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七屆元旦冬泳拯溺錦標大賽 

 

主辦機構： 香港拯溺總會 

日    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星期日) 

時    間： 上午 8 時至下午 12 時 

組    別： 奪標組 (設有獎項予每組首六名完成賽事之運動員) 

暢泳組 (旨在鼓勵對冬泳及拯溺運動有興趣之人士參與) 

賽    程： 由中灣游至淺水灣石堤 (全程約六百米)  

 

1 組別 

1.1 奪標組 

1.1.1 供懂泳術之人士參加，設有以下組別及名額： 

 

組別 名額 參加資格(註一) 報名費用 

a. 公開男子奪標 50 
年齡限制為 10 歲至 85 歲之人士 

港幣 

$500 

b. 公開女子奪標 50 

c. 幸運男子奪標 50 
年齡限制為 50 歲至 85 歲之人士 

d. 幸運女子奪標 50 

e. 學生男子奪標 50 
年齡限制為 10 歲至 25 歲之全日制學生 

f. 學生女子奪標 50 

 

1.1.2 頒獎典禮於上午 11:30 假淺水灣蒙巴頓堂舉行，請所有得獎者於典禮 15 分鐘前到達，

以便大會作出相關安排。 

 

1.2 暢泳組 

1.2.1 旨在鼓勵對冬泳及拯溺運動有興趣之人士參與： 

組別 名額 參加資格(註一) 報名費用 

暢泳組 700 年齡限制為 6 歲至 85 歲之人士 港幣 $500 

 

註(一)  於領取泳帽及晶片腳帶時，65 歲以上參賽者必須遞交合資格之醫生證明文件以確保參賽者身體狀況「適合參

與在海洋舉辦的冬季游泳賽事/活動」；而 18 歲以下參賽者必須遞交家長/監護人同意聲明書 (按此下載：網址)。 

  

2 報名手續及注意事項 

2.1 報名日期： 202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正開始 至 

2022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  

2.2 所有參加者必須於報名前詳閱活動章程以了解賽事安排。 

2.3 本年不設優先報名，所有名額先到先得。 

2.4 每名參賽者只能報名一次，請確保閣下沒有重覆報名。如重覆報名將會被取消其參賽資格而

不作另行通知，亦不獲發還繳付的報名費用及取消其領取泳帽、晶片腳帶及紀念品的權利。 

2.5 請確保所有資料正確無誤，報名一經確認，將不能作出任何更改。 

2.6 大會有權在比賽前/後或比賽當日要求參賽者提供參賽資格的核實文件。如發現任何虛假資

料，大會有權取消有關參賽者的參賽資格或褫奪所得名次，並將已發放的紀念品收回。 

2.7 大會會按個別情況接受 85 歲或以上之參賽者參賽，惟參賽者必須提交證明自去年計起曾連



續 5 年參與本冬泳賽事之紀錄。 

2.8 大會保留以電話訪問或以其他方式，向參賽者查詢或索取補充資料之權利。 

 

3 賽前核酸檢測 及 領取物資 

3.1 日期：202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 至 31 日(星期六)  

(詳細安排請留意香港拯溺總會網頁 www.hklss.org.hk 稍後公佈) 

3.2 進入核酸檢測及領取物資場地的人士須符合「疫苗通行證」(「藍碼」)實施的相關要求，有

關接種疫苗要求的詳情，請參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 – 同心抗

疫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3.3 為保障公眾健康，賽事之防疫安排將按政府防疫規定和指引，有關措施或會因應疫情而作修

改，所有參賽者必須按要求進行核酸檢測，方可進行比賽。 

3.4 請妥善保管所派發之參賽泳帽及晶片腳帶。若有遺失，參賽者將會喪失參賽資格，而大會亦

不會就任何原因補發泳帽及晶片腳帶。 

 

