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顼： 
1. 填写本表格前，请细阅背页的申请须知。 
2. 申请人必须填写所有数据及签妥声明，并在适当空格内加上「」号。如填写数据不全、有误或重复递交报名表，申请将

不获受理，恕不另行通知。 
3. 如以邮寄方式递交申请表格，投寄前请确保邮件上已贴上足够邮资。本署不会接收任何邮资不足的邮件，而此等邮件将

由香港邮政处理。有关邮费的计算，可参阅香港邮政网页 （http://www.hongkongpost.hk/tc/postage_calculator/index.html） 
4. 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只作本署处理康体活动报名事宜、公布中签名单、统计、日后联络及活动意见调查之用，所提供的个

人资料只限获本署授权的人员查阅。如欲更正或查询已递交的个人资料，请联络相关水上活动中心职员。 

 

拟举办训练班的中心：  创兴  赤柱正滩  圣士提反湾  大美督  赛马会黄石 

活动名称：   活动日期：  

参加人数：  费用：  (请参阅背页申请须知第三部份的训练班收费) 

 

申请人姓名(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须与身份证明文件相同）  如非香港身份证持有人，请在空格内加上「」号。 

申请团体 ／ 机构名称（如适用）：  

  

性别：    男    女 年龄：              电邮地址：                                 

联络电话：  (日)  (手提电话号码) 

 其他成员数据：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本人及其他成员均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并具备上述活动所需的水上活动资历（如适用），

且身体并无任何疾病以致不宜参加上述活动。未满 18 岁的成员已获得家长／监护人或获授权人同意参加上述活动。 
 

申请人签署：   日期：  

 
  回邮地址（必须填写传真号码或地址） 
 

姓  名：  

传真号码：  

地  址：  

  
 

 

姓  名：  

传真号码：  

地  址：  

  
 

LCS351b (修订于 2022 年 11 月) 

办事处专用 

收据号码   

支票号码   

申请编号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水上活动中心 

  团体训练班申请表 
 

更新数据            

 如为更新数据而重

复递交报名表，请在空

格内加上「」号 

http://www.hongkongpost.hk/tc/postage_calculato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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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须知 
 

 

(一) 申请办法 

(1) 

 

预先申请 – 申请人可于三个月前递交团体训练班的申请(例如申请七月份团体训练班的表格须于四月一日前寄到中

心) 。各类团体训练班名额将以抽签办法分配，抽签会在每月第一个工作天举行。中心会把抽签结果在抽签之后 7 个
工作天内通知申请人。 

(2) 实时申请 – 抽签后余下的团体训练班名额会实时接受邮递或亲身申请，名额以先到先得办法分配。申请人可将填妥的

申请表格连同申请人及其他成员的认可资历证明副本(如需要)、缴付训练班费用的支票(抬头请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以及贴上邮票的回邮信封，寄回有关中心办理。申请人须在支票背面写上申请人姓名、所申请团体训练班的名称

及日期。办妥申请手续后，中心会将资历证明的副本退回申请人。(因各水上活动中心位于较偏远的地区，邮递所需时

间会较长，投寄市民需预留充裕邮递时间)。 

(3) 持有效旅游证件的非香港居民，如欲透过自助方法（包括网上及康体通自助服务站）报名参加康体活动，必须亲身到官涌康

体通电话服务中心办理申请成为康体通临时用户。 

(二) 参加资格  

 除以下显示的训练班外，中心会考虑申请人的个别要求，安排不同内容和日数的训练班，供水上活动爱好者参加。 

 

课程 日数 参加资格 

独木舟 (凡注有#号的课程每班最多 6 人，其余课程每班最多 8 人) *旅程目的地为暂定。如有需要，中心会视乎活动当日的天气情况，调

整旅程路线和目的地，参加者不得异议。 

独木舟同乐日 

 

一天 

 

8 岁或以上 (每班最多 6 人) /  14 岁或以上 (每班最多 8 人)，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亲子独木舟同乐日 
1. 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2. 参加者以两人为一组，一名 8-17 岁及一名年满 18 岁人士 

加式独木舟同乐日 14 岁或以上，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少年独木舟海星章训练班 #
注一

 8 至 13 岁，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少年独木舟海马章训练班 #
注一

 
8 至 13 岁，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少年独木舟海星章或康文署少年独木舟海星章资历

