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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龍舟嘉年華  

第五屆「生力香港陸上龍舟邀請賽」 
比賽詳情： 

日期 2017年 6月 3日 (星期六) 

時間 初賽：上午 9時 45分至 11 時 (比賽次序以抽籤形式決定) 

決賽：上午 11時 30分至 12時 15分 

地點 香港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 生力啤酒節 

截止報名日期 2017年 5月 28日 

年齡規格 18歲或以上 

競賽項目 團體項目 (每隊最多 6-8人參賽，包括 2人後備，性別不限) 

共兩組別 - 國際組及本地組 

名額 每組別 20隊 

賽程 500米 (以接力形式，每人拉 100米)  

奬項 國際組及本地組  

冠軍： • 生力超人氣麻雀 + 至型野餐套裝 + 至 Cool手提冰箱 2套 

• 生力啤酒免費啤酒券 12張 

 

亞軍： • 反轉創意傘 6把 

• 生力啤酒免費啤酒券 6張 

 

季軍： • 生力打氣杯 6隻 

• 生力啤酒免費啤酒券 6張 

 

殿軍： • 生力啤酒免費啤酒券 6張 

 

 決賽之冠、亞、季軍及殿軍可獲奬座乙個 

 每位參賽者可獲贈由生力啤酒送出的「買一送一」啤酒優惠券乙張 (先到

先得、送完即止。) 

合辦單位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費用 全免 

備註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報名予以接納與否，視乎參加隊伍數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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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附例 

1. 每間機構/團體/隊伍參賽數量不受限制。 

2. 參賽隊伍需穿著相同或相同主題的服飾參加比賽。 

3. 每名划手只可代表一支隊伍。 

4. 此項目為團體項目，全隊最多 8人(包括：鼓手 1名、划手 5名，後備 2名)，性別不限。 

5. 此項目以計時賽形式進行，最快完成 500米的 4隊將晉身決賽。 

 

競賽條例及規則 

1. 參賽者須依照大會安排之陸上龍舟機進行比賽，不能自行調較更改，若龍舟機出現故障，賽事裁

判將安排另一龍舟機進行比賽或另作安排。 

2. 團體項目參賽者必須穿著整齊及一致隊伍的運動服裝。 

3. 參賽者必須於開賽前 10 分鐘（即指定召集時間）到召集處報到，如參賽者不論在任何理由下未

能出席，賽會將不會安排補賽。 

4. 參賽者必須於開賽前 1 分鐘登上龍舟機準備比賽，並必須服從賽會裁判之所有指示。 

5. 參賽者在發令員發出「Go」號令之前拉動龍舟機之手柄將會被判為「偷步」。任何一位參賽者犯

上兩次「偷步」 將會被取消資格。 

6. 每名參賽者只可作賽一次。團體項目接力賽事，在交換接力過程中，第一位賽員離開龍舟機前必

須將划槳交給賽事裁判，當第二位接力賽員從賽事裁判接過划槳並坐上龍舟機後方可繼續作賽。 

7. 任何隊伍或賽員/隨隊人員，如有嚴重違反競賽規則或紀律行為，賽會可向該賽隊罰時 5至 10秒

或取消參賽資格。 

8. 若因特殊情況，大會有權通知各參賽者改期作賽或另作安排，如在比賽中發生特殊情況，繼續舉

行與否將由當值裁判或大會全權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9. 除章程及本規則明文規定外，其餘均依照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的現行比賽規則辦理。 

10. 大會不設上訴，一切賽果以當值裁判的判決為準。 

11. 大會保留修改本規則之一切權利。 

12. 如資料於英文及中文版本之間有任何文義上的差異，將以中文版本的資料為準。 

** 所有參賽隊伍之領隊及所有賽員有責任熟悉競賽條例及規則。 

 

賽事形式 

團體項目 

1. 團體賽形式，每隊將使用一部龍舟機，左右手隨意，但賽事開始後不能更改，每場賽事兩隊同時

進行比賽(即用兩部龍舟機)。 

2. 5人一隊，每人划完 100米後，跑到接力區以擊掌形式交接，第二對運動員接力繼續划槳，如此

類推，直到第五位運動員完成總共 500米賽程，即完成賽事。 

3. 成績以每部龍舟機完成共 500米賽程的時間總和計算。比賽名次以最少時間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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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流程 

(甲 ) 登記 Registration 

1. 各參賽隊伍領隊在大會編定的比賽開始時間前 30分鐘需由領隊點齊人數，向比賽登記處的職員報

到。未能出示有效證明文件的參賽者，不得參賽。 

2. 參賽隊伍可獲發「參賽標籤」並安次序貼於身上當眼處。 

3. 所有項目登記後不得換人。 

 

