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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介紹 
香港遊樂場協會(Hong Kong Playground 

Association)創立於一九三三年，是香港一所歷史悠久的非政府青少年社會服務機構。透過多元化的服務，

致力培育青少年在德、智、體、群、美全面而均衡的身心發展，成為香港社會的接班人。 

 

本會服務分為「中央行政及機構傳訊部」、「社會工作部」及「文化及

體藝部」三大部門。「中央行政及機構傳訊部」負責協會行政、組織大型

活動、機構傳訊、專業研究及發展等。「社會工作部」服務包括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兒童及青年中心、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青少

年深宵外展服務、社區支援服務計劃、學校社會工作服務、非常學堂

輟學生輔導計劃等。而「文化及體藝部」則包括場館、營舍、交流

及藝術服務、體育服務及社會企業。服務單位遍佈港島、九龍、

新界及離島各區。同時，本會亦與內地、澳門及東南亞鄰近地區

的政府及公營機構有經常性的交流和合作，以促進彼此間之專業發展。 

 

本會一直秉持「以人為本、追求卓越」的精神，貢獻社會，造福新一代，並致力成為一所本地及國際

知名的專業青少年服務機構。 

賽馬會「動歷海洋」水上活動計劃 
本會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全港不同地區推廣為期三年的賽馬會「動歷海洋」水上活動

計劃 。計劃目的是推廣三項水上活動，其中包括獨木舟、直立板(立划板)及平板賽艇。希望透過在學校及社

區舉辦多元化的體驗活動，提升大眾對水上活動的興趣和認知，並加以善用香港豐富的天然資源，藉此推動

親水文化。 

計劃目標 

計劃內容 

 

 

知識方面 

 傳授參加者獨立舟、直立板

(立划板)及平板賽艇的專業知

識。 

 灌輸參加者水上活動安全知識 

 向大眾宣揚海洋保育知識 

 

態度方面 

 提升大眾對水上活動的安全意

識及興趣。 

 提升大眾對海洋保育的關注 

 加強及促進本港體育文化推廣 

實踐方面 

 為大眾提供價格相宜水上活動訓練機會 

 將水上活動陸上體驗帶進校園,打破學校推廣體育

的限制。 

 「水上活動流動體驗站」為大眾帶來具備學習、

訓練及娛樂元素的三合一活動機會。 

校園體驗活動 

校園水上活動證書課程 

室內划槳訓練課程 

海洋生態及文化大使 

指導員訓練課程 

親子水上活動工作坊 

校際水上活動競技日 

親水校園 親水社區 

水上安全及海洋科學工作坊 

水上活動生態教室 

三合一水上活動體驗 

社區水上活動證書課程 

社區水上活動競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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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水社區 

「『親』水社區」包含協助地區單位舉辦水上活動體驗及訓練，希望鼓勵及資助地區單位舉辦水上活

動，增加大眾對體育活動的參與，詳情如下： 

 

(一)水上活動證書課程 
 
水上活動證書課程將於不同地區開辦獨木舟、直立板(立划板)及平板賽艇證書課程，並提供優惠價

格予各團體及社區中心報名。讓市民可以了解水上活動是一種富趣味性及挑戰性的運動，並在證書

課程後持續地參與水上活動。 

 

 

水上活動證書課程活動如下︰ 

  

 獨木舟一星/海星章訓練課程 直立板初級證書課程/ 

立划板一段章證書課程 

平板賽艇課程-星際課程(一星) 

 

 

課

程

內

容 

 

 前槳、後槳、掃槳技巧 

 緊急停船 

 搬運及上落艇技巧 

 集合成艇排 

 覆舟後處理 

 雙人近岸清理艇隻 

 水上安全守則 

 

 學習基本直立板(立划板)技

巧 

 直立板(立划板)上的平衡 

 俯臥式、跪划式至站立式

於板面上的姿勢 

 握槳的正確方法 

 轉向技術 

 直立板(立划板)運動的安全

知識 

 水上安全守則 

 認識平板賽艇的基本操作技

巧和知識 

 平板賽艇結構介紹 

 陸上模擬訓練 

 器材的調較及使用 

 轉向技術 

 水上安全知識及守則 

 

證

書

內

容 

 

