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童軍總會 港島地域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1樓 1111室 電話：2574 4296 傳真：2835 7777 網址：www.hkirscout.org.hk 

青少年訓練及活動通告第 85/18 號 

2018年 7月 15日 

港島童軍金禧賽船大會 

（獨木舟、立划艇及龍舟項目） 

適逢本年為港島地域金禧紀念，海上活動小組（獨木舟組）將於 9月份舉辦上述賽船大會，項目包

括：獨木舟、龍舟及立划艇各項賽事，歡迎幼童軍或以上的支部成員及各級領袖參加。詳情臚列如下： 

項 目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賽前簡介會 2018年 9月 3日 星期一 1930－2030 香港童軍中心 

比賽日期 2018年 9月 16日 
星期日 0900－1600 大潭童軍中心 

後備日期 2018年 9月 23日 

 

參賽資料：  

獨木舟 比賽項目 

比賽形式 

50米 

幼童軍短途賽 

2 X 50米 

混合短途接力賽 

100 米 

單人短途公開賽 

此項賽事乃單人獨木舟幼

童軍速度賽事；使用同一

款小童獨木舟艇作賽，比

賽以最快時間完成大會指

定路線者為勝。 

此項賽事乃單人獨木舟幼

童軍及童軍支部成員接力

賽事；以兩位同一童軍旅

成員為一組；使用同一款

小童獨木舟艇作賽， 比賽

以最快時間完成大會指定

路線者為勝。 

此項賽事乃單人獨木舟童軍／深

資童軍／樂行童軍／各級領袖／

會務委員公開速度賽事；使用同

一款獨木舟艇作賽，比賽以最快

時間完成大會指定路線者為勝。 

參賽資格 

1. 必須持有有效游泳測試證明書；及 

2. 按年齡分組作賽，分為幼童軍組、混合組（幼童軍、童軍）及公開組（童軍、深資童

軍、樂行童軍、各級領袖或會務委員）；及 

3.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之海馬章或以上之證

書； 

4.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之

初級獨木舟證書一星章或以上

之證書。 

組 

別 

幼童軍    

童軍    

童軍或

以上 
   

費 用 

費用必須以劃線支票「一旅一票」方式繳付，支票抬頭請書「港島童軍」或 

「SCOUTS(HKIR)」。 

每位$20 每隊$40 每位$20 

 



 

 

立划艇 比賽項目 

比賽形式 

50米 

童軍短途公開賽 

100米 

單人短途公開賽 

此項賽事乃單人童軍支部成員立划艇速度賽

事；使用同一款立划艇作賽，比賽以最快時

間完成大會指定路線者為勝。 

此項賽事乃單人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

軍／各級領袖／會務委員立划艇速度賽

事；使用同一款立划舟艇作賽， 比賽以最

快時間完成大會指定路線者為勝。 

參賽資格 

1. 必須持有有效游泳測試證明書；及 

2. 按年齡分組作賽，分為童軍組及公開組（童軍、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各級領袖或會

務委員）；及 

3.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之初級立划艇或以上之證書。 

組 

別 

童軍   

童軍或

以上 

 
 

費 用 

費用必須以劃線支票「一旅一票」方式繳付，支票抬頭請書「港島童軍」或 

「SCOUTS(HKIR)」。 

每位$20 每位$20 

   

