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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總監會 –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總監會 

限制性賽艇賽 – 只有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聯繫屬會或註冊機構才會獲邀或有資格參

與的不公開比賽 

屬會 –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章則第 6 章所定義的團體成員 

團體成員 – 如同中國香港賽艇協會章則第 6 章所示 

艇隊 – 包括單人雙槳賽艇手 

賽事 – 一項或一組可晉身至（或包括）任何級別總決賽事的比賽 

賽事事務委員會 –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屬下的賽事事務委員會 

國際賽艇聯合會 – the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Societes d’Aviron 

賽艇協會 –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國際賽艇賽 – 公開予所有國際賽艇聯合會聯繫屬會的參賽者參加的任何距離賽

艇賽，比賽形式包括同時起步或計時賽。國際賽艇聯合會可決定

哪項比賽屬國際賽艇賽。（所有國際賽艇賽均列在國際賽艇聯合

會國際艇賽事表內） 

室內賽艇 – 賽艇手於可量度輸出功率的器械上進行模擬艇上賽艇的運動亦可

視為賽艇運動。根據此規例，室內賽艇比賽亦可在任何室外適合

的地方進行 

公開賽艇賽 – 任何公開予所有賽艇協會聯繫屬會或註冊機構參加的賽艇賽 

計時賽 

 

– 艇隻每隔一段時間或距離出發的比賽，其賽果非由通過終點線先

後次序來決定 

比賽 – 賽事中任何一輪比賽，包括初賽、複賽、準決賽或總決賽 

賽艇賽 

 

– 包括一項或多項賽艇賽事的體育比賽，各項賽事或再細分為多項

比賽，賽艇手亦會按不同艇種細分,根據一般規則按其性別、年

齡、體重及能力而劃分為不同級別 

註冊機構 – 除屬會以外，機構須在賽艇協會註册以參加賽艇比賽 

註冊賽艇手 – 在賽艇協會註册以參加賽艇比賽，註册形式及收費由總監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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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艇 

 

– 賽艇是一名或以上賽艇手運用肌肉力量，坐在艇隻上背向艇的前

進方向，通過賽槳的簡單槓桿作用來推動艇隻前進的運動。艇隻

上可有舵手或無舵手。模仿在艇隻上賽艇動作的運動，即使是在

器械或在陸上固定設施上，也被視為賽艇。 

晉級項目 

 

– 晉級賽艇賽中的任何項目。此等比賽是在最少 1,000 米的合規格

賽道上進行，賽事事務委員會會按資格級別的規定而指定有關比

賽的級別（見第 2 部），參加的艇隊須有 3 隊或以上。 

晉級賽艇賽 – 由賽艇協會指定為晉級賽艇賽的公開賽艇賽 

裁判事務委員會  –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屬下的裁判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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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賽艇 

賽艇比賽規則 

 

第 1 部 – 範圍 

 

規例 1 － 賽艇艇隻 

在賽艇上，所有部件，包括可移動部件的軸，必須牢固鑲嵌在艇身之上，而賽艇手的

座位則可沿艇身的軸向移動。 

 

規例 2 － 適用範圍 

本賽例適用於所有在中國香港舉行的賽艇比賽及室內賽艇賽 。所有主辦此等比賽的機

構、有關職員及參加者均須遵守本規例。 

 

規例 3 － 例外情況 

非公開賽艇賽的籌委會在取得賽艇協會的核准後可豁免採用本規例，唯在此情況下，

有關的賽艇賽通告中必須說明其賽例與本規例相異之處，並將有關的副本送交賽艇協

會。 

 

規例 4 － 參賽權 

(1) 香港境內賽艇賽 

(a) 參加香港賽艇賽的人士必須為註冊賽艇手。 

(b) 任何註冊賽艇手或屬會會員不應參與任何不受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比

賽規例限制的賽事，或未經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或國際賽艇聯合會認

可機構所主辦的賽艇賽。 

(c) 任何參與香港境內賽艇賽的艇隊，必須以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屬會或

註冊機構的名義。 

 

(2) 國際賽艇賽及香港境外賽艇賽 

(a) 任何屬會不得在未經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批准前參加任何國際賽艇賽

事 

(b) 任何屬會會員均不得以屬會代表的身份參與任何香港境外賽事，除

非他們已循正式程序經其屬會報名參賽 

 

規例 5 － 賽艇協會年度賽艇賽期表 

所有經賽艇協會核准的賽艇賽均會列入賽艇協會年度賽艇賽期表內。賽艇協會亦可將

其他賽艇賽（包括非公開比賽或邀請賽等）的舉辦日期列入賽艇賽期表內，以供賽艇

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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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規例，任何賽艇賽事均不得舉行，除非其舉行的日期及時間已獲賽艇協會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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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 賽艇手及舵手 

 

第 1 節 － 一般規定 

 

規例 6 – 參賽資格 

賽艇賽公開予所有符合以下規定的人士參加。所有參與的賽艇手必須懂得游泳。 

 

規例 7 – 比賽組別 

賽艇協會確認將賽艇手分為以下組別： 

1. 青少年組 （男子及女子） 

2. 成年組 （男子及女子） 

3. 輕量級 （男子及女子） 

4. 大師組 （男子及女子） 

5.展能組（男子、女子與混合賽） 

 

第 2 節 － 舵手 

 

規例 8 － 舵手 

青少年組或大師組艇隊的舵手並沒有年齡限制。 

女子參賽艇隊的舵手可由男子出任，男子參賽艇隊的舵手亦可由女子擔任。 

男子組賽事的舵手體重（穿上比賽制服後）， 最少須有 50 公斤，女子組, 混合组及青

少年組賽事的舵手體重須有 40 公斤。  

舵手體重不足時，可在艇上最靠近舵手的地方附加重物至法定重量，唯任何比賽設備

均不得當作加重物。 

本規定亦適用於輕量級賽事的舵手。 

成年組分級制不適用於舵手（規例 14）。 

 

規例 9 － 舵手秤量體重 

舵手須穿著制服，在每天每個參賽項目第一場比賽前 1–2 小時內秤量體重 。 

 

第 3 節 － 青少年組（男子及女子） 

 

規例 10 － 青少年組的定義 

賽艇手年齡在 18 歲以下為青少年組。 

賽艇手年齡達 18 歲後，其青少年組賽艇手的資格將於該年 12 月 31 日終止。 

每名青少年組賽艇手必須提供正式文件證明其年齡。 

 

 

 



  

賽艇協會規例 2020 年版本 7 

 

規例 11 － 附加青少年組級別 

賽艇協會可在賽事中就青少年組別的定義新增青少年組級別。所有新增級別均須採用

相同的年齡界定方法 （例如 16 歲或以下青少年組賽事：賽艇手在年屆 16 歲當年的 12

月 31 日起即不屬 16 歲或以下青少年組級別）。 

 

規例 12 － 青少年組參賽者的安全 

各屬會或註冊機構須負責其青少年組參賽者的安全；所有青少年組參賽者必須懂得游

泳以符合規例 6 的要求。 

 

 

第 4 節 － 成年組 (男子及女子) 

 

規例 13 － 成年組的定義 

任何不屬青少年組別的賽艇手均納入成年組別之內。 

任何年齡組別的賽艇手均可參加成年組賽事，有年齡限制的賽事除外。 

 

規例 14 － 成年組賽艇手類別 

成年組類別可再細分為以下多個成年組分級： 

甲組 － 甲組賽艇手的資格： 

(a) 不合資格參與乙組或丙組賽事，或 

(b) 在過去 48 個月內曾經是香港代表隊成年隊的賽艇手或後備運動

員，代表香港參與任何水上賽艇比賽  

甲組賽艇手未能在 18 個月內在甲組晉級賽事中勝出者，將會在 18 個月期滿時

降至乙組。 

 

乙組 － 乙組賽艇手的資格： 

(a) (i) 取得乙組資格後未曾贏取三次任何甲組或乙組晉級賽事，及 

(ii) 不合資格參與丙組賽事。 

(b) 曾為甲組賽艇手但未能以甲組賽艇手的身份在 18 個月內贏取任何

甲組賽事者，在降落乙組後，其資格等同於自丙組升級至乙組的賽

艇手資格。 

 

丙組 － 丙組賽艇手指未曾在兩個晉級比賽中贏取任何甲組、乙組或丙組賽事的

首名及次名，但又不合資格在新秀賽事中比賽的賽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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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 － 新秀指未贏取任何晉級賽事的賽艇手。賽艇手在首度參賽日期之後 12

個月，即不再屬於新秀類別。在此規定內，任何不是新秀賽艇手則同日

轉為丙组賽艇手。 

 

規例 15 － 單槳賽艇及雙槳賽艇獨立評級 

單槳賽艇手及雙槳賽艇手須根據規例 14 的規定，按其在單槳賽艇及雙槳賽艇賽事中的

成績個別評級。 

 

 

第 5 節 － 輕量級（男子及女子） 

 

規例 16 － 輕量級 

輕量級須按以下標準分類： 

男子艇隊的平均體重（舵手不計算在內）不得超過 70 公斤，個別賽艇手的體重不得超

過 72.5 公斤。 

男子單人艇賽艇手的體重不得超過 72.5 公斤。 

女子艇隊的平均體重（舵手不計算在內）不得超過 57 公斤，個別賽艇手的體重不得超

過 59 公斤。 

女子單人艇賽艇手的體重不得超過 59 公斤。 

 