证明 

少年独木舟海豹章训练班 #
注一

 
8 至 13 岁，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少年独木舟海马章或康文署少年独木舟海马章资历

证明 

少年独木舟海狮章训练班 #
注一

 
8 至 13 岁，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少年独木舟海豹章或康文署少年独木舟海豹章资历
证明 

少年独木舟海象章训练班 #
注一

 
8 至 13 岁，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少年独木舟海狮章或康文署少年独木舟海狮章资历
证明 

独木舟一星章训练班 
注一

 14 岁或以上，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独木舟二星章训练班 
注一

 
14 岁或以上，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一星章/少年独木舟海马章或康文署独木舟
一星章/少年独木舟海马章资历证明 

独木舟三星章训练班 
注一

 
14 岁或以上，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二星章/少年独木舟海狮章或康文署独木舟
二星章/少年独木舟海狮章资历证明 

初级独木舟专修 14 岁或以上，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三星章/独木舟初级证书/少年独木舟三星认
可证书或康文署独木舟三星章/独木舟初级/少年独木舟三星认可资历证明 独木舟翻滚专修 

独木舟初级竞赛员训练班 
注一

 二天 14 岁或以上，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三星章/独木舟初级证书/少年独木舟三星认
可证书或康文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发出的独木舟三星章/少年独木舟三星认
可资历证明 独木舟中级铜章训练班 

注一
 一天 

独木舟中级银章训练班(技术及旅程) 
注一

 

二天 

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中级铜章证书或康文署

发出的独木舟中级铜章资历证明 参加者必须完成首天的技术训

练，才可参加第二天的旅程训练 
独木舟中级金章训练班(技术及旅程) 

注一
 

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中级银章证书或康文署

发出的独木舟中级银章资历证明 

独木舟高级训练班(技术)
 注一

 三天 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中级证书/中级金章证书 (中级金章出席证书不适用) 

独木舟高级训练班(旅程)
 注一

 一天 完成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高级训练班(技术) 

独木舟救生员训练班(技术)
 注一

 三天 
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中级证书或独木舟中级金章证书(中级金章出席证书不

适用)，及有效成人急救证书 

独木舟救生员技术专修 

 

 

 

 

 

一天 完成独木舟救生员训练班(技术)并有 100%出席率，及持有有效成人急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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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日数 参加资格 

高级独木舟救生员训练班(技术)
 注一

 

 

 

 

 

 

三天 持有有效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救生员证书及有效成人急救证书 

独木舟环岛之旅 (盐田仔)* 

独木舟沙滩之旅 (东丫)* 

独木舟红树林之旅 (北潭涌/汀角)* 

独木舟珊瑚之旅 (东心淇/狮地)* 

独木舟沿岸地貌之旅 (马屎洲)* 

 

一天 
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三星章/独木舟初级证书/少年独木舟三星认可证书或康

文署独木舟三星章/独木舟初级/少年独木舟三星认可资历证明 

独木舟海洋生态之旅 (大潭湾/海下湾)* 

独木舟海蚀洞之旅 (吊钟洲/沙塘口山内

湾)* 

独木舟沿岸地貌之旅 (赤柱湾/大潭湾/浅水

湾/塔门/高流湾)* 

一天 
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中级银章证书或康文署独木舟中级银章资历证明 

独木舟沿岸地貌之旅 (蒲台/赤洲)* 持有香港独木舟总会独木舟中级证书/中级金章证书 (中级金章出席证书不适用) 

风帆 (凡注有#号课程每班最多 6 人，其余课程每班最多 8 人) 

风帆同乐日 # 一天 8 岁或以上，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少年帆船第一级:入门训练 #
注一及注二

 

二天 

8 至 13 岁，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少年帆船第二级:舵手训练 #
注一及注二

 
8 至 13 岁，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少年帆船第一级:入门训练证书或康文署少年帆船

第一级:入门训练资历证明 

少年帆船第三级:舵手进阶 #
注一及注二

 二天 
8 至 13 岁，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少年帆船第二级:舵手训练证书或康文署少年帆船

第二级:舵手训练资历证明 

少年帆船第四级:竞赛入门 #
注一及注二

 二天 
8 至 13 岁，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少年帆船第三级: 舵手进阶证书或康文署少年帆

