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於6月30日憲報刊登本年度授勳名單；當中，喜見本會以

下人士獲頒授勳銜及作出委任。

本會會長劉漢華BBS太平紳士獲頒授『銀紫荊星章(SBS)』

水上安全主席張德忠先生獲頒『榮譽勳章(MH)』

義務法律顧問鍾沛林SBS太平紳士獲頒『金紫荊星章(GBS)』

主考團主席李鋈麟博士獲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JP)』

義務秘書陳志球博士太平紳士獲頒『銅紫荊星章(BBS)』

前當年總理林秉恩醫生獲頒『銀紫荊星章(SBS)』

前當年總理盧振雄先生獲頒『銀紫荊星章(SBS)』

前當年總理譚百樂先生獲頒『銀紫荊星章(SBS)』

海事處副處長童漢明先生獲委任為『官守太平紳士(JP)』

本會為隆重其事，特別在7月17日晚設宴慶祝；當晚更得到主考團主

席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捐贈港幣一百萬元（見下圖），作為總會未

來發展經費。

 
衷心祝賀各獲授勳領導，並摯誠感謝各賢達為拯溺界增光宏績，立

榜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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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代表拯溺界 熱烈恭賀欣
喜慶賀 會長劉漢華SBS太平紳士、水上安全主席張德忠MH、

義務法律顧問鍾沛林GBS太平紳士、

主考團主席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

陳志球義務秘書BBS太平紳士

及各拯溺界友好獲政府頒授勳銜

本會會長劉漢華BBS太平紳士獲頒授『銀紫荊星章(SBS)』

水上安全主席張德忠先生獲頒『榮譽勳章(MH)』

左起：陳志球秘書、陳偉能主席、李鋈麟主席、

劉渶華會長、韋錦潮副會長、楊志滔副主席



義務法律顧問鍾沛林SBS太平紳士獲頒『金紫荊星章(GBS)』

主考團主席李鋈麟博士獲頒『非官守太平紳士(JP)』

義務秘書陳志球博士太平紳士獲頒『銅紫荊星章(BBS)』

前當年總理林秉恩醫生獲頒『銀紫荊星章(SBS)』

前當年總理盧振雄先生獲頒『銀紫荊星章(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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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廖錦洪先生及夫人、張德忠主席及夫人、

鍾沛林律師、傅德楨律師



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獲委任為本會主考團主席

劉健華博士獲委任為本會名譽顧問及水上安全總監 李鋈發先生獲委任為本會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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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劉漢華會長、楊志滔博士及夫人、林秉恩醫生、張德忠主席

首長委任



2011泳灘義務救生服務冠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

（合共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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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8日拯溺週年聚餐

  2011年泳池義務救生服務冠軍－屯門拯溺會

（合共94.6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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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旅行

拯
總 EXPRESS

考試委員會於本年3月舉行了一年一度的主考及評核員旅

行，是次目的地是深圳東部華僑城，共有68位主考、評核員

及其家屬參與。

 
是次旅程暢遊了華僑城內兩大景區－茶溪谷渡假公園及大峽

谷樂園，並入住五星級大梅沙喜來登酒店，樂而忘返！

 

第一天行程前往茶溪谷渡假公園景區，園內有多棟特色景區

及建築，解散後各團友自由活動及拍照留念。當晚更安排各

團友於大梅沙享用海鮮晚宴。翌日，部份團員一早出發大峽

谷樂園暢玩機動遊戲及觀賞表演節目，部份團友則選擇於酒

店享用各式各樣的酒店設施，各人均盡興而歸。



週年講座

拯
總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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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2012年3月31日假奧運大樓舉行了週年講座，一如以往，講座除頒發各個救生獎項予得獎屬會及學校，以及頒發委任