規例 17 － 輕量級分級制 

賽事事務委員會可決定適用於輕量級賽艇手的特定分級制（類似於成年組賽艇手）。 

 

規例 18 － 輕量級秤量體重 

輕量級賽艇手須穿著比賽制服，在每天每個參賽項目第一場比賽前 1-2 小時內，以經

測試的磅秤量體重。 

艇隊須整隊一起秤量體重。 

若比賽在秤量體重後押後舉行，則有關的輕量級賽艇手毋須在同一天舉行的同一賽事

前再次秤量體重。 

規例 8 及規例 9 的規定適用於輕量級艇隊的舵手。 

 

 

 

第 6 節 － 大師組 

 

規例 19 － 大師組的定義 

賽艇手在年屆 27 歲的當年可以大師組賽艇手的資格作賽。 

 

 



  

賽艇協會規例 2020 年版本 9 

規例 20 － 大師組級別 

大師組賽艇手的作賽級別須按其在當年 12 月 31 日時的實際年齡而界定。各年齡級別

為： 

 

大師 A 組最低年齡 ： 27 歲 

大師 B 組平均年齡 ： 36 歲或以上 

大師 C 組平均年齡 ： 43 歲或以上 

大師 D 組平均年齡 ： 50 歲或以上 

大師 E 組平均年齡 ： 55 歲或以上 

大師 F 組平均年齡 ： 60 歲或以上 

大師 G 組平均年齡 ： 65 歲或以上 

大師 H 組平均年齡 ： 70 歲或以上 

大師 I 組平均年齡 ： 75 歲或以上 

大師 J 組平均年齡 ： 80 歲或以上 

 

上述的平均年齡及最低年齡限制不適用於舵手。 

每名大師組賽艇手必須提供正式文件以證明其年齡。 

每名參賽者須自行對其健康及體能狀況負責。 

 

 

第 7節 – 展能組（男子、女子與混合賽） 

規例 21 –展能賽艇組的定義 

1. 除非賽艇手符合按國際賽艇聯合會有關展能艇手的界定指引（以下稱‘該指引’）被

界定為展能賽艇手，否則賽艇手不可參與本比賽規則之任何展能賽艇賽事。該指引須

被視為本規則的一部分。 

 

2. 艇手需符合國際賽艇聯合會展能分類指引中有關最低限度的身體殘障的描述， 而該

殘障需引致永久與可核證的身體活動限制，方可符合資格參賽。 

 

規例 22 - 展能賽艇組的舵手 

展能賽艇組的舵手不設任何性別、年齡或其他展能賽事資格限制。舵手的最低體重規

定適用於展能賽艇賽事。 

 

規例 23 - 艇手的運動組別與運動級別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認可以下展能運動組別： 

(1) PR3  

(i) PR3-PD – 指屬 PR3運動組別而身體上具有殘障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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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R3-B1, B2及 B3 – 指屬 PR3 運動組別而具有視力障礙，並已分別被界定屬運

動組別 B1, B2或 B3的運動員。  

(2) PR2 

(3) PR1 

(4) ID – 指屬 PR3運動組別而具有心智殘障的運動員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認可以下展能運動級別： 

- C (已確認) 

- R (覆核) 

- N (新) 

賽艇手的運動組別與運動級別資格須經由認可的評審團根據國際賽艇聯合會有關展能

分類指引而受到鑑定。中國香港賽艇協會須保存根據上述要求分類的展能艇手名單，

連帶其運動級別資格，並可供查閱。可供公眾查閱的名單須具備每一運動員的姓名，

所屬屬會，運動組別與運動級別資格， 但不得列舉個別人士的殘障。 

 

規例 24 – 展能賽艇組別 

以下賽事可成為展能賽事： 

PR3混合有舵 4人（PR3混合 4+） 

PR3混合雙人雙槳（PR3混合 2x） 

PR3男子雙人單槳（PR3男子 2-） 

PR3女子雙人單槳（PR3女子 2-） 

PR2混合雙人雙槳（PR2混合 2x） 

PR2男子單人雙槳（PR2男單 1x） 

PR2女子單人雙槳（PR2女單 1x） 

PR1男子單人雙槳（PR1男單 1x）  

PR1女子單人雙槳（PR1女單 1x） 

ID混合有舵 4人（ID混合 4+） 

 

於任何展能混合賽事中，艇隊成員需為一半為男子及一半為女子。 於 4+賽事中，舵

手可由男子或女子擔任。 於 PR3 混合 4+艇隊成員可包括不多於兩名具視力殘障的艇

手， 唯其中只可有一名可屬 PR3-B3 運動級別。于 PR3 混合 4+賽事中不可包括具有

智力殘障的艇手。 

 

PR3混合 2x 组别中最多只能有一位 PR3 B1 或 B2視力障礙運動員。 

PR3 雙人 2- 组别中最多只能有一位視力障礙運動員。 

PR3 混合 2x運動員肢體上的殘障必須在功能分類測試時跟據評審表格上的標準，被鑑

定其中一肢體上損失不少於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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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艇隻及設備 

 

規例 25 － 設備構造 

艇隻及賽槳的構造、設計及尺寸原則上沒有限制，但一般用於新秀或康樂賽艇項目的

艇隻則除外，此類艇隻必須符合賽艇協會有關比賽艇隻的規定。 

 

規例 26 － 艇隻的安全要求 

所有艇隻均須設有以下設備，以保障賽艇手的安全： 

(i) 船頭裝設一個直徑最少 4 厘米，實心白色圓球。 如果這是一個外置的部

份，應牢固地固定在船頭，如遇上横向衝力，也不應有明顯的偏側。 如果

這是船身建造的整體部份，它應明顯易見及有同樣的保護要求。 

(ii) 為了防止翻艇後出現事故，艇隻必須配備賽艇手毋須用手即可迅速脫離艇隻

的腳蹬架或鞋子。鞋及其它裝置須獨立繫穩， 當鞋跟抬起至水平時， 腳可

以從鞋內釋出。 如鞋子另須解開其它鞋繩或扣件， 運動員則必須可以用單

一動作以單手從一簡單繩帶拉開所有鞋繩或扣件。 

 

展能賽艇 

任何用於展能賽艇賽事的賽艇，器材與绑繋用品須完全符合國際賽艇聯合會相關的規

管。尤須符合以下規定： 

（i）所有單人雙槳展能賽艇需裝設符合國際賽艇聯合會有相關規格的稳定輔助浮台，

而有關的稳定輔助浮台，須按國際賽艇聯合會現行有效的展能賽艇規則安装及調較。

就雙人雙槳展能賽艇而言，可自由選擇是否採用稳定輔助浮標。 

 

（ii）根據國際賽艇聯合會展能賽艇規則下有關展能賽艇手的綑扎帶要求，須成為本規

例對展能賽艇手的要求。 

 

 

 

第 4 部 － 比賽航道 

 

規例 27 － 賽道 

賽艇比賽的籌委會須因應該項比賽的特殊因素決定賽道的長短及航道數目，這些特殊

因素包括賽艇賽的性質、比賽項目的類別、比賽水道的長度及寬度、艇隻的數目及天

氣情況等。  

不過原則上，香港錦標賽須在最少 6線道 2,000米的直線航道上舉行，而大師組賽事

的賽道則須為 1,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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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 － 賽艇賽的籌備工作 

 

第 1 節 － 一般規定 

 

規例 28 － 賽艇協會的權限 

所有在香港舉行的賽艇賽事均由賽艇協會監管，除此以外亦受負責有關賽艇賽的屬會

及其他籌組機構所管理，並由籌委會負責有關賽艇賽的籌備工作。 

 

規例 29 － 籌委會的職責 

主辦賽艇賽的屬會或其他機構須委任一個籌委會，負責賽艇賽的適當籌備工作。 

籌委會須肩負以下職責： 

(1) 制定賽艇賽的程序表，包括與賽艇協會商定賽事項目。 

(2) 在比賽前至少 14 天，向所有賽艇協會的屬會或註冊機構發出比賽通告及

報名表格 。 

同時向賽艇協會呈交有關比賽的通告。  

賽艇賽通告中須包括本規例附錄 1 所列出的所有項目。 

賽艇賽的報名表格須包括本規例附錄 2 所列出的所有項目。 

(3)  委任一名賽事總監，負責與總裁判緊密合作，監督賽艇賽的執行。 

(4)  委任一名安全顧問負責所有賽艇賽的安全事宜。 

(5)   準備獎品頒發予賽艇賽中的得獎者 （如可能時，包括第二及第三名的獎

項）。 

(6) 接受所有有效的參賽申請。 

(7) 收取報名費用。 

 賽艇賽的報名費須由賽艇協會制定。若籌委會擬更改個別比賽的報名費

用，必須事先得到賽艇協會的批准。 

(8)  截止報名後，根據規例 43 進行抽籤程序以決定各艇隊在賽事中哪一場初

賽中作賽，以及各隊的比賽航道安排。 

(9)  於比賽前最少 3 天，向所有參賽屬會或註冊機構發出賽艇賽的抽籤結果

及賽程表，詳列每項比賽的所有參賽艇隊及比賽時間，同時將有關副本

送交賽艇協會。 

(10)  執行上述所有步驟以確保賽艇賽的籌組工作妥當。 

(11) 比賽後 7 天內，將比賽結果、包括艇隊及賽員名稱及名次等資料呈交賽

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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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 30 － 爭議、上訴及本賽例規定以外的事件 