課程以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 

 獨木舟一星章證書 

 獨木舟海星章證書 

課程以香港衝浪及直立板總會

頒發︰ 

 直立板初級證書 

課程以香港獨木舟總會頒發︰ 

 立划板一段章證書 

課程以中國香港賽艇協會頒發︰ 

 平板賽艇課程–星際課程(一

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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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水社區」- 水上活動證書課程 (申請表格為 WSF_11) 

單位可自行選擇以下的水上活動項目： 

 

 本計劃會協助單位在社區舉辦證書課程，並為單位提供以下配套： 

 教練：本計劃會安排註冊教練 

 器材：協辦機構會代單位安排證書班所需要的訓練器材 

 團體或社區中心參加人數達 24 人或以上，本計劃可免費安排旅遊巴接送(平板賽艇除外)  

 

 單位需負責證書課程其他事項，包括： 

 宣傳及招收學員：必須在宣傳品上註明  

“合辦機構：香港遊樂場會 -賽馬會「動歷海洋」水上活動計劃 ” 

 提供參加者名單並收集家長同意書給本計劃作紀錄之用 

 單位需保存參加者相關資助資料，當本計劃需要時提供資料 

 參加者名單需包含︰中英文姓名、性別、年齡、聯絡電話、緊急聯絡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獨木舟一星/海星章訓練課程 

直立板初級證書課程/ 

立划板一段章證書課程 

平板賽艇課程- 

星際課程(一星) 

參加者人數 50%必須為受惠社群 

課程日

數： 

一天課程 一天課程 一天課程 

日期： 2021 年 12 月 - 2022 年 11 月 

時間： 09:00-16:00 09:00-17:00 

對象： 

 海星章︰8-13 歲人士 

(每班 6 人) 

 一星章︰14 歲或以上人士

(每班 8 人) 

 

(每天最多可開 4 班) 

 

 少年立划板一段︰8-13 歲人士 

(每班 6 人) 

 成人立划板一段︰14 歲或以上

人士(每班 8 人) 

 直立板初級︰8 歲或以上人士

(每班 8 人) 

 

(每天最多可開 4 班) 

11 歲或以上人士 

人數： 

每班 6 人 

 

(每天最多可開 2 班) 

地點： 
西貢/屯門/沙田/梅窩/東涌 直立板︰西貢/赤柱/荃灣 

立划板︰屯門/西貢 

荃灣/梅窩/大埔 

費用： 

 每位參加者港幣$120  

(費用已包證書費，參加者需自行安排午膳) 

 受惠社群人士*費用全免(必需在名單備註上清楚列明受惠社群類別) 

*包括低收入家庭、領取書簿津貼學生(半額或全額)、長者中心會員/60 歲或以上人士、

更生人士、戒毒人士、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 

上述內容只供參考，如有任何爭議，本計劃將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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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注意事項 

 

 附件為水上活動的簡介，供各單位參閱及宣傳之用 

 申請期為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 日(請於活動日期計兩個月前申請)，當收到申請表後 

我們會馬上處理，並與單位的聯絡人聯絡及作實 

 獨木舟一星章及海星章、少年立划板及成人立划板兩組年齡層的參加者不能合併上課 

 特殊學習需要及殘疾人士參加者請先與職員查詢 

 課程由粵語教學，若有需要以英語或普通話教學，請先與職員查詢 

 活動只適合 8 歲或以上人士參加（未滿 18 歲人士必須簽署家長同意書） 

 團體或社區中心必須遵守本計劃的參加者須知及惡劣天氣安排。如因私人理由或天氣狀況不佳  

而自行決定取消當天活動，貴 機構/團體須付上當天活動之全額費用 

 需繳付活動按金支票，金額為港幣$1000 元正以確實日期 

 活動按金將於活動後發還，若出席率不足報名人數的 7 成，將不獲發還 

 每團體或社區中心本年度申請上限共 5 班 

 如有任何查詢及意見，歡迎與我們聯絡 2157 0972 (陳小姐)  

 防疫指引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情況，本會有以下措施及指引，請參加者留意及遵守： 

 參加者若出現 2019 冠狀病毒病徵，如發燒、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或其他病徵包括鼻塞、頭