狀予各級主考及評核員。各委員會更為來年的工作計劃作出講解，使各屬會更能掌握及協助推動總會之動向。有關救生獎項

如下：

會長盃 
PRESIDENT’S TROPHY 

第一名：北葵涌公眾泳池拯溺會

第二名：藍鯨拯溺會

第三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會長盾 
PRESIDENT’S SHIELD

北葵涌公眾泳池拯溺會

市政盾 
URBAN SERVICES SHIELD 

第一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二名：元朗拯溺會

第三名：北葵涌公眾泳池拯溺會

郭贊盃 
KWOK CHAN TROPHY 

第一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二名：北葵涌公眾泳池拯溺會

第三名：藍鯨拯溺會

飛魚獎 
FLYING FISH TROPHY

第一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二名：北葵涌公眾泳池拯溺會  

第三名：藍鯨拯溺會

教育署長盃 
DIRECTOR OF EDUCATION TROPHY 

賽馬會體藝中學

 2011／2012屬會救生競賽成績獲獎名單

 2011／2012屬會救生考試成績獎勵獲獎名單

卓越進步獎 
OUTSTANDING PROGRESS AWARD

第一名：粉嶺拯溺會

第二名：香港浪濤救生會

第三名：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教育署長盾 
DIRECTOR OF EDUCATION SHIELD

第一名：香港航海學校

第二名：賽馬會體藝中學

第三名：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拯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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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考出勤獎2011

一級主考

第一名：鄭志陵先生

第二名：梅日耀先生

第三名：王國榮先生

二級主考

第一名：梁兆翔先生

第二名：朱兆光先生

第三名：張文華先生

三級主考

第一名：梁耀洪先生

第二名：鄭漢騰先生

第三名：黃子明先生

 考試支援隊出勤獎狀2011
 考試支援隊最佳領隊獎狀2011

 傑出拯溺教練獎2011
 LIFESAVING INSTRUCTOR OF THE YEAR 2011 

 由匯豐銀行慈善基金教練獎勵計劃資助

出勤獎狀及最佳領隊獎狀

第一名：高偉健先生

第二名：黃家濠先生

第三名：鄭可聰先生

精英教練獎：鄧毅恆先生

傑出拯溺發展教練獎：鄭祖雄先生、朱立賢先生、

郭建通先生、梁澤文先生、蘇文光先生、曾運康先生、

黃家濠先生、邱誠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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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
總 EXPRESS

多位首長慷慨贊助並親赴北京水立方支持港隊參與第十屆全國救生錦標賽，包括副會長韋錦潮先生、當年總理兼水上安全主席

張德忠先生榮譽勳章、副主席楊志滔博士等。香港隊再次勇奪佳績，獲得團體第一名，合共取得6金、3銀、6銅，凱旋歸來，為

港爭光！ 

名次 組別 項目 運動員 成績

冠軍  男子成人組 50米假人救生賽 袁啟禮 00:37.79

男子成人組 100米浮標救生賽 黃逸東 01:04.19

男子成人組 100米混合救生賽 袁啟禮 01:17.60

女子成人組 拋繩救生賽 吳金鳳、盧美觀 00:24.06

女子公開組 拋繩救生賽 黃學穎、賴潔華 00:14.28

男子成人組 4x25米運送假人接力賽 袁啟禮、馮錦泰、黃逸東、高寶華 01:41.97

亞軍 男子成人組 100米腳蹼假人救生賽 蕭儉國 01:04.83

男子成人組 4x50米混合救生接力賽 袁啟禮、蕭儉國、黃逸東、李子康 01:48.01

女子公開組 4x25米運送假人接力賽 鍾國海、容美華、黃學穎、賴潔華 01:48.16

季軍 男子成人組 200米超級救生賽 蕭儉國 02:48.03

男子公開組 100米浮標救生賽 王國良 01:01.59

女子公開組 100米浮標救生賽 吳翠華 01:08.39

男子成人組 4x50米自由泳障礙接力賽 袁啟禮、蕭儉國、黃逸東、李子康 01:59.55

男子公開組 4x25米運送假人接力賽 呂思濬、李康怡、李建良、吳冠怡 01:26.25

男子公開組 4x50米混合救生接力賽 麥駿然、張煒堂、李康怡、王國良 01:41.27

第十四屆全國救生錦標賽 

港隊勇奪團體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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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全港拯溺隊沙灘大會操

暨沙灘競技賽 

獎項 名次 屬會

會長盃超卓隊伍獎 － 大埔拯溺會A隊

檢閱長官選拔榮譽獎 － 香港浪濤救生會B隊

(救生小鐵人隊)