龍舟 比賽項目 

比賽形式 

100米 

混合童軍賽 

100米 

公開短途賽 

1. 此項賽事乃 9 米 12 座之幼童軍及童軍支

部成員童軍旅小龍速度賽事，以同一童軍

旅成員為一組； 

2. 以（10位划手+ 1 位鼓手）11位正式選手，

5位後備選手，每隊 16位選手報名；每隊

最少（8位划手+ 1 位鼓手）9位選手出賽； 

3. 各隊必須有兩位童軍旅領袖一同下水參

賽； 

4. 使用同一款龍舟艇作賽，比賽以最快時間

完成大會指定路線者為勝。 

1. 此項賽事乃 9米 12座之童軍／深資童軍

／樂行童軍／各級領袖／會務委員公開

小龍速度賽事； 

2. 以（10 位划手+ 1 位鼓手）11 位正式選

手，5位後備選手，每隊 16位選手報名；

每隊最少（8位划手+ 1 位鼓手）9位選

手出賽； 

3. 使用同一款龍舟艇作賽，比賽以最快時

間完成大會指定路線者為勝。 

參賽資格 

1. 必須持有有效游泳測試證明書；及 

2. 按年齡分組作賽，分為混合組（幼童軍、童軍及兩位領袖）及公開組（童軍、深資童

軍、樂行童軍、各級領袖或會務委員）；及 

3. 所有賽事舵手均由大會提供；及 

4. 各隊必須有兩位童軍旅領袖 一同下水參

賽與； 

5. 參賽者必須來自同一童軍旅名義報名； 

6. 參賽者可來自同一童軍旅或由不同童軍

旅組合；惟必須以單一童軍旅單位名義

報名。 

組 

別 

幼童軍

及童軍 
  

童軍或

以上 

 
 

費 用 

費用必須以劃線支票「一旅一票」方式繳付，支票抬頭請書「港島童軍」或 

「SCOUTS(HKIR)」。 

每隊$180 每隊$180 



 

 

報名辦法： 備妥下列各項，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1 樓 1111室

港島地域辦事處。 

1. 填妥夾附之報名表格，並經旅長或有關團長批准及簽署（領袖除外），未滿 18 歲之

參加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 PT/46； 

2. 報名費支票； 

3. 所有參加者必須提交有效成員紀錄冊（附有個人資料之頁）副本，領袖則必須提交

有效領袖委任書或教練員委任證副本； 

4. 游泳測試證明書副本； 

5. 各比賽項目要求之相關證書副本。 

  

截止日期： 2018年 8月 20日（星期一） 

  

替補安排： 在正常情況下，任何參加者之替補申請將不獲接納。惟該參加者如有醫生證明書或得到

大會總裁判批准，方獲考慮由後備補上。 

  

獎   項： 各項賽事均設冠、亞、季軍（獎項數目，須視乎參加人數／隊數決定） 

  

服    裝： 便服、合適的水上活動衣物（防曬衣物、包踭包趾膠底鞋、帽），並帶備整齊童軍制服。 

  

備    註： 1. 逾期遞交或未付費用之申請，恕不接納； 

2. 取錄與否，均以電郵通知（必須於報名表上填寫電郵地址）； 

3. 申請人亦可於活動前 3 天於地域網頁（www.hkirscout.org.hk/tc/List/）查閱有關取錄

名單； 

4. 參加者必須全期帶備游泳測試證明書；  

5. 於賽前簡介會抽簽決定賽事當日比賽船隻及出場次序；  

6. 如在活動進行前 3 小時，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1 號戒備或以上信號，或其他

特別理由而未能如期舉行賽事，比賽將會取消；  

7. 各參賽單位必須有足夠領袖隨隊照顧童軍成員；  

8. 所有未滿 18 歲的參加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 PT/46 並由隨隊領袖保管，直至活動

後便立即銷毀；  

9. 比賽途中不可更換或替補參加者；  

10. 比賽結果將當日公布；  

11. 參加者完成比賽後，將有機會獲邀為地域海上活動選手，為地域推廣發展項目及參

與多個賽事，發揮所長； 

12. 如有任何資料更改，將於賽事簡報會當日公布。 

  

查    詢： 如在簡介會前 3天尚未接獲通知，請致電 2835 7714 與發展幹事李敏儀小姐聯絡。 

 

副地域總監（青少年活動） 

（廖家強        代行） 

 

 

http://www.scout.org.hk/form/PT46
http://www.hkirscout.org.hk/tc/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