船第三级: 舵手进阶资历证明 

风帆入门训练班(第一级) #
注一

 二天 14 岁或以上，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风帆基本技巧训练班(第二级) #
注一

 四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风帆入门(第一级)证书或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少年帆船第三级: 

舵手进阶证书或康文署少年帆船第三级:舵手进阶资历证明或康文署风帆入门训练

班 100%出席证明 

风帆舵手专修(碧高/Wanderer/H12.2) # 一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基本技巧(第二级)证书或康文署风帆基本技巧资历证明 

风帆比赛研习 二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基本技巧(第二级)证书或康文署风帆基本技巧资历证明，及在

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30 小时舵手航行经验(不包括训练时数) 

风帆技术改良训练班(第三级) 
注一

 五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基本技巧(第二级)证书或康文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发

出的风帆基本技巧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40 小时航行经验，

当中担任舵手的时数不少于 20 小时(不包括训练时数)。 

激光 XD 舵手 二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技术改良(第三级)证书/初级航艺证书或康文署风帆技术改良/

初级航艺资历证明 

球形帆技巧训练班(Magno) #
注一

 

二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技术改良(第三级)证书/初级航艺证书或康文署风帆技术改良/初

级航艺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40 小时的航行经验，当中担任舵

手的时数不少于 20 小时 (不包括训练时数) 

球形帆技巧训练班(2000)
 注一

 

球形帆技巧训练班(420)
 注一

 

吊挂式压舷技巧训练班
注一

 

风帆日间航行训练班 
注一

  四天 

风帆竞赛技巧训练班 
注一

 五天 

420 调校专修 一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吊挂式压舷技巧证书和球形帆技巧(420)证书或康文署 420 舵

手资历证明 

风帆深造技巧训练班
 注一

 四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吊挂式压舷技巧证书和球形帆技巧(420)证书 

风帆深造技巧训练班附加考核日
(注三)

 二天 
参加者必须于附加考核日当天起计前六个月内完成康文署风帆深造技巧训练班，并

证明出席率达 100%，而又未获取风帆深造技巧证书，方符合参加资格 

RS500 入门训练班 # 
二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深造技巧(第四级)证书/高级航艺证书或康文署风帆深造技巧/

高级航艺资历证明 

RS500 舵手 # 持有康文署 RS500 入门 100%出席证明或康文署激光 3000 舵手资历证明 

双体船入门训练班
注一

 二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技术改良(第三级)证书/初级航艺证书或康文署风帆技术改良/

初级航艺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40 小时的航行经验，当中担

任舵手的时数不少于 20 小时(不包括训练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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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日数 参加资格 

双体船舵手训练班
注一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双体船入门证书或康文署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或以前发出的

双体帆船入门资历证明 

风帆旅程 (碧高/礼帽/Wanderer/H12.2) 一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技术改良(第三级)证书/初级航艺证书或康文署风帆技术改良/

初级航艺资历证明 

风帆旅程 (激光 XD) 一天 
持有康文署激光 XD 舵手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18 小时驾驶激光

XD 的舵手航行经验（不包括训练时数） 

风帆旅程 (Magno) 一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球形帆技巧(Magno)证书/球形帆技巧(Magno)的 100%出席证明

或康文署 Magno 球形帆专修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18 小时

驾驶 Magno 的舵手航行经验 (不包括训练时数) 

风帆旅程 (2000) 一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球形帆技巧(2000)证书/球形帆技巧(2000)的 100%出席证明或

康文署 2000 舵手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18 小时驾驶 2000 的

舵手航行经验 (不包括训练时数) 

风帆旅程 (420) 一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吊挂式压舷技巧证书和球形帆技巧(420)证书/吊挂式压舷技

巧和球形帆技巧(420)的 100%出席证明或康文署 420 舵手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

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18 小时驾驶 420 的舵手航行经验(不包括训练时数) 

 

风帆旅程 (双体船) 一天 

持有香港帆船运动总会双体船舵手证书或康文署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或以前发出的

双体帆船舵手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18 小时驾驶双体帆船的

舵手航行经验 (不包括训练时数) 

滑浪风帆 (凡注有^号课程每班最多 4 人，@号课程每班最多 5 人，其余课程每班最多 8 人) 