4 比賽日登記及行李寄存安排 

4.1 所有參賽者必須於比賽當日按指定時間前往淺水灣沙灘(The Pulse 商場對出) 登記及行李寄

存處進行登記，如有需要，可將行李寄存。 

4.2 進入比賽場地的人士須符合「疫苗通行證」(「藍碼」)實施的相關要求，有關接種疫苗要求

的詳情，請參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  –  同心抗疫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4.3 比賽當日進行登記請預備以下資料： 

4.3.1 身份證明文件 

4.3.2 參賽泳帽及晶片腳帶 

4.3.3 以手機拍攝當天的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照片(請在檢測棒寫上日期及姓名) 

4.3.4 「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 

4.4 各組別登記時間，召集時間及出發時間： 

組別 泳帽編號 
登記及行李寄存時間 

（淺水灣） 

召集時間 

（中灣） 
下水時間 

公開女子組 

幸運女子組 

學生女子組 

X1-50 

S1-50 

F1-50 

09:00-09:20 09:45 10:00 

公開男子組 

幸運男子組 

學生男子組 

A1-50 

C1-50 

B1-50 

09:00-09:20 09:45 10:05 

暢泳組 G1 1-300 09:30-09:50 10:05 10:20 

暢泳組 G2 301-600 09:50-10:10 10:25 10:40 

暢泳組 G3 601-700 10:10-10:30 10:45 11:00 

4.5 大會或會因應當日實際情況而對上述時間作出調整，參賽者需遵從大會及工作人員指示進

行比賽。 

4.6 登記完成後，工作人員會在參賽者手背蓋上印章，以茲識別。下水前請勿將印章圖案洗走。 

 

5 新型冠狀病毒病防疫措施 

5.1 所有參賽者必須按章節 3 要求於賽事開始前 48 小時內到指定地點進行核酸檢測，並獲得陰

性結果，方可出席比賽。 

http://www.hklss.org.hk/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5.2 所有參賽者必須於比賽當日在家中自行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獲得陰性結果，方可下水進行

比賽。 

5.3 進入核酸檢測、領取物資及比賽當日活動場地（包括中灣泳灘及淺水灣泳灘）的參賽者須符

合「疫苗通行證」(「藍碼」)實施的相關要求，有關接種疫苗要求的詳情，請參閱香港特別

行 政 區 政 府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專 題 網 站  –  同 心 抗 疫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5.4 所有參賽者於活動當日下水前任何時間必須配戴口罩，直至所屬參賽組別即將準備下水，方

可除下口罩，並將口罩妥善棄置於指定的垃圾箱內。 

5.5 參賽者完成賽事後需在終點領取大會派發的新口罩，並妥善配戴後方可離開。 

5.6 為減少人群眾集，觀眾不得進入比賽範圍觀賞賽事或等候參賽者上水，如有需要，請使用行

李寄存處寄存物品。 

 

6 賽程 

6.1 參賽者必須從中灣的防鯊網開口處游向淺水灣堤壩終點處。 

6.2 比賽過程中，參賽者須沿海面浮泡賽道而游，浮泡亦必須於參賽者的右手面，達至淺水灣堤

壩上岸，並用手觸及終點線才算游畢全程，否則大會有權取消有關參賽者的比賽資格。 

 

 

*浮泡數量會因應當日環境而有所改動 

 

7 獎勵 

7.1 奪標組各組別均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三名，各得獎者可獲獎盃及由      

送出之紀念品以茲獎勵。 

7.2 各組別凡游畢全程並沒有違反大會比賽規則者，均可獲發癸卯吉祥圖案之幸運金錢、毛巾、

紀念品及「紀念證書」乙套，並可於終點憑大會派發所屬之泳帽及晶片腳帶向工作人員換取。

所有紀念品及證書只於比賽當日派發，其後將不予任何補發安排。 

7.3 凡於中途登上醫療船者，可憑泳帽及晶片腳帶於船上領取毛巾及幸運金錢乙枚。 

7.4 凡棄權之參賽者，可憑泳帽及晶片腳帶於比賽日後的指定日期內前往香港拯溺總會辦事處

領取幸運金錢乙枚，詳情稍後公佈。 

 



