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業議會龍舟競賽 2022
《章程》
賽事詳情
日期

2022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日) 農曆九月二八

時間

上午 8:00 至 下午 1:00

地點

沙田城門河（翠榕橋至沙燕橋之間一段河道）

截止報名日期

2022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三)

賽事內容
項目

男女子中龍混合邀請賽

賽程

500 米

賽事及獎項

以一場比賽作決，首 4 名進入「建造業議會盃」角逐冠軍。每場賽事設冠、亞、季、殿軍，均可
獲獎盃、獎牌及獎旗。

人數

每隊報名人數最多 30 名（包括後備），其中最少 15 名持有有效建造業工人註冊證
每次出賽划手最多 20 名、最少 16 名（其中女性划手限定 4 至 6 名），另鼓手及舵手各 1 名（性
別不限）

費用

港幣$5,000（報名費港幣$2,500 及 按金港幣$2,500）

領隊會議
日期

2022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4:00 至 下午 6:00

地點

建造業議會總辦事處（地址：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其他事項
每隊參賽隊伍可獲贈
1. 賽事當日嘉賓證 2 張
2. 金豬 1 隻
3. 飲品
4. 紀念特刊 1 本
5. 賽前練習：安排於 2022 年 9 月 17 日至 10 月 2 日期間的周末，於沙田城門河進行共三節免費練習，每節 1.5 小時。
練習時間由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於 202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舉行的領隊會議中公布。
 練習期間主辦機構只提供艇隻及槳供隊伍自行練習，教練及舵手由隊伍自行安排。
 如個別隊伍需要額外練習時間，可聯絡建造業議會向主辦機構申請，練習時間、地點及費用由主辦機
構安排。

參賽須知
1.

因名額有限，如報名隊伍數目超過名額，建造業議會將會以先到先得方式作決定。未能成功報名的隊伍將於 2022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或以前獲通知並退回參加費用。

2.

隊名必須同時提交中文隊名及英文隊名，一經報名後不得更改。

3.

一經報名付款，如退出、棄權或被取消資格，報名費概不發還。賽事如因天氣惡劣而被迫取消，所繳的報名費亦
概不發還。

4.

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不接受任何機構在同一組別內以相同或相若之隊名參賽。

5.

每位參賽者不得在同一組別中同時代表不同隊伍出賽。

6.

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有權拒絕或不接受隊名含有不雅成份之隊伍報名參賽。

7.

報名參加的公司／機構有責任確保其隊員能游泳，且體格及泳術適合參賽。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對於參賽者因
體格及泳術不佳而引致的損傷或更嚴重情況，概不負責。

8.

參賽隊伍必須遵守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之競賽規則，否則會取消其參賽資格或賽事成績。

9.

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盡量保障練習及比賽時在安全環境下進行，惟不承擔任何意外發生的責任，故參賽公司／
機構派出的各隊伍及參賽者須自負一切責任及自行購買保險。

10.

18 歲以下的參賽者須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方可參加練習及比賽。

11.

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有權就以下情況充公參賽隊伍按金：
11.1 練習及比賽期間隊伍對賽會提供的用具有造成破壞或損失（若按金不足以支付，隊伍必須補償所欠差額）。
11.2 成功報名後退出比賽。
11.3 在比賽當天未能依時到召集處報到。
11.4 出賽人數不足。

12.

每支隊伍設有 2 名領隊（非隊長及參賽隊員），負責在典禮區領取獎項。

13.

參賽者必須穿著統一制服出賽。

14.

賽事當日早上六時前，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或懸掛八號颱風信號，賽事將會取消，請留意電台及電視台廣播
有關消息。

15.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建造業議會或主辦機構有權隨時修改而無須作任何通知。

競賽規則
1.

1. 各參賽隊伍必須服從建造業議會、主辦機構及裁判員之指令，倘若有不服從裁判決定或故意滋事者，建造業議
會及主辦機構有權即時取消其比賽資格。

2.

各領隊/參賽隊伍須確保在比賽場地自行展示的物品、資料、服飾及己隊參賽隊員均不會進行涉及危害《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行為，有關違規行為亦與主辦單位無關。

3.

各參賽隊伍之領隊必須監管該隊隊員之紀律，倘有故意滋事者，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判
停賽一年。

4.

如遇到特別事故，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有權作出艇隻的抽調安排，參賽隊伍不得異議，拒絶者將作自動棄權論。

5.

賽事採用一次出發制起步，凡有隊伍出現偷步或犯規，賽事將繼續進行，偷步或犯規的隊伍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6.