痛、結膜炎、喉嚨痛、腹瀉、喪失味覺或嗅覺、皮疹或手指或腳趾變色等，參加者不應參與活

動，以免病情加劇及傳播病毒。 

 參加者如在活動前 14 日有外遊記錄，曾接觸患有/懷疑患有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參加者不應

參與活動，本計劃將保留拒絕其參與活動的權利。 

 本計劃會採取特別活動措施及安排，包括：參加者到達集合地點後，須接受體溫檢測、消毒雙

手、配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清潔及消毒用具等，為保障大家健康，請配合工作人員指示，

多謝合作。 

 根據政府「疫苗通行證」的防疫抗疫措施，所有人士(12 歲或以上)進入或身處體育處所，需完

成接種疫苗；進入室外體育處所時，每位入場人士需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並出示疫

苗接種紀錄 / 醫學豁免證明書以供職員目視檢查。貴 機構活動負責人必須確保所有參加者及

員工已完成接種疫苗。 

 

鑑於疫情關係，若政府發出以下防疫指引，本計劃的活動均會延期/取消︰ 

 公眾場所進行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為 2 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所有刊憲泳灘、水上活動中心及體育處所關閉 

 若公眾場所進行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為 4 人，康文署轄下所有刊憲泳灘仍然關閉，活動將視乎

場地情況而定 

 

**防疫措施將按政府/機構的指引及實際情況而有所改動，相關安排請與負責職員聯絡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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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上活動流動體驗站 

水上活動流動體驗站設立目的是為市民大眾提供一個參與水上活動的機會，同時俱備「學習、運

動、娛樂」的元素，加深了解水上活動的樂趣。活動會透過水上活動器材/快艇到海中心進行獨木

舟、直立板(立划板)、平板賽艇體驗或生態導賞活動。參加者從中可學習到有關水上安全的知識，

加深了解各項水上活動的安全措施和技巧。亦能透過生態導賞，欣賞香港的自然生態環境、十分適

合社區中心或團體舉辦。 

 

水上活動流動體驗站活動內容如下︰ 

 

「三合一水上活動體驗」(近岸體驗) 

參加者會透過水上活動器材到達靜水海灣，由教練教導水上活動基本技術，分別體驗直立板(立划板)、獨木

舟及平板賽艇等水上活動。讓參加者在過程中分別感受不同水上活動的樂趣及獨特性，並在體驗活動後能持

續參與水上活動。  

 

 

  

    

    

   

「水上活動生態教室」 

活動由專業教練帶領參加者利用水上活動器材/快艇前往生態地點，途中透過詳盡的生態導賞，讓參加者認識

香港各種天然地貌，例如紅樹林，海蝕洞等。提升參加者對海洋生態的認知及加強對海洋保育的意識。 

 

 

 

 

 

 

「水上安全及海洋科學工作坊」 

活動由教練及導賞員帶領參加者以第一身視覺，學習關於海洋科學相關議題，探討不同價值，例如水上活動

安全講座，海洋科學工作坊，海岸生態，環保及海洋生物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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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水社區」- 「水上活動流動體驗站」- (申請表格為 WSF_12) 

單位可選擇以下的水上活動時段及日期︰ 

 

本計劃會協助單位在社區舉辦體驗活動，並為單位提供以下配套： 

 教練：本計劃會安排註冊教練 

 器材：協辦機構會代單位安排活動所需要的訓練器材 

 船隻： 由本計劃安排租賃遊樂船及快艇 

 團體或社區中心參加人數達 24 人，本計劃可免費提供旅遊巴接送  

 

單位需負責體驗活動其他事項，包括： 

 宣傳及招收學員：必須在宣傳品上註明  

“合辦機構：香港遊樂場會 -賽馬會「動歷海洋」水上活動計劃 ” 

 提供參加者名單並收集家長同意書給本計劃作紀錄之用 

 單位需保存參加者相關資助資料，當本計劃需要時提供資料 

 參加者名單需包含︰中英文姓名、性別、年齡、聯絡電話、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活動(一) 

「三合一水上活動體驗」 

活動(二) 

「水上安全及海洋科學工作坊」及 

「水上活動生態教室」 

活動日期︰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1 月 

活動內容︰ 

 水上安全講座 

 介紹 3 項水上活動特點 

 3 項水上活動體驗(近岸體驗) 