滑浪风帆同乐日 一天 
8 岁或以上 (每班最多 4 人) / 14 岁或以上 (每班最多 5 人)，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儿童滑浪风帆体验训练班 ^
注一

 

二天 

8 至 13 岁，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儿童初级滑浪风帆训练班 ^
注一

 
8 至 13 岁，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儿童滑浪风帆进阶证书/儿童滑浪风帆体验证书或康

文署儿童滑浪风帆进阶/儿童滑浪风帆体验资历证明 

儿童初级滑浪风帆专修 ^ 一天 8 至 13 岁，完成儿童滑浪风帆高阶训练班/儿童初级滑浪风帆训练班 

初级滑浪风帆训练班 @
注一

 二天 14 岁或以上，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 

初级滑浪风帆专修 @ 二天 

14 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初级滑浪风帆证书/儿童初级滑浪风帆证书/儿童滑

浪风帆高阶证书或康文署初级滑浪风帆/儿童初级滑浪风帆/儿童滑浪风帆高阶资历

证明 

中级滑浪风帆训练班 
注一

 二天 

14 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初级滑浪风帆证书/儿童初级滑浪风帆证书/儿童滑

浪风帆高阶证书或康文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发出的初级滑浪风帆/儿童滑浪

风帆高阶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30 小时航行经验(不包括训

练时数) 

中级滑浪风帆证书考核班 

一天 

考核当月起计前一年内完成中级滑浪风帆训练班，并证明出席率达 100%，而又未获

取中级滑浪风帆证书 

中级滑浪风帆专修 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中级滑浪风帆证书或康文署中级滑浪风帆资历证明 

滑浪风帆旅程 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中级滑浪风帆证书或康文署中级滑浪风帆资历证明，及在取获

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30 小时航行经验(不包括训练时数) 短板入门 二天 

滑浪风帆比赛训练班 
注一

 

二天 

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中级滑浪风帆证书或康文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发出的

中级滑浪风帆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30 小时航行经验(不包

括训练时数) 
高级滑浪风帆训练班 

注一
 

滑浪风帆比赛专修 一天 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滑浪风帆比赛训练或康文署滑浪风帆比赛训练 100%出席证明 

短板训练班 
注一

 二天 
持有康文署翻波板/短板入门滑浪风帆资历证明及在取获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30 小

时翻波板航行经验(不包括训练时数) 

浪涛板入门 二天 
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短板滑浪风帆证书或康文署短板滑浪风帆资历证明，及在取获

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30 小时短板航行经验(不包括训练时数) 

浪涛板专修 一天 持有康文署浪涛板入门 100%出席证明 

RS:X 入门 @ 二天 
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高级滑浪风帆证书或康文署高级滑浪风帆资历证明，及在取获

证书/资历证明后累积最少 30 小时比赛板航行经验(不包括训练时数) 

RS:X 专修 @ 一天 持有康文署 RS:X 入门 100%出席证明 

滑浪风帆大海航行专修 二天 持有香港滑浪风帆会高级滑浪风帆证书或康文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发出的

高级滑浪风帆资历证明 高级滑浪风帆旅程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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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在上表印有｢注｣的独木舟、风帆及滑浪风帆训练班均属于香港独木舟总会、香港帆船运动总会、香港滑浪风帆会的进阶训练

计划证书课程。由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市民凡报名参加上表印有｢注｣的中级或以上级别的独木舟、风帆及滑浪风帆训练班，

及本署的中级或以上级别独木舟、风帆、滑浪风帆专修课程／研习课程／旅程，均须首先持有相关体育总会的活动记录册／航

海日志及证书。如欲取得所需活动记录册／航海日志及证书／资历证明，市民必须参加印有｢注｣的初级别独木舟、风帆、滑浪

风帆证书课程，并经教练评核技术达相关体育总会所定水平后，实时向教练购买／申请，所需费用由相关总会𨤸定，学员须另

行向教练缴付。如有疑问，可致电有关体育总会或在上课时向教练查询(香港独木舟总会: 2504 8186、香港帆船运动总会: 2504 

8159 及香港滑浪风帆会: 2504 8255)。此外，康文署会继续为完成上述体育总会初级别进阶训练计划证书课程/等同初级程度课

程并通过评核的学员免费提供由康文署编印的《水上活动纪录册》，以供他们在本署水上活动中心租用艇只练习或报名参加本

署的初级独木舟/风帆/滑浪风帆专修课程、研习课程和旅程时作资格证明之用。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已获发《水上活动