香港救生優勝盃 - 男子組 冠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亞軍 南區拯溺會

季軍 元朗拯溺會

第四名 香港浪濤救生會

第五名 青衣泳池拯溺會

香港救生優勝盃 - 女子組 冠軍 南區拯溺會

亞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季軍 葵盛泳池拯溺會

第四名 屯門游泳會

第五名 智健冬泳會有限公司

全場男子裝備優異獎 冠軍 青衣泳池拯溺會

亞軍 屯門拯溺會

季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

全場女子裝備優異獎 冠軍 屯門游泳會

亞軍 智健冬泳會有限公司

季軍 南區拯溺會

救生小鐵人裝備優異獎 冠軍 青衣泳池拯溺會

亞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A隊

季軍 屯門拯溺會

全場男子旗幟優異獎 冠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

亞軍 屯門拯溺會

季軍 衛星游泳會

全場女子旗幟優異獎 冠軍 葵盛泳池拯溺會

亞軍 屯門拯溺會

季軍 智健冬泳會有限公司

救生小鐵人旗幟優異獎 冠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B隊

亞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C隊

季軍 元朗拯溺會

全場男子服裝設計優異獎 冠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亞軍 南區拯溺會

季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

全場女子服裝設計優異獎 冠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亞軍 南區拯溺會

季軍 屯門拯溺會

救生小鐵人服裝設計優異獎 冠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B隊

亞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C隊

季軍 屯門拯溺會

獎項 名次 屬會

全場男子步操優異獎 冠軍 南區拯溺會

亞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季軍 智健冬泳會有限公司

全場女子步操優異獎 冠軍 南區拯溺會

亞軍 葵盛泳池拯溺會

季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救生小鐵人步操優異獎 冠軍 青衣泳池拯溺會

亞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A隊

季軍 屯門拯溺會

沙灘大會操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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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
總 EXPRESS

沙灘競技賽成績
男子組－沙灘跑賽

冠軍 大埔拯溺會 梁達駿

亞軍 元朗拯溺會 張子健

季軍 南區拯溺會 郭臻軒

女子組－沙灘跑賽

冠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黃鈺婷

亞軍 屯門游泳會 關詠霖

季軍 屯門游泳會 羅婉瑩

混合－8-10歲救生小鐵人沙灘跑接力賽

冠軍 屯門游泳會 張嘉禧、吳尚汶、黃頌雯、劉灝兒

亞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B隊 張敬昂、陳宇軒、蔣易珈、黃亦唯

季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C隊 趙卓喬、莊昊燃、林曾茵、蘇子傑

混合－11-13歲救生小鐵人沙灘跑接力賽

冠軍 屯門游泳會 周卓賢、黎昊旻、張可盈、黃頌婷

亞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A隊 崔獻文、吳嘉珩、岑學霖、麥詠深

季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B隊 蘇子軒、梁子諾、岑靖琪、鍾　盈

男子組－沙灘跑接力賽

冠軍 屯門拯溺會 林國軒、劉寶田、黃潤深、高兆基

亞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A隊 林卓康、張景朗、龔肇羲、岑學謙

季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羅文龍、周國華、郭榮裕、許諾恒

女子組－沙灘跑接力賽

冠軍 智健冬泳會有限公司 黎詠賢、吳婉雯、李雅詠、黃寶儀

亞軍 屯門游泳會 葉滿榕、關詠霖、顏芷霖、林嘉麗

季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白靜琪、吳芷穎、梁家宜、黃鈺婷

男子組－8-10歲救生小鐵人沙灘奪標賽

冠軍 屯門游泳會 張嘉禧

亞軍 屯門游泳會 吳尚汶

季軍 元朗拯溺會 周卓楠

女子組－8-10歲救生小鐵人沙灘奪標賽

冠軍 屯門游泳會 黃頌雯

亞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 岑學霖

季軍 屯門游泳會 劉灝兒

男子組－11-13歲救生小鐵人沙灘奪標賽

冠軍 屯門游泳會 黎昊旻

亞軍 屯門游泳會 周卓賢

季軍 屯門游泳會 陳爵輝

女子組－11-13歲救生小鐵人沙灘奪標賽

冠軍 香港浪濤救生會 麥詠琛

亞軍 屯門游泳會 張可盈

季軍 屯門游泳會 黃頌婷

男子組－沙灘奪標賽

冠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岑子聰

亞軍 大埔拯溺會 梁達駿

季軍 元朗拯溺會 張泰恆

女子組－沙灘奪標賽

冠軍 智健冬泳會有限公司 謝翠文

亞軍 愉園體育會有限公司 陳樂怡

季軍 屯門游泳會 顏芷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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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溺(泳池及沙灘)分齡賽