賽艇賽期間，屬會或註冊機構之間的爭議須提交籌委會處理。 

就籌委會判決所提出的上訴申請必須提交賽艇協會總監會。 

所有在本規例中沒有明確說明的事件須由籌委會作決定（需要時須諮詢總裁判的意

見）。在此情況下，須小心處理避免裁決可能導致違反本規例的情況，同時須於賽艇

賽後 3 天內將有關裁決的報告送交賽艇協會。 

 

規例 31 － 獎品及贊助合約 

參賽者可接受現金或其他獎賞，唯該等獎賞須在賽艇賽通告中公布。 

參賽者可接受贊助合約，唯有關合約須事先經賽艇協會檢視及核准，並符合賽艇協會

的規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則及規例的要求。  

賽艇協會將不會核准與煙草、其有關機構或烈酒（酒精含量 15%以上）有關的贊助。

賽艇協會亦有權拒絕任何可能危害健康或有損賽艇運動形象的機構所提供的贊助。 

 

規例 32 － 提供予參賽者的款項 

賽艇協會對任何經合法途徑提供予參賽者的款項並沒有限制。 

 

規例 33 － 廣告 

本規例對賽艇賽中的廣告事宜並沒有規限，唯規例 31 有關禁制煙草、烈酒公司及有關

產品的規定亦適用於賽艇賽中任何形式的廣告。 

（屬會及賽艇手須注意香港境外或按其他規例舉行的賽事或會對廣告事宜有其他附加

的限制，故應在參與境外賽事或接受境外公司贊助協議前向賽艇協會查詢有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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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 報名 

 

規例 34 － 限制 

任何賽艇手均不可同時代表兩個不同的屬會或註冊機構參與同一項賽艇賽。 

 

規例 35 － 報名手續 

必須遵照以下的規定： 

(1) 報名表格填妥後須由屬會或註冊機構認可的執委簽署及遞交，有關報名

申請方為有效。 

(2) 報名截止日期須定於比賽前最少 6 天。任何籌委會委員均不得在報名截

止前洩露或透露任何參賽名單的資料。 

(3) 任何賽艇手均不得在同一項賽事中遞交超過一份報名申請。 

(4) 若該項目只有一個報名，籌委會須取消有關項目並將報名費用退還有關

艇隊。 

 

規例 36 － 報名表格 

所有賽艇比賽的報名表格必須在賽艇協會指定的網頁上遞交。(非本地隊伍除外) 

 

規例 37 － 參賽名單 

籌委會須於比賽前最少 3 天，將抽籤結果及比賽時間表通知所有參加比賽的屬會或註

冊機構。 

 

規例 38 － 虛假聲明或有問題的報名申請 

籌委會有權調查任何有問題的報名申請及取消任何發現無效的報名。   

任何屬會或註冊機構若在賽事中作出有關參賽者姓名或分級資料的虛假聲明，籌委會

有權取消其在有關項目中的參賽資格。 

籌委會須在 3 天內向賽艇協會提交有關事件報告，清楚說明取消參賽申請或艇隊參賽

資格的原因。賽艇協會有權因應有關情況恰當地採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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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 －賽艇賽的比賽執行 

 

第 1 節 － 一般規定 

 

規例 39 － 安全 

籌委會或負責賽艇賽的執委必須時刻以賽艇手及舵手的安全為活動的大前題。  

籌委會必須根據地點及賽道的性質、天氣情況及其他因素而採取一切所需的安全措

施，安全顧問亦須在賽艇賽舉行期間密切監察有關的措施。 

籌委會須採取一切措施，提供最安全的條件。但最终的責任在於屬會、比賽註册賽艇

手和個人賽艇手。在這方面，賽協不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規例 40 － 賽道的航行規則 

籌委會須在賽艇賽舉行期間制定航行規則，並在下水區清楚展示，讓水道內各艇隻遵

守有關規定。 

另外，必須提供足夠的空間分隔比賽中的艇隊及正由下水區前往起步區的艇隻，以及

分隔終點及上岸區。另外，亦須適當地分隔艇隊熱身區及休息區。  

 

規例 41 － 水道上其他艇隻 

賽艇賽事舉行期間，除參賽艇隻外，任何其他艇隻均不得進入賽道或熱身區。 

 

規例 42 － 資格評審機制 

若任何項目的參賽隊伍數目超過賽道可提供的航道時，便須採取資格評審機制。籌委

會須進行抽籤以決定每輪初賽的參加艇隊。除非賽事事務委員會考慮因應大型賽事的

性質而採取種子賽制，否則抽籤須以隨機形式進行，。 

資格評審機制須包括初賽、準決賽（需要時）及總決賽。在大型賽事中，賽事事務委

員會亦可按需要或在適當時加入複賽機制。 

 

規例 43 － 種子制 

若須執行種子制時，賽事事務委員會須決定將哪些艇隊列作種子隊及種子賽制的形

式。原則上每輪初賽不應有超過兩隊艇隊被列作種子隊。賽事事務委員會可徵詢技術

總監或有關人士，以決定種子艇隊的名單。 

 

規例 44 － 退出比賽 

若艇隊欲退出已報名參與的項目，須盡早以指定表格向籌委會作出通知。而在任何情

況下，有關的通知均應在該項賽事第一場初賽一小時之前發出，除非艇隊成員是因病

或受傷，並能出示有關健康狀況證明，否則如未能於限期前通知籌委會，該屬會或註

冊機構之艇隊需繳付等值於比賽報名費的罰款。若有艇隊退出時，籌委會可按需要重

新進行抽籤程序。退出申請提出後即不可撤回，報名費用亦不會獲得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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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 45 － 首輪初賽前替換艇隊成員 

(i) 艇隊 － 屬會或註冊機構可替換經其報名的艇隊內最多半數成員 (適用

時，包括舵手)，唯換入的成員必須為同一屬會或註冊機構的會員，及在

有關比賽開始前 30 分鐘已向籌委會發出有關替換成員的書面通知。 

 (ii) 疾病或受傷 － 若有艇隊成員在首輪初賽前因病或受傷而須退出並由他人

  替代作賽，則有關的替換必須在籌委會認同原參賽成員的病況或傷勢確

  不宜繼續作賽後方可進行。被換出的賽艇手不應在同一天內參與比賽，

  但可在籌委會同意其替換理由並確信其恢復參賽是基於其病況或傷勢已

  經復原的情況下，參與同一項目的第二天比賽 （適用於賽期兩天的比

  賽）。 

 (iii) 單人雙槳賽艇手 － 替換安排不適用於單人雙槳賽艇手。 

 

規例 46 － 首輪初賽後替換艇隊成員 

 (i) 艇隊 – 任何已開始作賽的艇隊均不可替換艇隊成員，除非有關的替換是

  基於疾病或受傷等理由，而有關的申請必須得到籌委會的核准。籌委會

  應向有關方面徵詢意見以作出適當的決定，並須與總裁判商議。按此規

  例被換出的賽艇手即使已經復原，亦不得參與同一項目的賽艇比賽。 

  根據本規例，任何艇隊不得替換超過半數的賽艇手 （及舵手，如適 

  用）。 

 (ii) 單人雙槳賽艇手 － 替換安排不適用於單人雙槳賽艇手。 

 

規例 47 － 裁判的委任 

裁判須由賽艇協會裁判事務委員會委任，並由以下成員組成以負責有關職務： 

1. 總裁判 

2. 發令員 

3. 司線員（不採用起步浮台而發令員同時充當司線員時除外） 

4. 賽事裁判 

5. 終點總裁判 

6. 艇隊糾察 

以上各賽事工作人員均須持有有效的賽艇協會裁判執照。他們可由其他裁判或沒有裁

判執照的工作人員提供協助。 

附錄 3 註明賽事上所須的裁判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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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 賽艇賽的運作 

裁判的職責 

裁判規例 

 

規例 48 － 裁判的職責及裁判規例 

裁判的職責及裁判規例已在本規例的附錄 4 中列明。 

 

規例 49 － 裁判的職能 

裁判須在總裁判的領導下，確保賽艇賽按照本規例舉行，並特別注意及確保所有參與

任何比賽的艇隊均在同等條件下作賽。 

 

規例 50 －  總裁判 

總裁判須給每名裁判分配賽事中所須擔當的責任，並督導各裁判的工作。 

 

規例 51 － 與籌委會合作 

總裁判及裁判須與籌委會緊密合作。 

 

規例 52 － 賽艇手的安全 

在賽艇賽舉行期間，裁判必須以保障賽艇手及舵手的安全為處理各項行動的大前提。 

總裁判須確保裁判、籌委會及安全顧問之間有適當的協調，以遵守良好的安全守則。 

 