 水上活動小遊戲 

 水上安全講座 

 海洋科學工作坊 

 介紹海洋生態及海洋保育 

 生態旅程及導賞 

參加者人數︰ 

下限為 18 人、上限為 24 人 

(參加者人數 50%必須為受惠社群) 

下限為 20 人、上限為 24 人 

(參加者人數 50%必須為受惠社群) 

(因應政府防疫指引，人數可能有所改動) 

對象︰ 

 6 歲或以上人士 ( 6- 11 歲人士必

須由一名成人共同報名參與活動) 

及能穿着衣服游 50 米的人士 

 8 歲或以上人士 ( 8- 11 歲人士必須由一

名成人共同報名參與活動) 及能穿着衣服

游 50 米的人士 

 受惠社群人士*費用全免(必需在名單備註上清楚列明受惠社群類別) 

*包括低收入家庭、領取書簿津貼學生(半額或全額)、長者中心會員/60 歲或以上人

士、更生人士、戒毒人士、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 

活動地點︰ 西貢/長洲/沙田/梅窩 西貢/大埔/東涌 

活動時間︰ 上午 09:00 -下午 18:00  上午 09:00 -下午 16:30 

活動費用︰ 

(不包括午膳) 

每位 240 元正 每位 180 元正 

合資格受惠社群︰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 全年接受申請 

      上述內容只供參考，如有任何爭議，本計劃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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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注意事項 

 

 附件為水上活動的簡介，供各單位參閱及宣傳之用 

 申請期為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 日(請於活動日期計兩個月前申請)，當收到申請表後 

我們會馬上處理，並與單位的聯絡人聯絡及作實 

 特殊學習需要及殘疾人士參加者請先與職員查詢 

 課程由粵語教學，若有需要以英語或普通話教學，請先與職員查詢 

 活動只適合 6/8 歲或以上人士 ( 6 - 11 歲人士必須由一名成人共同報名參與活動) 及能穿着 

    衣服游 50 米的人士參加（未滿 18 歲人士必須簽署家長同意書）。 

 團體或社區中心必須遵守本計劃的參加者須知及惡劣天氣安排。如因私人理由或天氣狀況不佳  

而自行決定取消當天活動，貴 機構/團體須付上當天活動之全額費用 

 需繳付活動按金支票，金額為港幣︰活動一($5760 元正)，活動二($3600 元正)以確實日期 

 活動按金將於活動後發還，若出席率不足報名人數的 7 成，將不獲發還 

 每團體或社區中心本年度申請上限為兩團 

 如有任何查詢及意見，歡迎與我們聯絡 2157 0972 (張先生/梁先生)  

防疫指引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情況，本會有以下措施及指引，請參加者留意及遵守： 

 參加者若出現 2019 冠狀病毒病徵，如發燒、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或其他病徵包括鼻塞、頭

痛、結膜炎、喉嚨痛、腹瀉、喪失味覺或嗅覺、皮疹或手指或腳趾變色等，參加者不應參與活

動，以免病情加劇及傳播病毒。 

 參加者如在活動前 14 日有外遊記錄，曾接觸患有/懷疑患有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參加者不應

參與活動，本計劃將保留拒絕其參與活動的權利。 

 本計劃會採取特別活動措施及安排，包括：參加者到達集合地點後，須接受體溫檢測、消毒雙

手、未活動前配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清潔及消毒用具等，為保障大家健康，請配合工作人

員指示，多謝合作。 

 根據政府「疫苗通行證」的防疫抗疫措施，所有人士(12 歲或以上)進入或身處體育處所，需完

成接種疫苗；進入室外體育處所時，每位入場人士需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並出示疫

苗接種紀錄 / 醫學豁免證明書以供職員目視檢查。貴 機構活動負責人必須確保所有參加者及

員工已完成接種疫苗。 

 

鑑於疫情關係，若政府發出以下防疫指引，水上活動流動體驗站的活動將會取消或活動內容有所改

動︰ 

 

 公眾場所進行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為 2 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所有刊憲泳灘、水上活動中心及體育處所關閉 

 若公眾場所進行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為 4 人，康文署轄下所有刊憲泳灘仍然關閉，活動將視乎

場地情況而定 

 

**防疫措施將按政府/機構的指引及實際情況而有所改動，相關安排請與負責職員聯絡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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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遊樂場協會 

