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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白沙灣獨木舟新秀賽 
 

（一）舉辦目的： 白沙灣獨木舟新秀賽是希望透過比賽發掘成員個人潛能；鼓勵更多童軍

成員藉著比賽增加自信，從而提升運動才能。 
 
 

（二）日  期： 2022年 8月 14日（星期日） 

【 如比賽當日早上 7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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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將會取

消。】 
 

（三）時  間： 上午 9時正至下午 4時正 
 

（四）集合地點： 白沙灣碼頭 
 

（五）組  別： 組別 年歳＃
 

幼童軍組（男子）、幼童軍組（女子） 8歲至 12歲 之幼童軍支部成員 

童軍乙組（男子）、童軍乙組（女子） 13歲以下 之童軍支部成員 

童軍甲組（男子）、童軍甲組（女子） 13歲或以上 之童軍支部成員 

深資及樂行童軍組（男子）、 

深資及樂行童軍組（女子）  

15歲或以上之深資及樂行 

童軍支部成員 

青年領袖組（男子）、青年領袖組（女子） 18歲至 34歲之各級領袖 

領袖先進組（男子）、領袖先進組（女子） 35歲或以上之各級領袖 

＃ 年歲計算以 2022年 8月 14日為準 
 

（六）比賽項目： 各組別所設之項目，以註有※號為準 

比賽項目  

 

 組別 

獨木舟短途項目 立划艇項目 

50米 75米 100米 100米 200米 400米 

幼童軍組（男子） ※ ※  ※   

幼童軍組（女子） ※ ※  ※   

童軍乙組（男子）  ※ ※  ※  

童軍乙組（女子）  ※ ※  ※  

童軍甲組（男子） 
 

※ ※  ※  

童軍甲組（女子） 
 

※ ※  ※  

深資及樂行童軍組 

（男子） 

 
※ ※  ※  

深資及樂行童軍組 

（女子） 

 
※ ※  ※  

青年領袖組（男子）  ※ ※   ※ 

青年領袖組（女子）  ※ ※   ※ 

領袖先進組（男子） 
 

※ ※  ※  

領袖先進組（女子） 
 

※ ※  ※  
 

 

 



（七）名  額： 每項目 12人，每人最多可報 3項個人項目（東九龍地域成員優先） 
 

（八）參賽名義： 以旅／區／單位名義報名 
 

（九）報名及 

參賽人數： 

（1） 任何比賽項目報名人數少於 3人，該組別將會取消；  

（2） 每位參賽者只限報名參加同一個組別的賽事，及組別內最多 3項

個人項目。 
 

（十）參加資格： （1） 在 2020年及 2021年期間，未曾於東九龍地域所舉辦的獨木舟賽

事中獲取前三名名次； 

 （2） 8歲或以上； 

 （3） 已領有有效童軍紀錄冊及童軍編號之幼童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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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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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獨木舟項目參加者，需持有： 

（a）幼童軍組及童軍乙組︰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之少

年獨木舟（海獅章）證書或以上

之資歷； 

（b）童軍甲組或以上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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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初級證書或獨木舟三星證書或

以上之資歷； 

 （6） 立划艇項目參加者，需持有： 

（a） 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之初級立划艇證書／立划艇二段

章或以上資歷之證書；或 

（b） 持有康樂立划研習班之證書（只適用於幼童軍及童軍乙

組）；或 

（c） 幼童軍水手章及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之少年獨木舟

（海象章）證書（只適用於幼童軍及童軍乙組）；或 

（d） 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之少年立划艇（板）二級章證書

（只適用於幼童軍及童軍乙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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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地域轄下支部成員及領袖將獲優先考慮。 
 

（十一）裝  備： （1） 大會將會提供獨木舟、立划艇、腳繩、槳及助浮衣。參賽者必須

使用大會提供之艇隻及助浮衣； 

 （2） 參賽者須自備個人划舟裝備。 
 

（十二）報 名 費： 每人每項目收費$80（包括租艇、行政費及往來碼頭及中心之交通）。 

費用必須以劃線支票「一人一項目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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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支票背面填寫參賽者姓

名、所屬童軍單位及參賽項目。 
 

（十三）報名辦法： （1） 由童軍旅／區／單位負責領袖於網上系統填報賽員資料*，網

址為https://forms.gle/RC8eF5UpX1umYiDr7以及填妥夾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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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費用於 2022年 6月 30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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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白沙灣獨木舟新秀賽」。 

https://forms.gle/RC8eF5UpX1umYiDr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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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負責領袖需集齊以下各參賽者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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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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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出生日期證明文件； 

（IV） 游泳測試證明書之副本； 

（V） 資歷證明文件，包括︰參與項目相關的證書副本 
 

於 2022 年 7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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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白沙灣獨木舟新秀賽」。 
 

 

（十四）截止日期： （1） 網上報名、遞交「童軍旅／區／單位報名表」及費用︰ 

2022年 6月 30日（星期四）下午 5時； 

 （2） 遞交文件：2022 年 7月 8日（星期五）下午 5時。 
 

（十五）退款安排： （1） 任何誤報項目或缺席參賽者／參賽隊伍，均不設退款； 

 （2） 凡因惡劣天氣導致比賽取消，大會將安排退款。 
 

（十六）賽事簡報會： 將於 2022年 8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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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參賽單位須派比賽領隊

／代表出席簡報會。 
 

（十七）備  註： （1） 凡逾期報名、未能遞交參賽者聲明、未能遞交有關證書／證明副

本、未獲有關領袖簽署及加蓋旅印﹙如適用﹚，或未交費用者，

概不接納申請。 

 （2） 各童軍旅／團必須有足夠領袖隨隊照顧童軍成員。 

 （3） 取錄與否，均以書面或電郵通知。 

 （4） 比賽當日，大會需要核實參賽者身份及資歷，參賽者必須出示童

軍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包括各支部青少年成員的童軍成員紀錄冊

或童軍領袖會員證）、游泳測試證明書及香港獨木舟總會所發出

之證書正本、幼童軍康樂立划研習班證書正本或幼童軍水手章徽

章證書正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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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會將保留解釋及修改比賽條例之權利。 

 （7） 根據政府防疫法規，凡進入營地者，需按有關規定符合「疫苗通

行證」的要求並使用「安心出行」。 
 

（十八）查  詢： 如在賽事簡報會前 3 天尚未接獲電郵通知，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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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