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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建行（亚洲）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 与 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合办 

国际龙舟联合会及亚洲龙舟联合会认可赛事 

香港中环海滨举行 

2019 年 6 月 14 至 16 日（星期五至日）  

 

 

 

赛事程序表 

日期及时间 

(香港时间) 
事项 

6月 3日(星期一) 

比赛时间表 

 

比赛时间表将上载至网上报名网页(https://hkidbr.sportsoho.com/zh-hant) 

及中国香港龙舟总会网页 (https://www.hkcdba.org/2019-2019ccb-asia)。  

6 月 8 日(星期六) 至  

6 月 9 日(星期日)  

早上 10 时至 

晚上 7 时  

领取赛事物资及核对数据(只限本地队伍) 

 

领队必须亲临领取赛事物资，同时核对并确认队伍数据、队员名单及参与的

比赛项目。 

 

地点：2019 建行（亚洲）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 赛事秘书处 地址：九龙钻

石山彩虹道华懋工业大厦 

 1 楼 A室 

地图： https://goo.gl/maps/WCdCUU5UxQfWdWJt9 

 

注意：所有参加者必需在比赛当日出示有效的运动员手带参赛，如未能出示

将不能参赛。 

赛事通告(二) 

公布日期：2019年 6月 3日 

主办机构： 

合办机构： 

https://hkidbr.sportsoho.com/zh-hant
https://www.hkcdba.org/2019-2019ccb-asia
https://goo.gl/maps/WCdCUU5UxQfWdWJt9


 
 
 

第2/6頁 

6月 13 日(星期四)  

早上 10 时至 

晚上 7 时  

领取赛事物资及核对数据(只限海外队伍) 

 

领队必须亲临领取赛事物资，同时核对并确认队伍数据、队员名单及参与的

比赛项目。 

 

地点：奥运大楼 

地址：香港铜锣湾扫杆埔大球场径 1 号奥运大楼 1 楼会议室 

地图：https://goo.gl/maps/SsXcjcMSs29nf9K48 

 

注意：所有参加者必需在比赛当日出示有效的运动员手带参赛，如未能出示

将不能参赛。 

6月 13 日(星期四)  

晚上 7 时 30分  

领队会议(所有领队必须出席) 

 

大会将解述竞赛条例及规则、赛制及各项比赛安排。  

 

地点：奥运大楼 

地址：香港铜锣湾扫杆埔大球场径 1 号奥运大楼 2 楼赛马会演讲厅 

地图：https://goo.gl/maps/SsXcjcMSs29nf9K48 

 

注意：所有领队必须出席（由于坐位有限，每队只限一名代表出席）。 所有

队伍（无论有否出席领队会议），必须遵守在领队会议上公布及决定之一切

事项，不得异议。  

比赛前 30分钟 

检录处报到 

 

所有参赛队伍需于比赛前最少 30分钟到检录处 (中环 10号码头)报到。  

中环 10号码头：https://goo.gl/maps/BVAGaewwNWKXbsbDA 

 

注意：任何参赛队伍如不能准时到达检录处报到，将被取消资格。  

6月 14日 

(星期五) 

（上

午） 
海外队伍及获邀队伍练习时段* 

（下

午） 
小龙各项比赛、开幕礼及颁奖典礼 

6月 15日(星期六) 标准龙各项比赛及颁奖典礼 

6月 16日(星期日) 标准龙各项比赛及颁奖典礼 

6月 16日(星期日) 

晚上 6时 30分 

庆祝晚宴（只限海外获邀队伍） 

 

https://goo.gl/maps/SsXcjcMSs29nf9K48
https://goo.gl/maps/SsXcjcMSs29nf9K48
https://goo.gl/maps/BVAGaewwNWKXbs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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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煌府婚宴专门店。 

地址：尖沙咀弥敦道 100 号 The ONE 13 楼。 地图：  

https://goo.gl/maps/Wh9DQUBPN8mrL9FW9 

*获邀队伍包括所有参加「5-hour ENERGY香港杯」及其他本地邀请赛。  

 

后补赛期 

日期 事项 

6月 22至 23日 

(星期六至日) 

如因香港旅游发展局及中国香港龙舟总会未能控制的情况下，2019建行

（亚洲）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不能在香港中环海滨举行，赛事将于 6月 22

日至 6 月 23日移师沙田城门河举行。  

注意：筹备委员会保留取消赛事或延期的决定权，比赛报名费及帐篷租金（如

适用）概不退还。  

 

最新参赛队数(截至 2019年 6月 1日) 

比赛项目 小龙 200 米 标准龙 400 米 

国际锦标赛 

国际公开锦标赛 23 21 

国际混合锦标赛 25 24 

国际女子锦标赛 20 9 

国际癌症康复者锦标赛 8 - 

国际展能锦标赛 - 7 

本地锦标赛 

公开锦标赛 34 25 

混合锦标赛 25 34 

生力清啤女子锦标赛 11 9 

建行(亚洲) 银行锦标赛 - 9 

商行锦标赛 - 13 

青年锦标赛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盾 - 7 

本地邀请赛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纪律部队邀请赛 - 7 

会长盾 

会长盾 - 8 

国际金杯赛事 

建行 (亚洲) 国际公开金杯赛 - 32 

国际混合金杯赛 - 32 

国际女子金杯赛 - 16 

特别赛事 

https://goo.gl/maps/Wh9DQUBPN8mrL9FW9


 
 
 