規例 53 － 起點 

參賽艇隊必須在開賽前兩分鐘到達起點位置。 

發令員可毋須等候缺席的艇隊而開始比賽。 

發令員可向未能準時到達起點的艇隊發出黄牌，發令員亦有權取消遲到艇隊的參賽資

格。 

 

規例 54 － 發令員及起點裁判 

發令員及起點裁判須確保正確遵從起步程序。 

發令員須在艇隊到達起點後告知其航道位置及距離開賽的尚餘時間。 

當所有艇隊準備就緒後，及起點裁判示意艇隊已經對齊位置後，發令員方可開始比

賽。 

起點裁判須判定艇隻已對齊位置，及是否有任何一隊或以上艇隊偷步。 

若起點裁判認為起步時有偷步情況，發令員須中止比賽，並根據起點裁判的意見發出

黄牌予偷步的艇隊。發令員須取消任何接獲兩次黄牌艇隊的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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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 55 － 起步程序 

（本起步程序適用於有設置起點浮台的比賽場地。其他比賽場地則採用「快速起步程

序」〔見規例 56〕）。 

各參賽艇隊須在有關比賽開始前至少兩分鐘到達指定的起步浮台。在開賽前兩分鐘

時，發令員會宣布："Two Minutes" 

 

這表示各參賽艇隊已正式進入起步程序。 

當宣布離比賽時間尚餘「兩分鐘」後，即表示各參賽艇隊須作好比賽的準備，例如除

下外衣、檢查設備等，並須在兩分鐘內作好準備。 

在發出起步指令前，發令員須確保賽事裁判及起點裁判已準備妥當。 

艇隻排定位置而艇隊作好比賽準備後，發令員須進行點名程序，即按航道次序宣讀每

隊參賽艇隊的名稱。 

點名程序開始後，各艇隊必須確保其艇隻與賽道保持平直。完成點名時，各隊艇隻均

應與賽道保持平直並可隨時作賽。 

開始點名後，發令員便不再理會參賽艇隊舉手或任何未作好準備或艇隻未能保持平直

的示意。 

點名至最後一隊參賽艇隊後，發令員須查看起點裁判是否仍舉起白旗以示各艇隊的位

置已整齊排列，然後說出："Attention" 

 

之後發令員應舉起紅旗。(或在使用燈號時，按下燈制亮起红色燈號) 

在一個清晰的停頓後，發令員即發出起步指令"Go"，同時向一側迅速揮下紅旗。(或在

使用燈號時，按下燈制亮起綠色燈號, 並在擴音箱响起訊號) 

舉起紅旗至發出起步指令(或將红色燈號轉為綠色燈號)之間停頓時間的長短，可因應

不同比賽的情況而有所不同。  

若起步程序受任何與參賽艇隊無關的外在因素影響或發生偷步而受阻，發令員須重新

點名，及再次進行起步程序。 

      

規例 56 － 快速起步 

若風勢及水面情況令艇隊難以保持平直，或起步區沒有設置起步浮台時 (即自由起

步)，發令員可取消點名程序。在此情況下，發令員須在宣布"Two Minutes"後通知各艇

隊將採取快速起步程序。 

各艇隊對齊後，發令員不用進行點名程序，而應說出： "Quick Start" 

 

在稍作停頓後，發令員說出：     "Attention" 

    

然後發令員會舉起紅旗。(或在使用燈號時，按下燈制亮起红色燈號) 

在一個清晰的停頓後，發令員須迅速揮下紅旗，同時發出起步指令：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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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使用燈號時，按下燈制亮起綠色燈號, 並在擴音箱响起訊號) 

 

舉起紅旗至發出起步指令之間停頓時間的長短(或將红色燈號轉為綠色燈號)，可因應

不同比賽的情況而有所不同。 

 

規例 57 － 偷步 

起點裁判認為有偷步情況時，會舉起红旗示意發令員停止比賽。發令員須響起鈴聲或

氣笛並揮動紅旗，向艇隊示意比賽已經中止。(在使用燈號時，燈號及音箱訊號將用作

表示偷步，以取代響起鈴聲或氣笛並揮動紅旗)，發令員就起點裁判之决定向偷步的艇

隊發出一次黄牌。 

若有使用起步浮台時，須在曾經偷步的艇隻後面擺放一個黃色標記。此黄牌的有效期

直至比賽完成為止，換言之，若比賽須押後或重賽，則有關的黄牌仍然有效。 

因遲到起點或觸犯規例 72 所述紀律操守而接獲的黄牌，其作用等同於一次偷步黄牌。 

在同一場比賽中偷步兩次或接獲兩次黄牌的艇隊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在發令員舉起紅旗後(或已亮起红燈)至發出起步指令前的一段時間內，任何衝過起點

線的艇隻均被視作偷步。 

 

規例 58 － 裁判 

裁判須確保比賽在合適的情況下進行及賽艇手的安全，尤其須確保沒有任何艇隊因其

他參賽者或外來干擾而得益或利益受損。 

若任何艇隊受到阻礙，裁判須確保其爭勝的機會得以保障。 

裁判須制裁犯規的艇隊，但原則上應在發出警告後才採取制裁行動。. 

 

裁判不得向艇隊發出任何航向提示，但須竭力避免發生意外或令任何艇隻被其他參賽

者阻礙。 

需要時，裁判有權中止比賽、實施適當的制裁行動、指令即時或稍後從起點或賽道某

點重新比賽。裁判須在諮詢總裁判的意見後決定重新比賽的開賽時間，並知會受影響

的艇隊。 

裁判可在比賽後才撤消犯規艇隊的參賽資格或決定讓個別艇隊重賽。 

 

規例 59 － 完成比賽 

艇隊的船頭通過終點線後，即表示其已完成比賽。成員不全的艇隊，比賽名次仍然有

效，唯有舵賽的艇隊若在通過終點線時艇上沒有舵手則不會得到任何名次排名。 

 

規例 60 － 終點裁判 

終點裁判須判定各艇隻船頭通過終點線的先後次序。 

終點裁判須計算每隊艇隊賽完整個賽道的時間，檢查比賽的進程是否正常，並記錄艇

隊通過終點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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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 61 － 同時到達終點 

若有兩隊或以上艇隊同時通過終點，須採取以下程序： 

(1) 在初賽、複賽或準決賽中，若只有一隊同時到達終點的艇隊可以晉身下一圈

賽事，則在可能情況下讓兩隊艇隊同時晉級。若基於任何原因而不能同時讓

兩隊艇隊晉級時，須在兩個小時內安排有關的兩隊艇隊重賽。重賽的距離可

經籌委會決定而縮短。同時晉級的艇隊在下一輪比賽時的航道安排須由抽籤

決定而毋須重賽。 

(2) 在總決賽中，若有同時到達終點的情況時，兩隊有關的艇隊須獲給予相同的

排名，而下一個名次則從缺。若該等名次可獲頒授獎牌，則籌委會須提供額

外的獎牌及獎品。 

 

規例 62 － 艇隊糾察 

艇隊糾察須檢查艇隊的成員組合是否正確、其設備已就緒及艇隊準時出發前往起點。 

 

規例 63 － 研究抗議申請 – 仲裁委員會 

若有任何抗議時，由總裁判及兩名不牽涉在有關事件中的裁判所組成的仲裁委員會須

研究抗議的內容，並根據規例 74 及 75 作出判決。 

 

規例 64 － 例外事件 

若需要就本規例沒有規定而對賽艇賽有所影響的事件作出判決時，籌委會須在諮詢總

裁判後作出相應的決定。 

 

規例 65 － 賽艇賽報告 

籌委會主席及總裁判須向賽艇協會提交報告，詳細列明任何比賽爭議、任何被中止或

取消參賽資格的事件或導致設備損壞或人員受傷的事故。有關報告須在賽艇賽後 3 天

內送達賽艇協會。 

籌委會須在 7 天內將賽艇賽的完整賽果送交賽艇協會。 

 

 

第 3 節 － 艇隊的操守 

 

規例 66 － 一般規定 

所有賽艇手在參與其有關比賽時必須遵守本規例，遵從裁判及籌委會的指示，以及遵

守所有現行的航行規則。  

所有艇隊須特別留意： 

(1)  當比賽中的艇隊即將衝線時，不得向任何方向橫過終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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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比賽中的艇隊靠近其位置，須停止移動以免分散參賽艇隊的注意力或干

擾艇隻比賽； 

(3) 在熱身及休息區遵守航行規則。 

 

規例 67 － 比賽進行期間 

賽艇手須自行操控其艇隻的航向。每隊艇隊應獲分配一條專用航道。艇隊可在不干擾

其他艇隻及不會因而取得有利條件的情況下離開其原有航道，唯需自行承受有關的風

險。 

只有裁判才可判定艇隻是否在其原有航道上。 

於賽道任何段落，非參與比賽的艇隊即使在賽道以外，亦不得追隨比賽中的艇隻。 

 

規例 68 － 賽艇手的服裝 

同一艇隊的所有成員必須統一穿著其屬會或註冊機構的正式制服作為比賽制服。 

其賽槳槳葉的兩側須髹上相同的圖案。 

屬會或註冊機構法定制服的設計若有任何修改，必須在賽前通知賽艇協會並進行登記

後，才可在賽艇賽中使用。 

 

