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九龍盃龍舟極速挑戰賽章程 2017
賽事資料公告
敬啟者: 由九龍體育會香港自由龍龍舟會合辦之 『第 1 屆九龍盃龍舟極速挑戰
賽 2017』將 201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於沙田城門河道，-沙田體育會龍舟
訓練場地舉行，本會主旨是宣揚及推廣龍舟運動，提供龍舟競賽新玩意，將速度，
耐力，技術運用於龍舟競賽上，本會現誠邀貴隊參與並預祝成功 !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日)
時間： 上午 8 時 至下午 5 時
地點： 沙田城門河道，-沙田體育會龍舟訓練場。
賽制 : 每個組别，每隊要比賽三場，2 場初賽以分數計算，晋升金盃及銀盃决賽。
而學界大專组，則以三場成績計算名次。
人數 : 每组各隊落龍人數共 12 名，最多划手 10 名，鼓手 1 名及舵手 1 名。
混合組 規限划手人數是 4 名女划手，6 名男划手共 10 名。
而女子組 全部划手必需是女性，共 10 名。
學界組，公開组，專業團體及商行組，每组落龍划手最多 10 名。
所有组別之舵手及鼓手，性別不限。
賽程 :
各組初賽第一場，用小龍，划手 10 名，扒 200 米 。
初賽第二場，用中龍，划手 10 名，扒 200 米。
决賽第三場，用小龍，划手 10 名，扒 100 米。
獎項 : 各组決賽，冠軍，亞軍，季軍及殿軍都有獎盃，而金盃組別之冠軍，亞
軍及季軍另頒發獎牌十五個。
截止報名日期：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以電郵收到時間為準，先到
先得。 (報名予以接納與否，視乎參加隊伍數目而定。)
領隊會議及抽韱日期 : 2017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7 時 30 分。
地點： 待定，稍後面書專頁上公佈。
(歡迎各隊伍派代表到現場監察及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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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組別及賽程如下 :
組別

報名費用

比賽項目

比賽人數

名額 備註欄

學界大專

HK 1,800

3 場比賽採計

每隊落龍人數

4隊

分制

共 12 名，划手，鼓

第二高分數為亞軍，第三高分數是季軍及第四高分

手及舵手不限性

數是殿軍，如相同分數則以第三場名次决定。

組
(青龍盃)

各隊所得三場名次之分數相加，最高分數為冠軍，

別。
公開組

HK 1,800

(金龍盃)

2 場初賽 + 1

每隊落龍人數

12 隊

各隊以 2 場初賽所得名次之最高分數，決定進入

場决賽共划 3

規限 12 名，划手，

决賽，如相同分數，則以第二場名次决定為先。

場

鼓手及舵手不限性

1-4 名進入金盃決賽。

別。

5-8 名進入金碟決賽。
9-12 名進入金碗決賽。

混合組

HK 1,800

(鳳凰盃)

2 場初賽 + 1

每隊落龍人數

8隊

各隊以 2 場初賽所得名次之最高分數，決定進入

場决賽共划 3

規限 12 名，男性划

决賽，如相同分數，則以第二場名次决定為先。

場

手 6 名，女性划手

1-4 名進入金盃決賽。

4 名，鼓手及舵手

5-8 名進入銀盃決賽。

各一名及不限性
別。
專業團體

HK 1,800

(猛龍盃)

2 場初賽 + 1

每隊落龍人數

8隊

各隊以 2 場初賽所得名次之最高分數，決定進入

場决賽共划 3

規限 12 名，划手

决賽，如相同分數，則以第二場名次决定為先。

場

10 名，鼓手及舵手

1-4 名進入金盃決賽

各 1 名及不限性

5-8 名進入銀盃決賽

別。
工商組

HK 1,800

(飛龍盃)

女子組
(銀龍盃)