                         賽馬會「動歷海洋」水上活動計劃 

                        水上活動證書課程 

                         團體申請表 WSF_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細閱以下條款、本計劃的參加者須知及惡劣天氣安排： 
1. 每位參加者港幣$120 元正(受惠社群人士費用全免)。 
2. 需繳付活動按金以確實活動日期，每份團體申請表按金金額為港幣$1000 元正，若出席率不足報名人數的 7 成，

將不獲發還。 
3. 請於活動日期兩個月前填妥申請表格並電郵至 ws@hkpa.hk 或傳真至 2157 0973 以確認申請。 
4. 必須提供表格內所需的個人或團體資料，及簽妥活動協議書否則本計劃未能處理閣下的申請。 
5. 確認報名之團體將於一星期內收到確認電郵，電郵將附上詳細活動資料按金繳費方法及家長同意書。 

6. 單位需於活動日期一個月前確認繳費並將參加者資料電郵至 ws@hkpa.hk 以確認活動。 
7. 若要更正或修改已提交的個人資料，請於不少於活動前一星期與本會職員聯絡。 
8. 逾期繳費及遞交參加者資料，本計劃有權取消活動並不設退款。 
9. 指定外界團體*優先，必須單位蓋印作實。 
10.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話至 2157 0972(陳小姐)或電郵至 ws@hkpa.hk 查詢！  

閣下提供的資料及身份證明文件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核實身份之用。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除本會授權人士之外，不作外傳。 

＊指由教育局註冊學校、社會福利署資助之非政府機構、體育總會（即國際體育組織之附屬團體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之會員）、民政事務局

資助之制服團體/青年團體、政府部門。 

職員專用 

活動編號   

支票號碼  

團體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中心)︰  

聯絡電話(手提)︰  傳真號碼︰  

電郵 ︰  

運動項目︰ 

請  所選擇之運

動項目 

□ 獨木舟一星章 

□ 獨木舟海星章 

活動地點︰ 

(請填上 1-6；1 為最

優先考慮地點) 

獨木舟︰□西貢 □屯門 □沙田 

□梅窩 □東涌 

□ 直立板︰「直立板初級」 

立划板︰ 

□ 「少年立划板一段章」 

□ 「成人立划板一段章」 

直立板︰□西貢 □赤柱 □荃灣 

 

立划板︰□屯門 □西貢 

□ 平板賽艇課程(一星) 平板賽艇︰ 

□荃灣  □梅窩  □大埔 

活動日期︰  預計開班人數︰ (如帶隊職員參加訓練，將計算在內) 

旅遊巴服務 

(需參加人數達 24

人或以上) 

 □ 需要 

 □ 不需要 

去程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程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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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遊樂場協會 

                         賽馬會「動歷海洋」水上活動計劃 

                        水上活動流動體驗站 

                         團體申請表 WSF_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細閱以下條款、本計劃的參加者須知及惡劣天氣安排： 
1. 每位參加者港幣:活動一($240)/活動二($180)元正(受惠社群人士費用全免)。 
2. 需繳付活動按金以確實活動日期，金額為港幣︰活動一($5760)，活動二($3600)元正，若出席率不足報名人數的

7 成，將不獲發還。 
3. 請於活動日期兩個月前填妥申請表格並電郵至 ws@hkpa.hk 或傳真至 2157 0973 以確認申請。 
4. 必須提供表格內所需的個人或團體資料，及簽妥活動協議書否則本計劃未能處理閣下的申請。 
5. 確認報名之團體將於一星期內收到確認電郵，電郵將附上詳細活動資料按金繳費方法及家長同意書。 

6. 單位需於活動日期一個月前確認繳費並將參加者資料電郵至 ws@hkpa.hk 以確認活動。 
7. 若要更正或修改已提交的個人資料，請於不少於活動前一星期與本會職員聯絡。 
8. 逾期繳費及遞交參加者資料，本計劃有權取消活動並不設退款。 
9. 指定外界團體*優先，必須單位蓋印作實。 
10.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話至 2157 0972(張先生/梁先生)或電郵至 ws@hkpa.hk 查詢！  

閣下提供的資料及身份證明文件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核實身份之用。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除本會授權人士之外，不作外傳。 