規例 69 － 教練指導 

比賽進行時，嚴禁在艇隻以外利用任何電力、電子或其他技術儀器向艇隊直接或間接

作出教練指導。 

基本上反對、抗議均不適用於此規則上，如裁判發覺有賽艇手違反此規則將進行调查

及可能把違反此規則的賽艇手取消參賽資格。 

 

規例 70 － 制裁 

裁判有權向任何違反本規例的單位實施適當的制裁行動。 

 

第 4 節 －  裁判執照 

 

規例 71 － 申請及續領執照的方法 

任何人若符合賽艇協會裁判事務委員會所訂定的要求，包括通過相關考試，即可成為

賽艇協會裁判。 

賽艇協會裁判執照的有效期為兩年。 

裁判事務委員會須制定續領裁判執照的條件及準則。 

 

裁判巳達致賽艇協會裁判事務委員會所訂定的要求，將可成為資深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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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節 － 反對、抗議、上訴、紀律措施及程序 

 

規例 72 － 反對 

除非發生不可避免的事件，否則，認為比賽進行得不當或裁判有誤的艇隊，必須在比

賽結束後及離開艇隻前即時向裁判提出反對。 

賽事裁判應就該反對事項即時作出判決，並以口頭告知艇隊。他亦須向總裁判知會有

關事件。 

在起點被取消參賽資格的艇隊，可在當時向發令員、賽事裁判或其他裁判提出反對。 

 

規例 73 － 提出抗議 

曾經提出反對而被否決或裁判就反對而作出的判決使其受影響的艇隊，可在裁判作出

有關反對的判決後的 30 分鐘內以書面形式提出抗議，同時須繳付港幣 500 元按金。若

抗議或上訴得直，所繳付按金可獲退還。 

仲裁委員會（規例 65）須判定抗議是否有足夠理據。在一般規例下，若抗議是針對項

目的總決賽而提出時，有關項目的頒獎儀式須押後，直至有適當的判決為止。 

 

規例 74 － 制裁 

仲裁委員會在聽取所有有關單位的意見後，可向違反本規例、體育操守或行為不當的

賽艇手、舵手或其同伴採取以下制裁行動： 

1. 譴責 

2. 黄牌（適用於有關艇隊參與的下一項比賽） 

3. 取消參賽資格 

4. 禁制參加一個或多個賽艇賽中的所有項目  

仲裁委員會可向總監會建議，將取消艇隊參賽資格的制裁延伸至有關賽艇賽以外的賽

事。只有總監會可作出此等制裁及只能在發生嚴重事件而以上制裁不足以作為警戒時

發出。 

為確保公平作賽，仲裁委員會亦可要求參與比賽的部分或所有艇隊重賽，或採取任何

其他適當的措施。 

 

規例 75 － 上訴 

仲裁委員會對有關比賽執行的抗議所作出的判決為最後的裁決。 

針對仲裁委員會就與比賽執行無直接關係的抗議所作的判決，有關人士可向總監會

提出上訴。任何此等上訴必須在仲裁委員會宣布其最後裁決後三天內向中國香港賽

艇協會提交及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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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部 － 服用興奮劑 

 

規例 76 － 服用興奮劑 

參加由賽協或其任何屬會主辧的活動，所有會員丶註册賽艇手丶艇手的支援人員及所

有參予活動的人仕都是完全禁止使用任何可提高表現的藥物和興奮劑。所有會員丶

註册賽艇手丶艇手的支援人員及所有參予活動的人仕應完全符合最新的中國香港體

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丶香港反興奮劑委員會的反興奮劑規則及 FISA國際賽艇聯合

會的反興奮劑附例。任何人違反或協助違反本規例，將按照比賽規例第 76條取消其

參賽   資格並根據賽艇協會章則第 14章的規定，暫停或终止其會員資格。總監會有權

將任何此等違反行為通知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丶香港反興奮劑委員會

及 FISA國際賽艇聯合會。 

 

 

 

第 8 部 － 總結規例 

 

規例 77  

本規例根據 2018 年 12 月修改的賽艇協會章則第 28 章的規定於 2020 年 6 月 1 日經中

國香港賽艇協會總監會核准，即時生效。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主席        公司秘書 

吳江泓       楊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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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賽艇賽通告的規定（規例 29） 

 

賽艇賽通告須包括以下資料： 

 

(a) 賽艇賽的舉行地點、日期及時間 

(b) 賽事項目及其類別 

(c) 特別限制或條款，並說明有關限制及條款會否影響參賽者的分級 

(d) 若為公開項目，須聲明有關賽事受賽艇協會比賽規例管制 

(e) 報名費用 

(f) 每個項目的賽程長度 

(g) 截止報名日期及時間 

(h) 抽籤日期、時間及地點 

(i) 主辦機構名稱 

(j) 報名處的地址、電話、傳真號碼及通訊地址 

 

備註： 

賽艇賽通告須最少於比賽日期前 14 天發出予所有賽艇協會屬會或註冊機構。 

 

比賽通告須於發出予所有屬會或註冊機構同日呈交賽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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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賽艇賽報名表格要求（規例 29） 

 

賽艇賽報名表格須包括以下資料： 

(a) 參賽屬會或註冊機構的名稱 

(b) 賽艇手姓名及級別，如參加青少年組或大師組項目，須填報賽艇手的出生日

 期。參賽者的姓名須根據賽艇的位置而列出，船頭位置的賽艇手為第 1 號。 

(c) 以下的聲明文字須在報名表格中列出： 

 

「本人聲明本表格中所有參賽者及後補人員均為賽艇協會註册賽艇手、本屬

會或註冊機構會員，或其姓名後附註的屬會或註冊機構的會員。此等屬會或

機構均已向賽艇協會註冊 ，合資格參加各報名參與的項目。（注意：任何

參賽者若非已向賽艇協會註冊的屬會或註冊機構的會員，則必須在報名表格

上填寫詳細的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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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賽事裁判人數 

1. 總裁判 – 1 名 

2. 發令員 – 1 名  

3. 司線員– 1 名 (每一起點位置最少 1 名) 

4. 賽事裁判 – 2-4 名 (視乎不同賽事) 

5. 終點裁判 – 3 名 

6. 艇隊糾察 – 4 名 (每一出/入艇位置最少２名) 

 

 

賽艇協會室內賽事賽事裁判人數 

 1. 總裁判 – 1 名 

 2. 總指揮 – 1 名 

 3. 賽事裁判– 以賽艇機比例一對八釐定人數 

 

賽艇協會海岸賽艇賽事裁判人數 

1. 總裁判 – 1 名 

2. 發令員 – 1 名  

3. 司線員– 1 名 

4. 賽事裁判 – 3-4 名 (視乎不同賽事) 

5. 終點裁判 – 2 名 

6. 艇隊糾察 – 2 名  

 

附錄 4 

 

裁判的職責及裁判規例 (規例 48) 

 

各個裁判的職責及權限如下： 

 

1.發令員 

1.1 一般職責 

執行職務前，發令員須確定起步區及賽道上的所有設備及裝置均按規例的要求裝設妥

當及運作正常。 

發令員必須配備以下設備： 

    一面紅旗 (需要時紅旗上可劃上兩條白色交叉對角線)  

一個搖鈴或氣笛  

擴音器或話筒與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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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或電話通訊設備 

另外，若賽艇賽設有起步浮台，則起點須設有一個時鐘，讓賽道中或在起步區等候的

艇隊均可清楚看到，另外亦須放置一塊記事板及箱頭筆，以方便發令員通知艇隊任何

比賽延遲的訊息。 

發令員須檢查所有與司線員（如適用）、總裁判、終點裁判及比賽控制室通訊用的無

線電及/或通訊設備均可正常運作。 

發令員亦須確保水道中的所有艇隊均遵從既定的航行規則。 

 

1.2 向艇隊發放訊息 

發令員須通知艇隊距離比賽開始的時間及（在其首次到達起步區時）告知他們所屬的

航道。另外，發令員亦須檢查艇隊的比賽制服及設備均妥當。 

1.3 起步程序 

發令員所採用的起步程序（包括快速起步及偷步處理）見規例 55, 56 及 57。 

 

1.4 裁判就緒 

比賽開始前，發令員須確保賽事裁判已作好比賽準備。 

 

1.5 取消參賽資格 

發令員須取消任何在同一比賽中兩犯偷步或接獲兩次黄牌的艇隊的參賽資格。 

 

1.6 遲到起點 

發令員可在起點位置向遲到(比賽開始前少於兩分鐘到達)的艇隊發出一次黄牌。 

發令員亦有權取消任何在開賽時間後才到達的艇隊的參賽資格。 

 

1.7 延遲比賽 

若有需要延遲比賽或發生突如期來的事故時，發令員須在諮詢賽事裁判及總裁判後，

以口頭及在記事板上書寫有關訊息（即所有參賽者均可看到的地方）通知艇隊新的開

賽時間。發令員須通知賽事控制室新的開賽時間。 

若發現任何不尋常事故時，發令員須通知總裁判。 

在任何情況下，艇隊成員必須在離開艇隻前向裁判諮詢有關任何更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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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線員 / 起點裁判（如適用） 