項目 屬會 冠軍

男子少年甲15公尺沙灘奪標賽 3A體育會 梁晋煌

女子少年甲15公尺沙灘奪標賽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卓愷恩

男子少年乙15公尺沙灘奪標賽 3A體育會 吳國燊

女子少年乙15公尺沙灘奪標賽 3A體育會 楊礎搖

男子青年甲20公尺沙灘奪標賽 粉嶺拯溺會 楊駿豪

女子青年甲20公尺沙灘奪標賽 南區拯溺會 何依旻

男子青年乙20公尺沙灘奪標賽 以諾體育會 梁國東

男子成年甲20公尺沙灘奪標賽 大埔拯溺會 李康怡

男子少年甲跑游跑賽 衛星游泳會 梁浚聰

男子少年乙跑游跑賽 碧濤游泳拯溺會 周沛曦

女子少年乙跑游跑賽 香港浪濤救生會 麥詠深

男子青年甲300公尺海浪游泳賽 匯友體育協會 麥駿然

女子青年甲300公尺海浪游泳賽 匯友體育協會 鍾國海

男子青年乙300公尺海浪游泳賽 香港浪濤救生會 歐陽耀成

女子青年乙300公尺海浪游泳賽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賴潔華

男子成年甲300公尺海浪游泳賽 大埔拯溺會 李建良

女子成年甲300公尺海浪游泳賽 匯友體育協會 黃學穎

日期：2012年5月19及20日 

地點：新咖啡灣泳灘

參賽人數：304（共596項次）

男女子分別設有6個年齡組別，每組別設有4個項目選擇。比

賽項目包括沙灘奪標賽、跑游跑賽(少年組項目)、海浪游泳

賽、海浪板速度賽及沙灘跑賽。

得獎者名單：

男子成年乙300公尺海浪游泳賽 金海豚體育會 陳潤強

男子少年甲9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香港浪濤救生會 莊昊霖

女子少年甲9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匯友體育協會 周嘉瑤

男子少年乙9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3A體育會 安嘉裕

女子少年乙9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溫婉兒

男子青年甲30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匯友體育協會 麥駿然

女子青年甲30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匯友體育協會 馬駿惠

男子青年乙30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以諾體育會 梁國東

女子青年乙30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賴潔華

男子成年甲30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大埔拯溺會 李建良

女子成年甲30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匯友體育協會 黃學穎

男子成年乙30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南區拯溺會 黃卓然

女子成年乙300公尺海浪板速度賽 匯友體育協會 吳金鳳

男子少年甲50公尺沙灘跑賽 香港浪濤救生會 莊昊霖

女子少年甲50公尺沙灘跑賽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卓愷恩

男子少年乙50公尺沙灘跑賽 3A體育會 安嘉裕

女子少年乙50公尺沙灘跑賽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卓愷瑩

男子青年甲70公尺沙灘跑賽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吳健源

女子青年甲70公尺沙灘跑賽 衛星游泳會 車曉晴

男子青年乙70公尺沙灘跑賽 大埔拯溺會 鄒敬通

女子青年乙70公尺沙灘跑賽 南區拯溺會 謝子瑩

男子成年甲70公尺沙灘跑賽 大埔拯溺會 袁啟禮

女子成年甲70公尺沙灘跑賽 南區拯溺會 陳樂欣

男子成年乙70公尺沙灘跑賽 碧濤游泳拯溺會 盧京文

女子成年乙70公尺沙灘跑賽 匯友體育協會 吳金鳳

拯溺海洋計分賽（第一回合)