＊指由教育局註冊學校、社會福利署資助之非政府機構、體育總會（即國際體育組織之附屬團體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之會員）、民政事務局

資助之制服團體/青年團體、政府部門。

職員專用 

活動編號   

支票號碼  

團體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中心)︰  

聯絡電話(手提)︰  傳真號碼︰(如有)  

電郵 ︰  

活動組合︰ 

請  所選擇之組合 

□ 活動一 「三合一水上活動體驗」 

□ 活動二 「水上安全及海洋科學工作坊」及「水上活動生態教室」 

活動地點︰ 

(請填上 1-5；1 為最

優先考慮地點) 

活動一︰ (___)西貢 (___)長洲  (___)沙田 (___)梅窩 

活動二︰ (___)西貢 (___)長洲  (___)東涌 

活動日期︰  

參加人數： (如帶

隊社工參加活動，

將計算在內)： 

 

*最低人數 18/20 人，最多人數 24 人。 

旅遊巴服務 

(需參加人數達 24 人) 

 □需要 

 □不需要 

去程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程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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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印鑑） 

 

活動協議書 

單位/機構須知： 

 香港遊樂場協會已為本計劃的參加者購買團體個人意外保險，然而，參加者應注意個人及他人安全，

並跟從工作人員的指示進行活動。 

 香港遊樂場協會建議參加者在參與活動前，先行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  

 本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貴 單位/機構必須遵守本計劃的參加者須知及惡劣天氣

安排。如因私人理由或天氣狀況不佳而自行決定取消當天活動，貴 單位/機構的活動按金將不獲發還

並須付上當天活動之全額費用 (包括︰租船、場地、教練及器材費用)。 

單位/機構聲明： 

 本單位/機構同意遵守香港遊樂場協會及協辦機構之活動守則條款，並願意在活動及訓練期間遵守協

會有關規則及接受教練之指導。香港遊樂場協會有權拒絕接納本單位/機構之申請而無需給予任何原

因。 

 本單位/機構謹此聲明：上述所報資料全部屬實，並聲明參加者健康及體能良好，並無患有任何不適

宜參加上述活動的疾病，及能夠穿著衣服游畢 50 米。如參加者因疏忽，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

加這項活動時傷亡，香港遊樂場協會及協辦機構均無須負責。 

 本單位/機構清楚香港遊樂場協會處理計劃申請、安排活動及計劃推廣事宜。所有易於辨別個人身份

之資料，香港遊樂場協會不會向外披露。 

 本單位/機構同意香港遊樂場協會有需要時會在活動期間拍攝照片/錄像或錄音作紀錄之用，並在電子/

印刷/影音媒體作推廣及宣傳之用。  

 本單位/機構清楚香港遊樂場協會可能會使用參加者資料，以電郵、郵件及電話等方式向參加者提供

有關計劃推廣相關資訊。 

 本單位/機構確認所有參加者均同意參加有關本計劃之水上活動推廣成效檢討問卷調查，並明白參加

者所提供的資料會由香港遊樂場協會所收集，有關資料只作本調查之用。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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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水上活動介紹 

獨木舟 Kayak 
 

起源： 

獨木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當時人們並不將獨木舟視為運動，只將其作為水上交通工具之

用。古時的獨木舟是由樹木製成，人們將大樹幹中間挖空，製成小艇。而槳則是以樹枝製成。在水上以

槳划水航行，作捕魚、運輸，甚至軍事等不同用途。 

1866 年，全球首個獨木舟運動組織正式於英國成立，及後，獨木舟運動的發展更為蓬勃，世界各地相

繼設立獨木舟體育會，協助推廣及組織比賽。 

玩法： 

運動主要是划舟者坐於艇中，利用獨木舟槳划水，使艇隻前進或做出各樣技術。獨木舟之種類主要分為

競賽型獨木舟，旅程型獨木舟及訓練型獨木舟。 

特點： 

體能要求：獨 木 舟體能要求不太高，只 需 掌 握 安 全 意 識 、 平 衡 與 控 制 船 隻 移 動 的 動 作 。  

安全性高：只要穿著助 浮衣，即 能 輕 鬆 享 受 獨 木 舟 的 樂 趣 。  

提升身體能力：獨木舟講求身體協調性，亦可以訓練到身體的大肌肉。 

 