2.1 設備及通訊器材 

司線員/起點裁判須備有： 

    一面白旗 

    一面紅旗 

一個搖鈴或氣笛  

直接與扶船員或艇隊聯絡的通訊設備(理想的設備為無線傳

送耳機通訊設備，亦可使用擴音器、話筒及揚聲器 

無線電或電話通訊設備 

執行職務前，司線員/起點裁判須確保他/她與發令員或司線員及在起步浮台上的扶船員

之間的無線電及電話通訊設備運作正常。 

 

2.2 艇隻對齊 

司線員/起點裁判應指示扶船員調整各艇隻的位置，直至所有艇隻均已正確對齊及船頭

均已貼齊起點線為止。當確定艇隻位置正確後，司線員/起點裁判須舉起白旗向發令員

示意。若有艇隻在起步程序進行期間偏離對齊位置，司線員/起點裁判須放下旗號並重

新對齊艇隻位置。 

 

2.3 偷步 

若有艇隊過早起步，司線員/起點裁判須即時舉起紅旗向發令員及賽事裁判示意。發令

員及賽事裁判須中止比賽，在比賽終止後，司線員/起點裁判須告知發令員偷步艇隊的

名稱。 

 

3.賽事裁判 

3.1 設備 

賽事裁判必須配備： 

    一面白旗 

    一面紅旗 

    一個搖鈴或氣笛  

供通知艇隊之用的擴音器或話筒與揚聲器 

無線電通訊設備 

 

3.2 前往起點途中的職責 

前往起點時，賽事裁判須檢查賽道上的裝置以確保安裝妥當及賽道上沒有任何障礙

物。另外亦須確定水道上的所有艇隻皆遵守既定的航行規則。若發現裝置有任何故

障，須立刻通知總裁判及任何有關的艇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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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進行起步程序時的職責  

若起步程序因任何原因而出錯(除偷步只可由司線員/起點裁判决定)，賽事裁判可指令

發令員中止比賽或自行以搖鈴或響起氣笛並揮動紅旗中止比賽。 

 

 

3.4 裁判船的位置 

比賽進行時，賽事裁判必須確定其船隻的位置能最有效地執行職務。賽事裁判船的位

置須視比賽的進度及下一輪比賽艇隊的可能排位而定，有時亦可能須考慮天氣情況而

定。在沒有設置航道浮標的賽道中，裁判應謹記其船隻會成為艇隊作為航向的參考指

標。 

賽事裁判必須確保艇隊均可清楚聽到他所發出的口頭指令。 

若有需要超越任何比賽艇隊時，賽事裁判必須確保其船隻所擊起的浪花不會不必要地

影響艇隊的比賽。 

 

3.5 賽事進行中的職責 

若有任何艇隊行將  

 – 擊起的浪花或離開航道的行動影響了其他艇隊，或 

 – 離開賽道而取得有利條件，或 

 – 對艇隻及其他艇隊構成碰撞或損壞危險離 

賽事裁判須舉起白旗，向有問題的艇隊發出指令並向一邊放下旗號示意他們應駛往的

方向。原則上，賽事裁判不會向艇隊發出任何航向指示，除非有關艇隊的航道上有障

礙物。 

 

3.6 制裁 

干擾其他參賽者的艇隊可被賽事裁判取消參賽資格，但原則上此等制裁行動會在發出

一次警告後才作出。賽事裁判可全權決定任何所需實施的制裁行動。 

若有艇隊處於不利情況時，最重要是保障其爭勝的機會，任何所需給予的制裁行動應

予容後考慮。若艇隊的爭勝機會已喪失，則賽事裁判須即時根據本規例採取適當的行

動。例如，可中止比賽、給予適當的制裁行動及指令重賽。另外亦可按情況容許比賽

繼續，並於比賽結束後才宣布其裁決。 

賽事裁判不應只向出錯的艇隊作出制裁行動而未能保障受影響艇隊的爭勝機會。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賽事裁判均不能更改比賽的排名。 

 

3.7 比賽性質 

賽事裁判的決定可能受比賽性質的影響（初賽、複賽、準決賽或總決賽）。賽事裁判

的判決須考慮每場比賽的性質及艇隻進入下一輪賽事的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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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延遲比賽 

原則上，賽事裁判須在諮詢總裁判後，才決定不同航道的不平等情況是否足以成為延

遲比賽的理據。若無法諮詢總裁判時，賽事裁判應自行作出決定。 

 

3.9 安全 

賽事裁判須採取任何行動以確保參賽者的安全及避免艇隻或設備受損。需要時，賽事

裁判須舉起白旗向該艇隊示意，甚至發出「停止」指令。若任何賽艇手跌入水中或有

艇隻翻側或沉沒時，賽事裁判須立即通知拯救人員並盡力協助賽艇手直至拯救人員到

達。 

 

3.10 惡劣天氣 

若有強風或天氣突然轉壞，賽事裁判與總裁判商討後有責任決定比賽是否可以開始、

繼續或停止。在特殊情況需要時，賽事裁判亦可自行作出决定。參賽者的安全比任何

比賽規例更為重要。 

 

3.11 服飾 

賽事裁判在執行職務時須挺身站立於裁判船上，並穿著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裁判委員會

指定的制服。  

 

3.12 整體能力，指導 

賽事裁判須熟知所有有關賽艇的一般事宜，最好是能瞭解各艇隊成員及教練的背景。 

賽事進行中不得在艇隻以外利用電力、電子或其他技術儀器向艇隊發出教練指導，賽

事裁判須時刻檢查賽道沿岸的情況。 

 

3.13 正確完成比賽 

最後一隊艇隊通過終點線後，比賽才告完成，賽事裁判在認為比賽進程正常之餘，亦

須確保沒有艇隊提出反對，然後才可向終點裁判舉白旗示意比賽一切正常。 

離開終點區前，賽事裁判須確保終點裁判已接收其發出的訊號。 

 

3.14 反對 

若賽事裁判認為比賽過程有不妥當之處或任何一隊艇隊提出反對（規例 72），他應舉

起紅旗示意，並在適當時查問提出反對的艇隊，然後向終點裁判作所需的解釋。在此

情況下，終點裁判應考慮賽事裁判的意見後（例如艇隊提出的反對），才宣布比賽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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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終點裁判 

4.1 設備 

終點裁判應備有： 

    一面白旗， 

    一個氣笛，  

秒錶或類似的計時儀器， 

攝錄機或在可能情況下配備終點相機， 

無線電或電話通訊設備。 

 

4.2 職責 

終點裁判的職責如下： 

 a) 確定艇隻船頭衝過終點的先後次序。 

 b) 記錄每隊艇隊完成整個賽道的所需時間。 

 c) 留意賽事裁判已舉起白旗以示比賽過程正常，之後向賽事裁判舉示白旗

  表明已確知有關訊息。 

 d) 列出各艇隊的正確名次。 

總終點裁判須在正式的成績紀錄上簽署。 

 

4.3 位置 

為方便終點裁判妥善執行職務，裁判的座位應設於沿終點線位置，以前下後上的方式

排列。 

按一般規例，應有三名終點裁判，其中包括一名總終點裁判。 

 

 

4.4 計時 

若衝線時間非常接近，則賽果須根據相機或攝錄機拍攝的影像而確定（如有設置）。 

若衝線名次可由肉眼清晰分辨，或沒有設置相機或攝錄機時，可採用以秒錶或類似儀

器記錄的時間。若須使用相片確定賽果時，相片上所示的時間即為各艇隊在該項比賽

所做出的時間。 

 

5.艇隊糾察 

艇隊糾察的數目須視參賽者的數目而定。 

艇隊糾察須在艇庫及浮台上執行職務。 

艇隊糾察須與總裁判緊密合作。  

艇隊糾察尤須負責以下各項： 

 1. 秤量舵手的體重 

 2. 檢查舵手的加重物（比賽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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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秤量輕量級賽事中參賽者的體重 

 4. 檢查艇隻及設備 

  a) 每艘艇隻有否於船頭設置白色圓球（規例 26） 

  b) 腳蹬架上的快速鬆脫帶（規例 26） 

  c) 航道號碼牌 

  d) 使用違法無線電設備作教練指導的可能 

  e) 需要時，賽槳槳葉上的繪畫圖案 

  f) 正確安裝及調較單人雙槳展能賽艇上的穏定輔助浮台（規例 26） 

 5. 參賽隊伍的劃一制服 

 6. 需要時，在初賽前或後立刻給參賽者拍攝照片，以便在下一輪比賽前利      

 用相片確認參賽者的身份。 

 

 

比賽規例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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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室內賽艇 

室內賽艇比賽規則 

 

第一部 – 總則 

 

規則IR1 – 一般原則 

本規則第二章適用於所有在中國香港舉行的室內賽艇比賽，其中如有與第一章重疊

的部分須以本章內容為準，其餘部分則仍須參照第一章所述的要求。本章中所述

「比賽」（Competition）一詞意義等同於第一章所述的「賽艇賽」（Regatta）。 

第二章旨在增補第一章的要求，以提供適用於室內賽艇的特定要求。任何在本章中

未有特別說明的室內賽艇事宜，必須以第一章所述規定為準。 

 

規則 IR2 – 參賽資格 

在不抵觸規則 IR3的情況下，室內賽艇比賽須公開予所有已在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註冊