纪录册》的人士不受新规定影响。如有疑问，请致电各水上活动中心，学员亦可于上课时向教练查询。 

 

注二：康文署在 2021 年 6 月 1 日前发出的少年风帆入门及少年风帆舵手资格证明均获认可，持相关资格证明人士亦可报名参加香港

帆船运动总会少年帆船计划的延续课程。 

 

注三：如 2022 年 3 月 31 日或以前的康文署风帆深造技巧训练班(第四级)，参加者须于考核日当天起计前六个月内完成康文署风帆深

造技巧训练班(第四级) ，并证明出席率达 90%或以上(即最少 4.5 日)，而又未获取第四级证书。 

 

 

 

 

(三) 训练班收费 

 

 

收费以每班每天计算。如参加人数少于指定人数，亦可申请开班，但须缴付全费。如参加人数超过指定人数，收费按倍数增

加。(例如指定人数为 5 人，参加人数为 6 人，按两班收费。） 

                     活动类别 

月份 
独木舟 风帆 滑浪风帆 

4 月至 11 月 
假日* $1,000 $522 $950 

平日 $800 $450 $755 

12 月至翌年 3 月 $800 $426 $730 

*  假日指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四) 注意事项  

 (1) 教练人选由举办课程的中心决定，一切异议概不受理。 

 (2) 参加者须签署声明，表示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 50 米/谙练泳术方可参加水上活动训练班。 

 (3) 有关各水上活动的年龄要求，请参阅宣传资料内的参加资格。 

 (4) 如欲参加水上活动，须填妥有关报名表格，数据不齐者，恕不接受申请。参加者如未足 18 岁须征求家长／监护人或获

授权人同意。「家长／监护人或获授权人声明书」须在活动当日交予中心职员核对。「家长／监护人或获授权人声明

书」可向各水上活动中心索取或上网下载，网址：http://www.lcsd.gov.hk/en/watersport/common/doc/guardian_declaration.pdf  
 (5) 参加者于上课时请带同活动参加证、所需资历证明 (如适用) 及报名时使用的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供教练查核 ﹕香

港居民须出示香港身份证（11 岁以下儿童亦可出示出生证明书／签证身份书／回港证／前往港澳通行证），14 岁或以

下儿童可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如身份证明文件上没有相片，须同时出示附有相片的有效学生手册／证正本；非香

港居民须出示有效旅游证件（例如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参加者须保留活动参加证至该训练班／活动结束。 

 (6) 参加者的年龄以活动举行日期为基础计算。  

 (7) 参加者报名时须持有所需参加活动的资历证明(如适用)，并在缴费作实时及在出席活动当日出示所需资历证明及活

动记录册，以便中心职员核对。 

 (8) 使用艇只时，必须有教练在场指导。 

 (9) 进行水上活动时，参加者必须穿着合适的衣服及装备，例如泳衣、泳裤、眼镜带、太阳帽、轻便透气及合身的长袖外

衣，并穿着适用于水上活动的包跟及包趾胶鞋（不可穿着没有保护足踝功能的拖鞋及凉鞋）和中心提供的救生衣或助

浮衣。 

 (10) 如未能符合第(1)至(9)项条件，将不获准参加训练班及使用艇只。 

 (11) 参加者请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并考虑是否适宜参加所申请的水上活动。如有疑问，请征询医生的意见。 

 (12) 参加者如怀疑被性骚扰，应尽快知会本署活动负责人／场地职员，亦可直接致电 2511 8211 向平等机会委员会征询意见。

就有关「性骚扰」的定义和行为，请参阅平等机会委员会网页：http://www.eoc.org.hk。 

 (13) 参加者请勿携带宠物参加活动。 

 

 

(五) 其他 

 (1) 活动时间：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2) 交通： 

http://www.e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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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兴 - 水上活动训练班及团体训练班参加者 - 中心会安排接驳专车在上课日早上8时30分于西贡邓肇坚