(乙 ) 練習時段  Practice Session 

1. 參賽隊伍可於比賽前依照大會安排之龍舟機進行練習。 

2. 參賽隊伍可於比賽前到練習區進行熱身，每人限時 2分鐘，先到先得。 

 

(丙 ) 召集處 Marshaling 

1. 所有參賽者必須於開賽前 10分鐘到「召集處」集合。 

2. 所有參賽隊伍集合時須出示「參賽標籤」，以便工作人員核對比賽資料。 

3. 所有參賽者必須排隊等候比賽，並不得擅自離開候賽區，直至工作人員示意方可離去。 

4. 比賽開始前所有參賽者均須由工作人員帶領入場。 

 

(丁 ) 比賽區 Race Area 

1. 所有參賽者必須於開賽前 1 分鐘登上龍舟機上準備比賽，當司令員作「最後 1分鐘」通知後，所

有遲到者不會被接納比賽。 

2. 所有完成比賽者必須盡快離開比賽區，並不得騷擾其他參賽者。 

3. 所有比賽起步由發令員發出「Are you ready」，跟着五秒內發出「Go」的號令。 

4. 如有參賽隊伍偷步，該選手會被警告一次。參賽隊伍如接獲兩次警告即被取消其參加資格。 

5. 比賽途中如遇機械故障，有關參賽者將被安排重賽。 

6. 如以上之故障是由參賽者不小心或個人技術錯誤所至，將不獲安排重賽。 

7. 比賽途中如參賽者跌離坐位或把手鬆脫，參賽者需用其比賽時間返回原位繼續比賽。 

 

練習時段 

日期： 2017年 6月 2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地點： 香港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生力啤酒節 

備註： 1. 如登記練習人數眾多，每名參加者可獲編排最多 2分鐘練習。 

2. 練習時，運動員必須聽從在場工作人員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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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之特別安排 

1. 如遇比賽當日上午 8時正或以前，天文台宣佈三號、八號風球或以上、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警

告等訊號生效，所有賽事將會取消。 

2. 如天文台於比賽當日下午 2時正或以前取消三號風球、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等訊號，下午

賽事將如期舉行。 

3. 如遇雷暴警告、一號風球或天雨，主辦單位將會於賽事開始前 2小時以短訊或電話通知比賽隊伍

有關賽事安排，各隊伍領隊務必留意有關通知。賽事舉行與否，均以賽事籌備委員會作最終決定

及安排，所有參賽隊伍必須遵從有關安排。 

4. 基於安全理由，在賽事中途遇到任何情況或惡劣天氣，賽事籌備委員會有權取消或延遲任何賽事。 

 

賽事節目表 

日期 事項 

2017年 5月 28日 截止報名 

2017年 6月 2日 (星期五) 

香港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練習時間 

2017年 6月 3日 (星期六) 

香港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上午 9時 15分 賽員登記及比賽簡介 

上午 9時 45分至 11時 

初賽 

(每場比賽前即時作龍舟

機抽籤並安排比賽) 

上午 11時 30分至 12時 15分 決賽 

 

報名方法 

請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將報名表以電郵(hkdba@hkolympic.org) 或傳真(2577 1873)至中國香港龍

舟總會秘書。 

 

** 參賽隊伍提供之資料只用作本會是次活動報名之用。除授權職員外，本會將不會把任何資料提供予

其他人士，並在活動完成一個月後將所有有關文件銷毀。如欲取回有關文件，請作事先通知並於活動

完成一個月內到本會領取。 

mailto:hkdba@hk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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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龍舟嘉年華 
第五屆「生力香港陸上龍舟邀請賽」 

 
報名表 

 

隊伍名稱 (中文) (英文)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電子郵箱    

參賽項目  國際組   本地組 (請以表示) 

 

隊員資料 

 英文全名 性別 

鼓手 1   

划手 1   

划手 2   

划手 3   

划手 4   

划手 5   

後備 1   

後備 2   

 

責任聲明 

本機構保證所有賽員均為機構之成員，並且體格健全及經過訓練，適合參與室內龍舟比賽，是次參賽

之一切後果概由賽員本身負責。我等同意遵守主辦機構所訂一切規則。本會謹此聲明，如因前往或離

開比賽場地或由比賽而引致傷亡或財物損失，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或任何與

比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之人士或機構，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代表姓名：  代表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