第4/6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建行（亚洲）纪念

杯 
- 8 

5-hour ENERGY香港杯 - 15 

建行(亚洲) - 中企协龙舟邀请赛 - 9 

QTSA x 黑白®港式奶茶杯 - 9 

Elite Partners扮嘢大赛 - 17 

竞赛条例及规则 

根据最新版本之国际龙舟联合会之「国龙联会赛事规例」及「比赛规则」，及「中国香港龙舟总会本

地修订竞赛条例及比赛规则」。  

注意：所有参赛队伍之领队及所有队员有责任熟悉竞赛条例及规则。  

 

线道抽签及帐篷安排 

线道抽签结果及帐篷安排已上载至网上报名网页(https://hkidbr.sportsoho.com/zh-hant) 

及中国香港龙舟总会网页 (https://www.hkcdba.org/2019-2019ccb-asia)。  

 

5-hour ENERGY 香港杯 

除奖座及奖牌外，「5-hour ENERGY香港杯」的胜出队伍将 会获得由 5-hour ENERGY赞助的奖金如下: 

 

冠军–港币 $8,000 

亚军–港币 $3,000 

季军–港币 $1,000 

 

Elite Partners扮嘢大赛 

此项赛事赛程为 400米，设有「特色造型大奖」、 亚军及季军；大会评判将会根据参赛队伍的造型主题、

设计、创意及外观，选出各个奖项的得主。  

 

练习时段 (只限海外队伍及获邀队伍) 

有关练习时段之安排及详情将于 2019年 6月 10日经电邮发送至已登记之队伍。 队伍须于指定练习时

间前 15分钟到检录处（中环 10号码头）报到。  

 

比赛期间大会联络 

比赛期间，队伍如有查询或需要协助，请前往位于检录处 (中环 10 号码头，地图：

https://goo.gl/maps/BVAGaewwNWKXbsbDA)旁的赛事信息中心。  

 

海外龙舟队伍之本地交通安排 

大会已委任恒盛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为「2019建行（亚洲）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的本地交通服务供

货商。 海外队伍可以联络恒盛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安排到港或离港的机场、口岸/酒店接送、酒店/场地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81bcd4_f8552ae9b93f445685e3ca4e9053f612.pdf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81bcd4_d08018a96efd4462a068f5771106213b.pdf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f648d8_dfc9787cde2940f78ff537c8508d7b60.pdf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f648d8_dfc9787cde2940f78ff537c8508d7b60.pdf
https://hkidbr.sportsoho.com/zh-hant
https://www.hkcdba.org/2019-2019ccb-asia
https://goo.gl/maps/BVAGaewwNWKXbs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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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接送，以及在港的旅游行程，惟有关费用将由队伍负责。  

 

联络人： 

蒙伟燊先生 

恒盛国际旅游有限公司(HS Travel International Co. Ltd) 

电话号码: (852) 2739 6100, 电邮: johnmong@hstvl.com 

区域/地点 
中环海滨场地 

*(经西区海底隧道) 
机场 

尖沙咀 

中港码头 
上环码头 深圳口岸 

45座位旅游巴士、单程计费用 

油尖旺区 港币$930* 港币$1,370 港币$820 港币$910 星期一至星期五 

港币$3,200 

 

星期六,日及 

公众假期 

港币$3,700 

九龙城区 港币$930* 港币$1,370 港币$820 港币$910 

葵青区 港币$1,080* 港币$1,370 港币$1,120 港币$1,060 

荃湾区 港币$1,080* 港币$1,370 港币$1,120 港币$1,060 

沙田区 港币$1,040* 港币$1,470 港币$920 港币$1,020 

中西区 港币$920 港币$1,470 港币$900 港币$9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港币$3,350 

 

星期六,日及 

公众假期 

港币$3,850 

东区 港币$920 港币$1,470 港币$900 港币$900 

湾仔及铜锣湾区 港币$920 港币$1,470 港币$900 港币$900 

交通附加费(上午 6:00前或晚上 11:30后适用) 

油尖旺区 上午 8:00 前或晚上 8:00 后；每辆旅游巴士每程之附加费为港币

$110; 

 

上午 7:00 前或晚上 10:00 后；每辆旅游巴士每程之附加费为港币

$160; 

 

上午 6:00前或晚上 11:30后；每辆旅游巴士每程之附加费为港币

$370 

上午 7:00前或晚

上 10:00后；每

辆旅游巴士每程

之附加费为港币 

$800 

九龙城区 

葵青区 

荃湾区 

沙田区 

中西区 

东区 

湾仔及铜锣湾区 

市内接送等候时间为 15分钟。 若等候时间超过 15分钟，将当作一程旅游巴士租赁收费。 

 

水站 

大会将于比赛场地设置水站以取代派发樽装水，请各运动员自备水樽。  

 

mailto:johnmong@hstv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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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位置 

地点：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中环，香港 

地图：https://goo.gl/maps/qwHtd4vyStAysx84A 

 

查询 

 

2019建行(亚洲)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 赛事秘书处 

 

电话  (852) 2110 0398 （香港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至下午 6:00，公众假期除外） 

电子邮箱 hkdbc2019@hktb.com 

网上报名网页 https://hkidbr.sportsoho.com/zh-hant 

地址 九龙钻石山彩虹道华懋工业大厦 1 楼 A 室 

 

 

https://goo.gl/maps/qwHtd4vyStAysx84A
mailto:hkdbc2019@hktb.com
mailto:hkdbc2019@hktb.com
mailto:hkdbc2019@hktb.com
https://hkidbr.sportsoho.com/zh-h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