助計劃及鼓勵屬會開辦各類課程平衡發展。另外，

計劃來年舉辦三級獨木舟訓練班及三級運動通論，配會本會獨木舟運動發展。 

4.2.4 訓練組與發展組就現時有關立划艇發展方向，配合現時發展，將鼓勵屬會開辦初級課程，並由

總會主導發展中級課程，平衡發展。 

4.2.5 訓練組現時有關本地 C艇課程發展情況，將會跟進。並回應與會者就 C艇用跪墊安排，建議為

個人裝備，配合現時發展。 

4.2.6 訓練組現時有關現時海洋獨木舟(逐浪艇)發展情況，就中級及高級課程將會繼續發展，並預計

來年開辦先導教練計劃，加強本地海洋獨木舟(逐浪艇) 教練培訓。 

 

4.3  賽事委員會 

4.3.1 賽事組副總監楊樹豪與秘書處職員於 12月 6日出席於大埔海事處出席會議，與各體育總會及地

區體育會代表就城門河 2019年使用時段進行會議。預計 2019年 3月分別於城門河舉行外展獨

木舟比賽及其他地點定向賽。 

  [會後補充：秘書處就有關 2019年賽事時間表已給予賽事組跟進。] 

4.3.2 賽事組因應過往賽事經驗，認為本會艇隻在雙人艇組(K2及 T2)有所不足，希望改善。與會者建

議賽事組應提交計劃及預算，再作討論。另外，與會者建議就個別比賽組別應就發展情況，如

T2項目，考慮未來資源分配。 

4.3.3 賽事組建議未來使用比賽號碼背心，與會者建議賽事組購買成本及清洗成本，再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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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獨木舟水球委員會 

4.4.1 水球組就 10月份全港獨木舟水球賽的投訴，成立專責小組調查。稍後匯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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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組內管理。稍後會遞交盤點資料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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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8日及 1月 9日晚上奧運大樓進行舉行新球例工作坊，為獨木舟水球教練、

裁判、運動員更新知識。 

4.4.5 水球組計劃來年於西貢斬竹灣舉辦同樂日、於有興趣參與獨木舟水球人仕參與，培養有潛質運

動員。 

4.4.6 水球組連同教練會於開展新一階段運動員訓練計劃，及會加強內部培訓效果。 

 

4.5  發展及推廣委員會 

4.5.1 發展組已邀請現時屬會會員，為轄下單位或場地登記成為本會場地認可單位/場地。 

4.5.2 發展組已提醒各上年度已登記的屬會會員，溫馨提示須遞交本年度的續會申請。 

4.5.3 現尚有一個社區體育會未完成全年計劃，發展組將提示該社區體育會應按計劃進行。 

 

4.6     展能委員會 

4.6.1 未有報告。 

 

4.7  龍舟(傳統艇)委員會 

4.7.1 未有報告。 

 

4.8  激流委員會 

4.8.1 激流組將與賽事組於改於明年 1月至 3月期間，舉行初級激流(靜水)裁判班。 

4.8.2 激流組將與賽事組於明年 4月舉行激流賽。 

4.8.3 激流組將與訓練組協調，計劃明年舉行二組激流教練班，細節待定。 

 

5  其他事項 

5.1  就早前護航快艇採購事宜，本會早前經決議後，已委任胡文泰先生代表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向

供應商申索，金額為七萬五千元。 

5.2  有關康文署過往將舉行講座「體育總會的企業管治: 星級領導提升體育發展–發展計劃」，出席

人仕將會獲派證書。主席建議如未來再次舉辦，希望各委員能撥冗出席。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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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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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完結時間 :  晚上九時三十分 

下次會議日期   :  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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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