8 比賽規則 

8.1 報名一經核實，不得換人。賽事之參賽資格只屬申請者個人持有，參賽資格嚴禁亙換、出售、

拍賣、轉讓。持有參賽資格人士把其持有之參賽資格作出亙換、出售、拍賣、轉讓或允許及

授權其他人穿戴其獲分配之泳帽或晶片腳帶均屬違例。一經證實違反此條例者，其參賽資格

將被取消。如發現參賽者以他人頂替出賽，將被取消資格及褫奪所得名次，並沒收一切紀念

品。 

8.2 參賽者須於當日指定時間及地點報到，不得延誤，否則作棄權論；並遵守大會所有安排（包

括出發組別及次序），並不設重賽。 

8.3 奪標組不准攜有任何推動或減低阻力之人造裝備及輔助物（包括任何浮物及潛水膠衣等）進

行比賽。 

8.4 所有參賽者一經報到後，不得私自下水，否則作偷步論，本會有權取消有關參賽者的比賽資

格而無須作出口頭警告或另行通知。 

8.5 比賽過程中，參賽者必須服從裁判及工作人員指示。 

8.6 參賽者到達終點時，必須以手觸及終點線始作完成賽事論。 

8.7 參賽者不得以不當手法影響他人作賽。 

8.8 如有違反上述規則者，將被取消下年度參賽資格。 

 

9 注意事項 

9.1 如參賽者於賽事中需要協助，請保持鎮定，面向天仰臥水面，舉手示意，等待大會之救生艇

到來救援。 

9.2 終點上水處為淺水灣堤壩，各參賽者上岸時小心滑倒，避免造成損傷。 

9.3 參賽者須保持場地清潔，賽事完畢後請返回中灣泳灘取回攜來之衣履雜物。比賽完結後大會

將清理比賽場地。 

9.4 參賽者須自行保管攜來財物。如有遺失，會方概不負責。 

9.5 參加者名單將在報名程序完成後上載到本會網頁 www.hklss.org.hk。 

9.6 大會建議參賽者在報名前及參賽前先行諮詢醫生意見。參賽者應於比賽前進行充足的訓練，

以確保其身體狀況可應付此項賽事並能完成所參加之比賽路程。參賽者一旦確認報名參與

賽事即表示： 

a. 參賽者向大會保證及確保其身體狀況適宜參與及完成賽事；及 

b. 如參賽者因其身體狀況不適宜參與及完成賽事而引致 

i)參加者本人或其他人受傷或身亡;及 

ii)任何財物損失，參賽者同意向大會彌償一切損失。 

9.7 大會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有需要，大會建議參賽者自行購買個人及其它有關保險。 

 

10 突發事件安排 

10.1 如比賽當日上午 6 時，天文台已發出黃色或以上暴雨警告或懸掛任何颱風訊號，賽事即告取

消。 

10.2 如比賽當日上午 6 時，天文台已發出雷暴警告，本會將視乎當時情況而決定比賽取消與否；

參賽者亦須前往比賽場地。 

10.3 如遇突發事件（如出現鯊魚或紅潮等），本會將視乎情況，而作決定取消與否。 

10.4 如遇上天氣突然變壞，參賽者可透過傳播媒介、本會網頁 www.hklss.org.hk 公佈或致電 2511 

8363 了解變更事項。 



10.5 如當日因天氣惡劣或有特別事故而取消，比賽將不設延期，報名費概不發還，惟紀念品領取

將另行通知。 

 

11 上訴 

11.1 上訴必須於該項成績宣佈後 10 分鐘內，以書面向總裁判提出，並須同時繳付上訴費港幣$200

始作受理。經『上訴委員會』研究後，上訴無論得席與否，已繳付的上訴費用概不發還。 

11.2 『上訴委員會』之決定為最終判決，不得異議。 

 

12 附則 

12.1 本會有權隨時修改章程而無須另行通知。 

12.2 本會有上述章程之最終解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