日期：2012年6月10日

地點：淺水灣

參賽人數：40（共126項次）

項目 屬會 冠軍

男子沙灘奪標賽 大埔拯溺會 袁啟禮

女子沙灘奪標賽 匯友體育協會 馬駿惠

男子海浪板速度賽 大埔拯溺會 李建良

女子海浪艇速度賽 匯友體育協會 容美華

男子海浪艇速度賽 大埔拯溺會 李建良

女子海浪板速度賽 匯友體育協會 黃學穎

男子海浪游泳賽 匯友體育協會 麥駿然

女子海浪游泳賽 將軍澳體育會 吳翠華

男子沙灘跑賽 大埔拯溺會 袁啟禮

女子沙灘跑賽 匯友體育協會 黃學穎

男子海洋全能賽 以諾體育會 李建良

女子海洋全能賽 匯友體育協會 黃學穎

項目 屬會 冠軍

男子沙灘奪標賽 匯友體育協會 鄭俊軒

男子海浪板速度賽 南區拯溺會 周晉琳

男子沙灘跑賽 南區拯溺會 周晉琳

首次加入新秀組賽事，讓從未參加過計分賽的運動員同場作

賽，平衡實力。第一次賽事總期有三個項目達最低人數要求

成功舉行，成績如下：



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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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拯溺總會主辦的「救生星章及義務救生員獎勵計劃

頒獎典禮」於2012年5月26日舉行。由海事處副處長童漢明

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其他嘉賓包括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陳

志培機長、香港拯溺總會會長劉漢華BBS太平紳士、水上

安全主席張德忠先生、主席陳偉能先生榮譽勳章、副主席

楊志滔博士、水上安全總監吳家麗女士S.S.St.J.、名譽顧問

廖志強先生BBS，與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康樂事務經

理(水上活動場地)陳明昌先生等。救生星章頒發的目的是希

望藉此表揚拯溺救生、救急扶危的精神，使這種英勇行為

得到正面的肯定。

香港拯溺總會一直以來都與各政府部門緊密合作，一同推

動水上安全的訊息及進行拯溺培訓的工作，以確保市民在

暢泳時的安全。統計去年，香港拯溺總會共派出數百名義

務救生員往政府公眾游泳池及泳灘當值，為確保市民的水

上安全出一分力，總當值更次超過6000更次。

水上安全主席盃

水上安全主席盃乃特別頒發予該年所有拯救事件中

最突出的事件或救生隊伍，以表揚其發揚拯溺精神

及他們在保障市民水上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在去年

的眾多拯救事件中，評審團認為政府飛行服務隊-吳

蔚昌先生該拯救事件的表現最具代表性，故獲頒授

此獎盃予以鼓勵。

164名人士獲頒救生星章及救生嘉許狀

（右圖） 右至左：水上安全主席張德忠先生、政府飛行服務隊－吳蔚昌

先生、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陳志培機長

（下圖）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得獎者合照

2011年度水上安全活動之

救生星章頒獎典禮



主禮嘉賓海事處副處長童漢明先生及會長劉漢華BBS太平紳士 飛行服務隊得獎者

水上安全主席盃 香港警務處得獎者

義務救生員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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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員盧永博、周錦明、鄧毅恆、黃家濠及王國榮的帶領

下，2012本地競賽裁判訓練班已於6月16及17日分別假奧運

大樓、灣仔游泳池及淺水灣舉行。是次特別邀得張大業先生

及李志雄先生為客席講師，上課學員達23人。學員經過兩天

的裁判課程後，未來一年將成為見習裁判。

 新裁判加入

於此同時亦有24位新晉裁判加入，相信在未來賽事中不泛新

面孔出現。新力軍名單如下：

吳志文、陸國新、黃紹得、梁耀材、梁其禧、黃嘉麒、譚美

玲、曹建邦、陸珊娜、麥智民、明學智、葉沛權、區業德、

盧美觀、蔡健容、李子洋、梁少珍、梁達駿、譚洛雯、楊贊

霖、陳庭琛、鍾嘯坤、劉麗嫦、馬雲青

 裁判出勤獎2011

資深裁判：鄭志陵、譚尹林

高級裁判：黃家濠、周錦明、鄧毅恆、盧京文、葉志輝

裁　　判：黎品延、郭佩兒、盧永博、嚴智恒、陳駿雄

泳池課學習

裁判班導師

海洋及沙灘課學習

2012年拯溺競賽裁判訓練班

拯
總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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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主考、評核員及運動員在海洋救生及離岸流方面的