HK 1,800

2 場初賽 + 1

每隊落龍人數

8隊

場决賽共划 3

規限 12 名，划手

决賽，如相同分數，則以第二場名次决定為先。

場

10 名，鼓手及舵手

1-4 名進入金盃決賽。

各 1 名及不限性別

5-8 名進入銀盃決
8隊

各隊以 2 場初賽所得名次之最高分數，決定進入

2 場初賽 + 1

各隊落龍人數規限

各隊以 2 場初賽所得名次之最高分數，決定進入

場决賽共划 3

12 名，女划手 10

决賽，如相同分數，則以第二場名次决定為先。

場

名 ，鼓手 1 名及舵

1-4 名進入金盃決賽。

手 1 名，鼓手及舵

5-8 名進入銀盃決賽。

手，不限性別。
速度王

決賽小龍 100

划手 10 名，鼓手 1

挑戰盃

米

名及舵手 1 名。

4隊

學界大專組，公開組，專業團體組，及工商組冠軍
進入此項比賽。

第一届九龍盃龍舟極速挑戰賽章程 2017
比賽規則
1. 大會不會為任何隊伍提供划手、鼓手或舵手等，以示公平。
2. 所有組别初賽及決賽，每隊落龍人數共 12 名，包括划手，鼓手及舵手。
3. 所有組别划手，可携帶使用私家槳出賽。
4. 男女子混合組別，落船男划手最多 6 名，女划手 4 名，另須設舵手及鼓手各一名，
均不限性別。
5. 各賽員 14 歲或以下﹐需要填寫『家長同意書』
；有關同意書請於「比賽資料」內下
載。
6. 各龍舟隊應按照大會工作人員指示所分配之龍舟號碼，不得擅自選擇出賽龍舟。
7. 各龍舟之設備，除鼓、槳、尾橈、水殼外，不得携帶或放置其他物件落龍舟，大會
負責人有權查驗，不讓其物件放在龍舟上，唯獨頭戴式小型拍攝器随外。
8. 每一龍舟隊須在開賽前 15 分鐘登上指定龍舟划往起點區，中途不得停泊任何船邊
及在海上轉圈，如不受勸喻，可被即時取消參賽資格。
9. 每一龍舟隊均應在起點區內按其指定之賽道就位。
10. 起點線的各龍舟位置，為船身最前部份(包括龍頭)，排成一線為合，各隊舵手、應握
其在起步點之固定膠柱位置，聆聽起點發令員之口號及指示，排位妥當後，安號槍
一響，比賽開始。
11. 開賽時若發現隊伍犯錯或偷步，會立即發出訊號示停，各隊應聽令迅速返回原位，
待重新開始；若於第二次起步遇再有犯錯或偷步者，裁判會判決取消其比賽資格，
唯該場比賽仍會繼續進行。
12. 每一場賽事中，將有裁判船跟隨在出賽龍舟後面，觀察各龍舟隊表現、賽道情況及
比賽過程等，如有龍舟踰越航道會立即提出警告；若導致阻礙其他賽龍，又或導致
龍舟相撞等違規情況，裁判可取消越線犯規龍舟之比賽資格。
13. 所有划手不得以站立或半跪方式進行划船，舵手亦不得以撬杪方式助龍舟推進。另
外，鼓手不可蓄意於比賽期間離開鼓手座席，若裁判發現隊伍有上述違規情況，可
判決取消 其參賽資格。
14. 各參賽隊必須依照大會指定航道號碼之終點位置衝線，如龍舟過终點時，入錯航道，
大會裁判可取消其該場之名次及成績。
15. 以龍頭到達衝線點，方算完成賽事。
16. 大會不會為任何參加者購買任何性質的保險，參加者須量力而為，並自行衡量購買
保險事情。
17. 大會為賽員提供救生衣設備，如個別隊伍需要，可免費借用，唯事後需要交還，隊
伍也可自備。
18. 任何進入決賽之隊伍，若無適當理由而缺席賽事；又或經大會裁定為蓄意擾亂賽會
者，大會有權不接受該隊日後之比賽。

19. 比賽細則有權隨時修改，但會在當日比賽前通知所有參賽隊伍；大會有最終解釋權，
所有參加者一切遵從大會規則參加比賽最終賽例以領隊會以確定為準。
20. 每間機構/團體/隊伍的參賽項數將不受限制。
22.大會有權拒絕任何隊伍參賽，而不需作出任何解釋。
23.任何賽隊或賽員如有嚴重違反競賽規則或紀律行為，可被取消參賽資格及所獲之獎
項。
24. 若任何一個組別的參賽隊伍之數目不足三隊，該組別可能會被取消。
25. 賽事形式詳情將在領隊會議中公佈及最终碓實。
26. 惡劣天氣之特別安排 如比賽當日上午六時或以後天文台始或仍然懸掛三號颱風或
以上、 黑色或紅色暴雨警告等訊號，所有賽事將會取消。基於安全理由，在賽事中途
遇到任何情況或惡劣天氣，大會有權取消或延遲任何賽事，而所有參賽費用恕不退還。
27. 在比賽期間，如有撞船沉龍，需留在龍舟邊等待救援，上岸後立即由領隊點齊人數
及通知檢錄裁判才可離開 。
28. 如對賽果不滿意，有投訴必需只可由領隊一人以書面，在比賽完成 10 分鐘內交回
大會裁判處，如上訴得直，大會會退回抗議費 $500 現金给該頷隊及宣佈更改成績。如
大會裁判仍然维持原判，上訴失敗抗議費用不會退回。
29. 各隊請保持埸内及場外地方清潔，離開時請將所有物品帶走。
30. 各隊請留意保管好自己之私人財物，如錢包，電話等貴重物件，以免遣失。

參加辦法: 如貴 隊欲參與本會今屆龍舟挑戰賽，請將參賽費用 $1800 元， 直接
存入 : 中國銀行户口號碼 : 012-917-00251825，户口名稱 九龍體育會有限公
司，請於入數存根上註明報名隊名稱並連同報名表電郵到 hau1638@gmail.com。
或郵寄支票到香港九龍長沙灣元洲街 273-279 號 泰盛工業大廈 3 樓 G 室
支票抬頭 : 九龍體育會有限公司
*付款收據將於領隊會議當日派發。
*報名一經確認，報名費恕不退還。
查詢電話 :
九龍體育會 電話：852-8202 2433

呂忠財 電話：(852) 92051776

譚家寶
電話：(852) 6419 4398 周楚孝 電話：(852) 61038417
網址：www.kowloonsportsclub.org.hk 電郵地址：hau1638@gmail.com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