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東 九 龍 地 域               海上活動通告第35/2018號 

電話：2957 6466 傳真：2302 1168                2018年7月15日 
 

2018年白沙灣獨木舟繞標賽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主辦      香港獨木舟總會協辦 

 

  香港童軍總會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將於 2018 年 10 月 14 日舉辦「2018 年白沙灣獨木舟繞

標賽」，歡迎各合資格的童軍成員及領袖踴躍參加，詳情如下： 

 

（一）日  期： 2018年 10月 14日（星期日） 

 【 如比賽當日早上 7 時或以後，天文台發出任何暴雨警告、強烈季候風

信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其他特別理由而未能如期舉行賽事，比

賽將會順延至 2018年 10月 28日（星期日）舉行。】 
 

（二）時  間： 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正 
 

（三）地  點： 白沙灣 
 

（四）路  線： 白沙灣內港繞標，每圈約 500米 
 

（五）  別：  

比賽組別 比賽組別 年齡計算 童軍盃組別 童軍盃組別 年歲 比賽距離 

男子少年 A組 

女子少年 A組 

2006年 1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內出生 

幼童軍乙組（男子） 

幼童軍乙組（女子） 
10歲以下 

1000米 
幼童軍甲組（男子） 

幼童軍甲組（女子） 
10歲或以上 

男子少年 B組 

女子少年 B組 

2002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12月 31日內出生 

童軍乙組（男子） 

童軍乙組（女子） 
13歲以下 

1500米 
童軍甲組（男子） 

童軍甲組（女子） 
13歲或以上 

男子青年組 

女子青年組 

2001年 1月 1日至 

2003年 12月 31日內出生 

深資童軍乙組（男子） 

深資童軍乙組（女子） 
18歲以下 3000米 

男子公開組 

女子公開組 
2000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出生 

深資童軍甲組（男子） 

深資童軍甲組（女子） 
18歲或以上 

5000米 
樂行童軍組（男子） 

樂行童軍組（女子） 
18歲至 26歲 

青年領袖組（男子） 

青年領袖組（女子） 
18歲至 34歲 

男子先進組 

女子先進組 
1983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出生 

領袖先進組（男子） 

領袖先進組（女子） 
35歲或以上 5000米 

＃ 年歲計算以 2018 年 10 月 14 日為準 
 

（1） 每組的參賽名額為 20 隻，大會將因應報名情況而調整參賽名額，詳情於賽事簡報會中公

佈。 

（2） 各組別報名艇數如少於 3 隻，該組別將會取消，參賽者可於賽事簡報會中選擇轉組或退

出；如選擇退出者可獲退還有關費用。 

（3） 如組別取消，選擇轉組的參賽者可越級參賽。 

（4） 參賽者只限報名參加一個組別及一個距離賽事。 

（5） 由於是項比賽將另設童軍盃，故童軍人士於填寫「童軍旅/區/單位報名表」及網上報名表

格時，需註明參與比賽之組別及選擇相應的「童軍盃組別」。 



 

（六）參賽名義： 以旅／區／單位名義報名 
 

（七）參加資格︰ （1） 8歲或以上； 

 （2） 已領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成

員；或 

  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或教練員委任證之各級領袖； 

 （3） 游泳測試合格（未持有者可向各地域查詢有關游泳測試安排）；  

 （4）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之少年獨木舟（海象章）證書或獨木

舟初級／獨木舟三星或以上之證書。 
 

（八）裝  備： 大會將會提供艇、槳及助浮衣(有關艇隻安排將於當日內以抽籤形式分

配)。參賽者必須使用大會提供之艇隻及助浮衣(參賽者可選擇使用自備

槳)，並自備個人划舟裝備。 
 

（九）費  用︰ 每位收費$95元＊（包括租艇及行政費） 

 ＊ 費用必須以劃線支票「一人一票」方式繳付，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童

軍總會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十）參賽辦法︰ （1） 由童軍旅／區／單位負責領袖，填妥夾附「童軍旅／區／單位報

名表」並經旅長或團長批准及簽署（領袖除外），連同費用在

2018年 8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5時或以前寄／交回新界西貢

白沙灣西貢公路 600號香港童軍總會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收，如郵寄者則以郵戮為準。信封面請註明「2018 年白沙灣獨

木舟繞標賽」。 

 （2） 大會將按照可開賽項目，向各童軍旅／區／單位的負責領袖發出

「確認參賽組別及人數通知書」及網上表格網頁。負責領袖在確

認資料無誤後，須於網上系統填報賽員資料。 

＊ 填妥網上表格後，將即時收獲「報名知悉」電郵，以確認大會已收

到相關報名資料。如未有收到「報名知悉」電郵，則有關網上申請

並未成功，須重新填寫網上表格。 

 （3） 集齊各參賽者的︰ 

I 參賽者聲明【18歲以下之參加者，必須簽署參賽者

聲明內的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II 香港獨木舟總會之獨木舟活動記錄冊個人資料頁及

獨木舟證書之副本;  

III 出生日期證明文件; 

IV 游泳測試證明書之副本; 

V 童軍成員紀錄冊（附有個人資料之頁）或領袖委任

書及有關證書或證明文件之副本; 

於 2018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或以前寄／交回新界西

貢白沙灣西貢公路 600號香港童軍總會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

心收，如郵寄者則以郵戮為準。信封面請註明「2018 年白沙灣

獨木舟繞標賽」。 
 

（十一）截止日期︰ （1） 遞交「童軍旅／區／單位報名表」及費用︰2018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五）下午 5時前； 

 （2） 網上報名及遞交文件：2018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前。 
 

（十二）退款安排︰ （1） 任何誤報項目或缺席之參賽者均不設退款； 

 （2） 凡因惡劣天氣導致比賽取消，而大會將安排延期比賽，並不設退

款； 

 （3） 凡因惡劣天氣導致比賽取消，而大會未能安排延期比賽，將可獲

退還報名費。 
 



（十三）獎  項︰ （1） 每個組別的賽事項目均設冠、亞、季軍，比賽結果將於當日公

佈。 

 （2） 香港童軍總會成員及領袖另設童軍獎項。 
 

（十四）賽事簡報會︰ 將於 2018年 9月 27日（星期四）晚上 7時 30分，於九龍柯士甸道童

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23 室東九龍地域舉行。各參賽者、童軍單位

領隊或代表必須出席簡報會。 
 

（十五）備  註︰ （1） 各童軍旅必須有足夠領袖隨隊照顧童軍成員。 

 （2） 年歲以比賽當日計算。 

 （3） 凡逾期遞交報名表格、未附參賽者聲明、未附家長／監護人同意

書（如適用）、有關證書或證明文件影印本及未交費用者，概不

接納申請。 

 （4） 取錄與否，均以電郵或書面通知。 

 （5） 本賽事為香港獨木舟總會認可之本地賽事。 

 （6） 比賽當日，大會需要核實參賽者身份，務請參賽者出示有相片之

身份證明文件、游泳測試證明書、獨木舟活動記錄冊及相關證書

正本。 

 （7） 有關比賽細則及任何資料如有更改，將於賽事簡報會內公佈。 

 （8） 本會將保留解釋及修改比賽條例之權利。 
 

（十六）查  詢︰ 如在賽事簡報會前 3 天尚未接獲電郵通知，請致電 2719 8979 與中心職

員陳敬延先生聯絡。 

 

 

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 

（鄧適烈 
 
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