知識，香港拯溺總會十分榮幸邀請到澳洲海岸專家Dr. Rob 

Brander出席於5月18日假警官俱樂部舉行的「浪濤救生及離

岸流 (Rip Current)講座」，為大家講解香港較少會遇到的海

岸現象，令大家可以認識不同的海岸變化。

 
Dr. Brander現在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的生物、地球及環

境科學學院工作，他研究離岸流已二十多年。地理上，他認

為澳洲與香港的分別是前者的海灘較闊，故形成離岸流的機

會會大大增加。儘管香港較少出現離岸流，為「防患於未

然」，也絕不能疏忽有關的預防措施。

 
當談及拯溺發展時，Dr. Brander每一句話都滲透著對拯溺救

生的投入及濃厚感情，「零意外」是他最大的目標。他認為

灌輸正確的拯溺概念是人生基本的一課，每個人必須自小就

明白水上安全的重要性。而拯溺教育就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應該在社區或學校裡推廣。

 
Dr. Brander指出，現代人總離不開互聯網的應用，故社交網

絡是推展水上安全的理想平台。他表示相片及短片是最能解

說教案的方法，讓世界各地的人士在沒有地域及時間的限制

下，可以直接及迅速地分享、了解，交流甚至學習不同的水

上安全知識。

2012年9月-2013年1月行事曆

日期  活動/賽事名稱 地點

16/9/2012 (星期日) 第十五屆香港長途拯溺錦標賽 南灣 / 淺水灣泳灘

13-14/10/2012 (星期六及星期日) 2012年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 (泳池) 城門谷游泳池

1-2/12/2012 (星期六及星期日) 2012年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 (海洋及沙灘) 石澳泳灘

9/12/2012 (星期日) 2012年拯溺海洋計分賽 – 第三回合 淺水灣泳灘

1/1/2013 (星期二) 第三十七屆元旦冬泳拯溺錦標大賽 中灣 / 淺水灣泳灘

浪濤救生及離岸流(RIP CURRENT)

專題講座

小記者： Tanni, Coway, Sam, Alison & 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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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香港拯溺總會事務委員會會訊刊物部

期　　　數：第十二期(非賣品)

日　　　期：二零一二年九月份

榮 譽 顧 問：劉漢華會長SBS, JP、黃學堯副會長、韋錦潮副會長、陳偉能主席MH

顧　　　問：楊志滔博士、陳志球博士JP、廖錦洪先生、何福強先生、蔡溢昌先生、梁智輝先生、

 鄭偉強先生、梅日耀先生、馬澤華先生、尹志堅先生

總　編　輯：馬澤華先生

編輯委員會：陳冠恒先生、馬丹妮小姐、劉嘉祈小姐、趙佩玲小姐、梁詠珊小姐、葉紹民先生、

 梁澤文先生、余嘉晋先生、劉泳欣小姐

辦事處：

網址：http://www.hklss.org.hk 

電郵：info@hklss.org.hk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58號德士古大廈21樓

電話：(852) 2511 8363 

傳真：(852) 2507 5239

水陸快艇

或許大家都曾經在海上活動或比賽中見過或駕駛過救生快

艇。 救生快艇主要功能在於海面進行護航或拯救。但大家有

否想過，快艇泊岸後也可以繼續在沙灘上行駛？今期我們正

是要為大家介紹這樣的水陸兩用的快艇。

 
這艘快艇外形上其實跟平常水用的款式差不多，狹長的船身

配以利刃般的船頭設計，輕易劃破海浪。但差別的地方是在

於駕駛者席以下的船身位置，大家可看到有一暗藏活門，打

開之後，內裏其實收藏了一對坦克用的車輪。當快艇駛近沙

灘時，駕駛者可以打開收藏於船身內的坦克車輪，車輪的設

計便有助快艇於沙石泥灘上行駛。

 
在拯救時，一些面積較大的沙灘或需要較長的時間及人手才

能把傷者送到岸上的目的地。 但駕駛水陸兩用快艇便可加快

運送傷者及減少搬運器材的人手。

 
資料來源：http://iguana-yachts.com/default.asp?lang=en

CONNECT TO THE WORLD

小記者： 

Edmund, 紹民, Kay & 嘉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