运动场接载参加者前往中心及下午4时45分离开，逾时不候。在有需要时，中心有权更改前述专车

时间表并会预早通知参加者有关安排。 

（注：专车优先接载上述人士，惟在坐位有空缺时，中心可弹性处理个别租艇人士登记为营友使

用专车服务。） 

- 在西贡市或北潭涌乘坐的士前往中心；或 

- 乘坐下列巴士，在北潭涌下车，再沿万宜路步行约75分钟前往中心： 

^ 94号巴士（西贡至黄石码头） 

^ 96R 号巴士（港铁钻石山站至黄石码头）（只在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服务） 

^ - 289R 号巴士（沙田市中心至黄石码头）（只在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服务） 

赤柱正滩 乘坐下列巴士，在赤柱村下车，步行5分钟前往中心： 

- 14号巴士（西湾河至赤柱炮台）（约20分钟一班） 

- 63/65号巴士（北角码头至赤柱） 

- 6/6X/260号巴士（中环（交易广场）至赤柱） 

- 73号巴士（数码港／华富（北）至赤柱） 

- 973 号巴士（尖沙咀（么地道）至赤柱） 

圣士提反湾 乘坐下列巴士，在黄麻角径下车，步行3分钟前往中心： 

- 14号巴士（西湾河至赤柱炮台）（约20分钟一班） 

- 6A号巴士（中环（交易广场）至赤柱炮台）（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不设服务） 

乘坐下列巴士，在赤柱村下车，步行约10分钟前往中心： 

- 63/65号巴士（北角码头至赤柱） 

- 6/6X/260号巴士（中环（交易广场）至赤柱） 

大美督 乘坐下列巴士或小巴，在大美督下车，步行约5分钟前往中心： 

- 75K号巴士（港铁大埔墟站至大美督） 

- 20C号绿色专线小巴（港铁大埔墟站至大美督）（车程约30分钟） 

乘坐下列巴士，在龙尾下车，步行约5分钟前往中心： 

- 275R号巴士（港铁大埔墟站至新娘潭）（只在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服务） 

赛马会黄石 乘坐下列巴士，在黄石码头下车，步行约1分钟前往中心： 

- 94号巴士（西贡至黄石码头）（约30分钟一班） 

- 96R号巴士（港铁钻石山站至黄石码头）（只在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服务） 

- 289R号巴士（沙田市中心至黄石码头）（只在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服务） 

(注：各中心均不设停车位供租艇人士及活动参加者使用。创兴水上活动中心及赛马会黄石水上活动中心位于西贡郊野

公园管制区，驾车人士可先把车辆停泊于北潭涌公众停车场，再换乘巴士或的士前往中心。) 

 (3) 膳食：   
  中心只设饮品自动售卖机，请自备辅币及食物。 

 参加海上旅程活动的参加者须自备防水袋或防水桶，以存放食物及装备。  

 (4) 贮物柜：   

 中心设有下列种类的贮物柜，使用人士须阅读展示在贮物柜的使用指示存放物品，使用硬币投入式贮物柜后请取回硬币。 

 创兴、大美督及赛马会黄石 ：$5 硬币及挂锁扣 

 赤柱正滩及圣士提反湾 ：锁匙型贮物柜(锁匙在接待处柜枱派发) 

使用贮物柜的人士离开中心前须带走贮物柜内的物品。 

 (5) 电话查询及图文传真号码(时间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中心休息日除外) ： 

水上活动中心 电话号码 图文传真号码 中心休息日 

 创兴 2792 6810 2791 2473 逢星期四 
 赤柱正滩 2813 9117 2813 0490 逢星期三 
 圣士提反湾 2813 5407 2813 6449 逢星期二 
 大美督 2665 3591 2660 7910 逢星期三 
 赛马会黄石 2328 2311 2328 2172 逢星期二 

 (6) 缴费处开放时间：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4 时 30 分 (中心休息日除外) 

 (7) 数据如有修改，将以中心的最后决定为准。 

(请剪下适用的回邮便条邮寄至有关中心 ) 

香港西贡  

万宜水库西坝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创兴水上活动中心  

香港赤柱连合道 1 号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赤柱正滩  

水上活动中心  

香港赤柱黄麻角径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圣士提反湾  

水上活动中心  

香港大埔大美督  

船湾淡水湖主坝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  

香港西贡黄石码头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赛马会黄石  

水上活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