課程資料︰ 

獨木舟一星/海星章訓練班 

最基本的入門訓練，透過基本技術教學，參加者能夠在平靜的水面學習獨木舟的基本技術，當中包括划

槳技巧、哨子訊號的認識、個人裝備、如何穿著救生/助浮衣、集合成艇排及翻艇後的適當處理方法(一

星章適用)。 

 

獨木舟所需裝備及器材: 

  

獨木舟艇 
獨木舟槳 

助浮 衣  包跟及包趾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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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板(立划板)Stand Up Paddle Board (SUP) 
 

起源： 

直立板(立划板)起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夏威夷海灘，一群滑浪教練於滑浪時為了能看清楚海浪的來

勢，以及隨時掌握學員的狀況及進度，因此將衝浪板與傳統的手划槳結合，後來就逐漸演變成直立板運

動。 

近年，直立板(立划板)運動在香港十分流行，於不少的沙灘均能看到它的蹤影。直立板(立划板)一般被視

為休閒的水上活動，不過直立板(立划板)亦是一項競賽活動。而香港的運動員亦曾在不同的賽事上取得

佳績，例如在第三屆深港杯對抗賽香港隊獲得團隊冠軍。 

玩法： 

直立板(立划板)講求平衡，需要於板上利用一支直立板(立划板)槳協助前進的水上活動。運動融入風帆、

衝浪與划艇技術，主要的划槳方法有三種︰趴、跪及站立。 

特點：  

體能要求：不受風浪限制，毋須太多體能及艱深技巧。 

安全性高：只要穿好助 浮衣 及救 生腳 繩 ，便可以暢遊海洋。 

入門快：容易駕馭，短時間內便可以學到足以自由操控直立板的技巧。 

 

課程資料︰ 

直立板初級證書課程/立划板一段章證書課程 

課程中，你會學習基本直立板技巧，包括於直立板(立划板)上的平衡、由俯臥式、跪划式至直立式(立划

板)於板面上的姿勢、握槳的正確方法、控制板的方向 (前後划行、轉向及停板) 以及直立板(立划板)運

動的安全知識。 

 

直立板所需裝備及器材︰ 

 

 

直立 板 (立 划板 ) 

直立 板 (立 划板 )槳  

救生 腳繩  

包跟及包趾鞋 助浮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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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賽艇 Board Rowing 

起源： 

平板賽艇（Board Rowing）起源於 2013 年，由加拿大夫妻 Harold Aune 與 Marie Hutchinson 兼

水上運動設備製造商設計及研發而成，取名為 Oar Board® 並成立同名的品牌。Oar Board® 利用一

組簡單的槳架套件（Rigging Frame），簡易地把平板（Paddle Board）轉換為賽艇單人雙槳艇或雙人

雙槳艇。賽協將此運動命名為平板賽艇（Board Rowing），與海岸賽艇（Coastal Rowing）、室內賽艇

（Indoor Rowing）等賽艇項目齊名。 

玩法： 

將賽艇架 (rowing frame) 安裝到直立板或滑浪板（board）之上，即可用滑動式槳架 (sliding rigger) 

進行賽艇。賽艇手只需要保持重心在中央位置，便能輕易在賽艇板上取得平衡，是絕佳的賽艇入門器

材。 

特點： 

有趣︰結合傳統賽艇動作和衝浪原理，具有一定艇速的同時，艇手須在不同波浪下搭配不同技術，過程

刺激有趣。 

提升身體質素︰訓練全身肌肉，鍛鍊位置包括大腿肌、腹肌、下背、胸肌手臂及前臂。 

入門快: 平板賽艇由賽艇架和平板組成，在賽艇板上取得平衡，兩者容易組裝或分拆，方便很攜帶至不

同水域進行活動，特別適合香港這個被海包圍的城市。 

 

課程資料︰ 

平板賽艇課程(一星) 

由淺入深認識基本平板賽艇技巧、器材的安裝調較及使用和有關安全的知識，此課

程為認識賽艇的入門技巧。 

 

平板賽艇所需裝備及器材︰ 

平板賽艇的主要組成部份：  

 

 

 

 

 

 

助浮 衣  

包跟及包趾鞋 

直立板(立划板) 

平板賽艇裝置 
賽艇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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