各參賽隊伍必須佩帶賽員証於各組開賽時間前 30 分鐘到達召集處報到，集合後由主辦機構安排抽艇及前往上落
艇區準備落艇，如有違規將被即時取消比賽資格。

7.

各參賽隊伍必須經檢錄組工作人員核實出賽人數，如發現有人數過多或不足者，將被即時取消比賽資格。

8.

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不接受隊伍以站立或半蹲方式進行比賽，如有違規將即時被取消比賽資格。

9.

各參賽隊伍必須使用主辦機構提供之划槳比賽，如有違規將被即時取消比賽資格，比賽獲得的名次不獲承認。

10.

賽前所有龍舟應一致排列在起點處，舵手須緊拉著起點浮排的繩索，鼓手停止敲鼓，所有划槳須離開水面平放船
身旁，直至發令員發號司令『預備』
，然後鳴響一聲後始落槳前進，如有違規將被即時取消比賽資格，比賽獲得
的名次不獲承認。

11.

競賽時每艘龍舟須依照適當航道前進，不准越線，艇上的顏色旗幟應整枚張開，不准將其紮起，亦不得擅自豎立
其他旗幟在船上，如有違規將即時被取消比賽資格，比賽獲得的名次不獲承認。

12.

比賽完畢後，各隊伍必須盡快將艇隻及用具完整歸還主辦機構負責人點收，如有隊伍故意破壞或將艇隻及用具弄
沉，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及今後之參賽權利，同時一切修理費用由該隊全數負責。

13.

決賽勝出(冠、亞、季及殿軍)之隊伍，其領隊須立即到達頒獎台旁等候領獎，待主辦機構裁判正式宣佈結果後接
受獎項，否則將由建造業議會安排代領。

14.

賽事進行期間之電視播映、電影紀錄片拍攝、電視台、電台及報館之採訪，由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決定及負責
安排，參賽隊伍不得自行安排，如有違規將被即時取消比賽資格。

15.

大會嚴禁隊伍於主辦機構競賽場地內任何地方進行拜神儀式，如有違規將被即時取消比賽資格。

16.

賽員在練習及比賽期間，倘因任何意外以致身體受傷、死亡或財物損失，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概不負責，不諳
水性者及不適宜作劇烈運動者請勿參加。

17.

本規則如有未盡善之處，大會有權隨時修訂施行，而無須作任何通知。

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
電話：2100 9488

電郵：cisvp@cic.hk

網址：www.cisvp.hk

建造業議會龍舟競賽 2022
男女子中龍混合邀請賽隊伍報名表
公司／機構名稱

中文

英文

隊伍名稱

中文

英文

參賽人數

共 ____________________ 人（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 名男隊員及 __________________ 名女隊員）

通訊地址

姓名

職位

電話

電郵

公司／機構聯絡人

龍舟練習

隊伍會否參與大會提供的三節免費龍舟練習（每節 1.5 小時）

費用

* 請將報名費及按金分別用兩張劃綫支票支付，支票抬頭「建造業議會」，並於支票背面註明

報名費每隊港幣$2,500
按金每隊港幣$2,500

 參與

 不參與

「建造業議會龍舟競賽 2022」
報名費支票號碼及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按金支票號碼及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本公司／機構聲明派出的參賽隊伍所有隊員之體格及泳術適合參賽，而未滿 18 歲的隊員亦已獲得家長／監護人批准並
同意參加。如因本公司／機構之隊員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練習及比賽期間（包括前赴或離開比賽場地）的財物損
失或傷亡，建造業議會及主辦機構均無須負責，同時本公司／機構所派出的參賽隊伍同意遵守主辦機構所訂的一切規則。
公司／機構聯絡人簽名

日期
（附公司／機構蓋印）

* 請於2022年8月17日(星期三)或以前將
√ 填妥的隊伍報名表格
電郵至cisvp@cic.hk。
於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或以前將
√ 兩張劃綫支票(報名費及按金)
√ 填妥的隊員登記表及隊員證件照
郵寄或遞交至「建造業運動及義工計劃」統籌辦事處(地址：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信封面
請註明「建造業議會龍舟競賽2022」及「Private & Confidential」。
* 成功報名隊伍將於2022年9月2日(星期五)或以前收到通知，隊伍領隊必須出席於2022年9月15日(星期四)舉行的領
隊會議。
備註：
* 所有參賽者須年滿16歲或以上
* 每隊報名人數最多30名(包括後備)，其中最少15名持有有效建造業工人註冊編號
* 男女子中龍混合賽每次出賽划手最多20名、最少16名(其中女性划手限定4至6名)，另鼓手及舵手各1名(性別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