並符合有關參賽要求的賽艇手參加，惟主辦單位有權基於設施限制及安全理由而限

制比賽級別及參賽者的數目，此等限制必須在比賽通告中清楚註明及不能過於不合

理。在遞交參賽申請時向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提出註冊要求的人士，即被視作按此規

則而進行註冊，所需費用按中國香港賽艇協會的有關要求而定。 

 

規則 IR3 – 非公開比賽 

任何團體可在得到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核准後主辦非公開性室內賽艇比賽，此等賽事

包括邀請賽或公開予在比賽通告中指明的特定人士、團體或屬於特定級別的人士或

團體參加的比賽。倘若此等比賽的規例與本規則有任何差異，主辦單位必須在比賽

通告中清楚說明詳情，並於比賽舉行前至少7日通知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規則 IR4 – 增補費用 

因應規則 IR2及IR3的規定，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或會要求主辦單位向所有遞交參賽申

請但未向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註冊的人士或團體徵收費用。主辦單位必須在有關比賽

完結後14天內向中國香港賽艇協會繳付所需的增補費用；中國香港賽艇協會須將此

等費用視為參賽的個人或團體的註冊費用，有效期一般為比賽期內或由中國香港賽

艇協會所規定的更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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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 賽艇手 

 

規則 IR5 – 賽艇手 

(1) 男、女子比賽可按以下年齡組別分級： 

(i) 少年組 8 – 9歲 

10 – 11歲 

 

(ii) 青年組 12 – 14歲 

15 – 16歲 

17 – 18歲 

 

(iii) 成年組 19 – 29歲 

 

(iv) 大師組 30 – 39歲 

40 – 49歲 

50 – 59歲 

60 – 69歲 

70 – 79歲 

80歲或以上 

 

(2)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可在上述分齡標準之下新增或同意增加比賽級別。 

(3) 少年、青年及成年組的賽艇手不可參與低於其年齡級別的賽事，也不可參

加大師組的比賽。 

少年組及青年組的賽艇手可參加高於其年齡級別的賽事，青年組賽艇手可

參與成年組賽事。大師組的賽艇手可參與低於其年齡級別的賽事及參加成

年組比賽。 

(4) 參與非其所屬年齡級別賽事的賽艇手，其成績須按比賽原則而列入所參與

級別賽事的紀錄，所做出時間則可登記在其所屬年齡級別中作紀錄之用。 

(5) 賽艇手的年齡計算須以比賽當日作準。倘若比賽為期一天以上，賽艇手須

以其所參與決賽的日期為計算年齡的標準。 

(6) 比賽可按賽艇手體重而分為公開及輕量級別。輕量級個人賽艇手的最高體

重限制為男子組75斤，女子組61.5公斤。賽艇手必須依照比賽規例量度體

重。此項體重限制亦適用於每位參與隊際賽的艇隊成員。 

(7) 男性賽艇手不可參與女子組賽事，女性賽艇手亦不可參加男子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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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 設備及比賽環境 

 

規則 IR6 – 設備 

主辦單位只可安排已獲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核准的室內賽艇機進行室內賽艇比賽，同

場比賽的所有參賽者必須使用同一構造及型號的室內賽艇機，以確保每位參賽者在

完全平等的條件下作賽。室內賽艇機可連接電子計時儀器或外置圖形顯示器。 

除得到總裁判核准外，所有室內賽艇機均不得加裝或連接任何物件。 

所有室內賽艇機獨立顯示器的位置均不可更改，除非總裁判已准許所有參賽者作類

似的更改。 

 

規則 IR7 – 比賽區 

比賽用室內賽艇機的所在區域必須清晰劃出，此等區域即為比賽區。 

除得到總裁判特別核准外，只有參賽賽艇手及賽事工作人員可進入比賽區。 

 

規則 IR8 – 室內賽艇機的擺放位置 

每部室內賽艇機均須有清晰的編號，並放置在機器不易滑動的地面上，主辦單位或

須採取措施以減低賽事進行期間室內賽艇機移動的可能性。每台室內賽艇機之間須

有足夠的空間，以避免影響相鄰的賽艇手或賽艇機，尤其在進行接力比賽時，必須

安排足夠空間以方便賽艇隊員在賽區內等候或轉換賽艇手時不致影響相鄰隊伍的運

動。如發生任何爭拗，總裁判須按本規則考慮室內賽艇機之間的空間是否足夠。 

 

規則 IR9 – 抗阻設定 

倘若室內賽艇機設有阻力調校設施，則賽艇手必須在賽事開始前完成調校工作，賽

事進行期間不得再作任何調校。若為接力賽事，則調校工作須在轉換賽艇手時進

行，賽艇手在其餘的時間內不可再作任何調校。 

 

規則 IR10 – 預賽抽籤及賽艇機編配 

主辦單位須為賽艇手編配室內賽艇機。倘若參賽賽艇手數目多於比賽用的室內賽艇

機時，主辦單位須進行預賽抽籤程序。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可為各項預賽制定種子賽

艇手選拔規則。 

 

第四部  – 比賽安排 

 

規則 IR11 – 比賽距離 

原則上比賽距離是2000米，主辦單位亦可決定每項賽事的比賽距離或時間長度，並

在比賽通告中清晰說明此等資料，尤其在設定15歲以下少年組及青年組，或60歲以

上大師組賽事時，可考慮選取較短的比賽距離及時間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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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IR12 – 個人及隊際賽 

室內賽艇比賽可分為個人賽艇手比賽或由兩名（雙人賽）、四名（四人賽）或八名

（八人賽）賽艇手為一組進行的隊際賽。 

隊際賽方面，會計算每隊賽艇手所做出的總時間的平均值，並以此作為該隊的比賽

成績。（如有採用電腦計時儀器，則電腦程式應能計算各隊的平均時間。） 

倘若比賽結果按賽艇比賽距離計算，則各隊成績可以用所有隊員的總賽艇比賽距離

或平均比賽距離計算。主辦單位必須清楚規定計算成績的方法，並在比賽前向所有

參賽隊公布有關詳情。 

 

 

 

第五部 –   賽事工作人員的職責 

比賽守則 

裁判規則 

 

規則 IR13 – 賽事工作人員 

賽事工作人員須由主辦單位委任，惟裁判員必須由中國香港賽艇協會裁判事務委員

會派遣擔任。賽事工作人員包括擔任下列職務的人士： 

 

 (1) 總裁判 

 (2) 總指揮 

 (3) 賽事裁判 

 (4) 賽事控制員 

 (5) 計時員 

 (6) 指揮員 

 

總裁判、總指揮及裁判必須是領有執照的賽艇裁判。 

 

規則IR14 – 賽事工作人員的職責 

(1) 總裁判須負責： 

(a) 監督賽事，向其他賽事工作人員發出指示，並在需要時根據本規則及

 在詢問其他賽事工作人員後作出適當的判決。 

(b) 確定是否所有賽艇手均準備就緒。 

(c) 裁定有否任何賽艇手偷步，並將黃色標記放置在偷步的賽艇手所使用

 的室內賽艇機旁。 

(d) 若賽事以人手計時，須發出開賽指令。 

(e) 正式核准每項賽事中所有參賽者所做出的時間及比賽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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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為賽事中任何與比賽守則有關的反對及爭拗作判決。 

(g) 根據本規則所賦予的權力而作出任何適當的決定。 

 

(2) 總指揮必須與總裁判及賽事控制員緊密合作，其職責包括： 

(a) 督導並向協助其工作的指揮員發出指示。 

(b) 確保所有參賽者的身分及資格（包括年齡）經已核對並符合本規則的

 規定。 

(c) 確保所有輕量級參賽者的體重已符合本規則所定的限制。 

(d) 為參賽者編配室內賽艇機作熱身用。 

(e) 確保每隊隊際賽參賽隊伍的服飾一致。 

(f) 在賽前通知隊伍剩餘的時間，並確保每名賽艇手均在其獲編配的室內

 賽艇機上作賽。 

 

(3)  裁判必須負責留意計時員及參賽者之情況，並處理任何在比賽期間發生之

事件。 

 裁判與室內賽艇機之比例應定為一對八。 

 

(4)  賽事控制員必須負責： 

(a) 協調賽事及賽程，並協助總裁判確保比賽按時間表進行。 

(b) 監督並控制電子計時儀器及圖形顯示器；若賽事有使用此等設備時，

 須負責啟動電腦開賽指令程序。 

(c) 確保所有賽艇手所做出的時間及比賽距離已適當記錄並獲總裁判核

 准。 

(d) 若賽事並不使用電腦裝置時，則總裁判可同時擔當賽事控制員的職

 責。 

 

(5) 計時員須在總裁判的督導下負責： 

(a) 記錄每名賽艇手的時間及已划出的比賽距離（通常一名計時員負責一

 至兩台室內賽艇機）。 

(b) 通知總裁判任何問題或違反規則的情況 。 

(c) 在接力賽中監察轉換賽艇手的程序是否正確。 

(d) 在接力賽中檢查賽艇手是否在特定接捧區及於指定時間內完成轉換賽

 艇手。 

(e) 根據總裁判的指示，確保曾經偷步的賽艇手所使用的室內賽艇機旁擺

 放黃色標記。 

(f) 檢查室內賽艇機的性能及操作均正常。 

(g) 在每項賽事開始前檢查每台室內賽艇機的監測器均已正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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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揮員必須負責協助總指揮處理職務並執行總指揮所發出的指示。 

 

規則 IR15 – 仲裁委員會 

主辦單位須委任總裁判及一至兩名熟知本規則、賽艇賽或室內賽艇比賽守則的人士

組成仲裁委員會，此等人士不應列為比賽的賽事工作人員。仲裁委員會在整個比賽

中必須在場。仲裁委員會必須根據規則IR23及IR24考慮任何提出的抗議及作出適當

的判決，並根據規則 74 執行適當的懲罰。 

 

規則 IR16 – 晉級制度 

倘若任何賽事的參賽人數較賽事所能提供的室內賽艇機數目為多時，主辦單位必須

決定是否施行晉級制度來篩選參賽者，即在每次預賽中選取成績最好的賽艇手進入

下一階段比賽，直至進入最後階段決賽；或讓每名賽艇手進行室內賽艇預賽一次，

然後再公布所有賽艇手所做出的時間或比賽距離作評選標準。主辦單位必須在比賽

通告中清楚說明所採用的晉級制度。 

倘若比賽採取晉級制度，則所有賽艇手在比賽前必須已知悉每次預賽可進入下一階

段比賽的賽艇手數目，以及在決賽前須進行多少輪比賽。 

 

規則 IR17 – 開賽程序 

當看到所負責的賽艇手已在室內賽艇機準備就緒後，各計時員須高舉紅旗至頭上位

置。當所有賽艇手均已就在室內賽艇機上就位後，賽事控制員須以英、粵語說出以

下指令： 

“All rowers put down the handle” 

「請各參賽者放下手把」 

賽事控制員等至所有賽艇機的飛輪已經停止。 

若任何賽艇手沒有按照指示或在所有賽艇機的飛輪已經停止後沒有合理解釋下仍未

準備好作賽，即可被判罰一次黄牌，而該黄牌等同於一次偷步。 

在所有賽艇機的飛輪已經停止後，賽事控制員須以英、粵語說出以下指令： 

“All rowers pick up the handle” 

  「請各參賽者拿起手把」 

若計時員發現所負責的賽艇手拿起手把準備好作賽，計時員必須將紅旗放下（若計

時員在放下紅旗後及賽事開始前發現任何賽艇手並未準備好作賽，必須再將紅旗舉

起並通知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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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賽事控制員看到所有紅旗已經放下，接著的開賽程序如下： 

 

1.  駁有電腦儀器 

當電腦顯示所有飛輪已經停止時，賽事控制員必須檢查所有賽艇手確已準備就

緒，然後再啟動電腦以開始開賽指令程序。這時電腦程式會顯示開始圖像，並

進行如下的開賽前倒數，同時圖示顯示屏上亦會顯示相關的視像標記：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ROW!” 

    or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 (聲音响號)” 

 

發出“Row!” 指令或“聲音响號”，即表示賽事正式開始。 

 

2.  沒有接駁電腦儀器 

賽事控制員確定所有飛輪已經停止後，必須檢查所有賽艇手確已準備就緒，之

後他須舉起紅旗然後說出以下指令：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ROW!” 

賽事控制員發出“ROW!”指令的同時，必須將紅旗向一側迅速揮下。[此旗號等

同於接駁使用電腦儀器的賽事中，圖形顯示屏上所展示的“ROW”字訊號] 

倒數時的節奏必須平均，發出 “Row!”指令即表示賽事正式開始。 

 

任何賽艇手在所有賽艇機飛輪已經停止時仍未作好準備，或經總裁判判定為故意延

誤賽事時，即可被判罰一次黄牌，而該黄牌等同於一次偷步。  

黄牌應由總裁判發出，發出前應向總指揮作相關的查詢。 

若指定的開賽時間已過，總裁判可決定開始比賽而不再等候缺席的賽艇手或不理會

沒有合理解釋而拒絕開始比賽的賽艇手。 

 

規則 IR18 – 偷步 

賽艇手在開始倒數但未發出“ROW!” 或“聲音响號”指令前開始操作賽艇機，即已偷

步。 

若電腦程式探測到有任何賽艇手偷步，賽事控制員須將賽事中止，而偷步的賽艇手

會被判罰一次黄牌，被發出黄牌的賽艇手室內賽艇機旁地面須擺放黄色標記。 

發出黄牌後，總裁判須告誡被發出黄牌的參賽者如再次偷步，將會被取消比賽資

格。 

賽艇手如有兩次偷步或已被發出黄牌兩次，即會喪失比賽資格。  

若賽艇機未有接駁電腦儀器，計時員如認為有賽艇手偷步，須高舉紅旗以向總裁判

發出有關訊息。在此情況下，總裁判有權決定中止賽事或讓比賽繼續；若總裁判決

定讓比賽繼續，則不會發出任何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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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IR19 – 比賽進行期間 

每名賽艇手須對其所使用的室內賽艇機負責。  

 

由賽艇手引致的器械損壞 

若賽艇手導致賽艇機及相關裝置受損而致使其未能完成賽事或所做出的時間及距離

未被記錄，則須視作未能完成比賽論，有關賽艇手不可再參與餘下賽事。  

 

非因賽艇手引致的器械損壞或故障 

若器械損壞或故障非因賽艇手所致，須採取以下措施： 

(i) 在初賽階段或除決賽外的其他各輪比賽中，賽艇手可參加其他場次的賽事，或在

無其他場次賽事的情況下，獲安排單獨完成比賽，並以記錄所得的時間或比賽距

離來計算成績； 

(ii) 在決賽中，若損壞或故障情況在開賽後 30 秒內出現，則應中止比賽並重新開

賽；若在開賽 30 秒之後發現損壞或故障情況，則賽事必須繼續而有關的賽艇手

應被視為已停止作賽。若為中央電腦及計時系統損壞或發生故障則另當別論；總

裁判須決定是否有需要在未能記錄所有賽艇手時間及比賽距離的情況下安排重

賽。 

 

規則 IR20 – 接力賽 

接力賽是指同一隊伍中兩名或以上的賽艇手在同一賽事中輪流使用同一室內賽艇機

進行比賽。 

接力賽中若已規定轉換賽艇手的特定時間或比賽距離點,賽艇手則必須在到達該轉換

點才可轉換，被換入的賽艇手必須在達到該轉換點後才可開始比賽。 

若賽艇手在到達指定的轉換點前或到達指定的轉換點後需要超過兩次划槳動作才能完

成接力過程,則該艇隊會被發出黄牌。任何艇隊在同一場賽事獲兩次黄牌即被取消資

格。 每隊艇隊均有責任在正確的轉換點進行接力過程。 

 

規則 IR21 – 干擾比賽 

賽事進行期間，任何賽艇手或其他人士均不得干擾其他作賽賽艇手。若發生任何干

擾比賽事件，總裁判須決定須採取的行動及按本規則(規則 76)的規定施予適當的懲

罰。 

特別在接力比賽中轉換賽艇手時，須盡量避免干擾或妨礙其他參賽隊伍的賽艇手作

賽。 

根據本規則，推碰或以任何方式協助賽艇手作賽均屬違反比賽規則及被視為干擾比

賽。 惟接力隊成員可在比賽中抓緊同隊賽艇手的足部。 

總裁判須負責確保沒有外來因素干擾比賽的結果；當發現有此等外來因素時，總裁

判須採取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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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IR22 – 時間及結果 

每項賽事後，計時員須簽署每名賽艇手的比賽結果記錄表，並將之呈交總裁判。  

 

 

規則 IR23 – 提出反對  

賽艇手若認為比賽過程或裁判不當時，必須在賽事完結後及離開比賽區前即時提出

反對。 

總裁判須就有關反對作裁決，然後將結果以口頭通知有關賽艇手。 

 

規則 IR24 – 抗議 

若反對申請遭駁回，或總裁判就反對申請作判決後導致有賽艇手受影響時，有關賽

艇手可以在總裁判宣布其判決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向仲裁委員會提出抗議。  

提交抗議申請時必須繳付 100 港元作按金，若抗議成立，按金將獲發還。 

仲裁委員會須決定抗議是否成立。 

作為一般規則，若抗議申請是針對賽事中的決賽時，祝捷儀式會延遲至有最後判決

後才舉行。 

 

規則 IR25 – 上訴 

仲裁委員會對有關比賽執行的抗議所作出的判決為最後的裁決。 

針對仲裁委員會就與比賽執行無直接關係的抗議所作的的判決，有關人士可向總監

會提出上訴。任何此等上訴必須在仲裁委員會宣布其最後裁決後三天內向中國香港

賽艇協會提交及收悉。 

 

規則 IR26 – 特殊情況 

若有需要就影響比賽但在本規則中未作規定的情況作決定時，主辦單位可在諮詢總

裁判後作適當的決定。 

 

第六部 – 總結規例 

 

規則 IR27 – 以上有關室內賽艇比賽的規則由中國香港賽艇協會總監會於2002年4月

30日增訂於《比賽規則》之內，並在2020年 6 月 1 日修定及已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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