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 

 

2020年 4月 8日星期三舉行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由香港遊艇會(RHKYC)主辦，馬尼拉遊艇會協

辦，並由蘇碧灣遊艇會協助安排賽事終點。比賽獲得皇家海洋競賽

會(RORC)支持，在香港遊艇會離岸賽規則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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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通知 

競賽通知規則中的標記 [DP] 意思是在經過抗議委員會慎重考慮後，違反該規則的懲罰可以是免於被取消資格。 

1. 規則 

1.1 2020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執行以下規則： 

 帆船競賽規則 (RRS) 所規定的規則； 

 香港帆船運動總會 (HKSF) 規定； 

 IRC 規則第1， 2及3部分 (IRC–C)； 

 HKPN 表現提升的罰則 (PIPS) ； 

 MOCRA 評分規則 - 截至2020年3月6日最新版本； 

 世界帆船聯合會 (世界帆聯) 離岸賽特別章程 2020-21 – 1級單體船或1級多體船 (WSOSR)； 

 2020 香港遊艇會離岸賽規定； 

 本競賽通知；及 

 2020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航行細則 (航行細則) 。 

1.2 IRC 規則 21.6.1 (船上順風帆數量) 由HKSF規定按照RRS 88被更改。 

1.3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IRPCAS)，(駕駛和航行規則) 將在日落到日出期間 (於2020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航

行細則內所規定) 適用， 並替代RRS第二章。 

1.4 如果文字有矛盾，優先考慮英文版本。 

2. 廣告 

 帆船可能會被要求展示由組織機構挑選和提供的廣告。如果破壞了這條規則，世界帆聯章程 20.9.2適

用。[DP] 

3. 參賽資格及報名 

3.1 有資格參賽的帆船必須於 2020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前經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 TopYacht 報名系統

https://www.topyacht.com.au/db/kb/1051 報名。 

 
3.2 2020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將分為以下級別： 

3.2.1 IRC賽船級別：船身系數 (HF) 為8.5或以上的龍骨型帆船。競賽委員會可基於合適的IRC系數

段將此級別分為不同組別。 

3.2.2 IRC大型休閑船級別：排水量/長度比例 (DLR) 等於或大於140及總船長 (LOA) 為14.98米或以

上的龍骨型帆船。 

3.2.3 IRC休閑船級別： HF為8.5或以下或DLR等於或大於140的龍骨型帆船。 

3.2.4 HKPN 級別：符合 ISO設計 A類別中所定義的安全及穩定性要求的龍骨型帆船。 

3.2.5  MOCRA多體船級別： 符合WSOSR – 1 級多體船並當中概述的所有安全及穏定性要求的多

體船。 

3.3 每艘船隻只可參加一個級別。競賽委員會將自行決定IRC賽船級別的系數段及組別，並於航行細則內

公布。競賽委員會可能會根據參賽船隻數量、對級別、組別及系數段作出更改。此外，競賽委員會若

認為個別船隻參加其他級別或組別較為合宜，委員會有權拒絕該船參加某一組別及調動參賽船隻到其

他級別或組別。. 

3.4 所有參賽船隻總船長不能短於10米（船艏伸縮形球帆桿及/或船艏撐桿不包括在內）。 

3.5 參加IRC賽船級0組及1組的船隻須提交驗證IRC證書。 

3.6 參加 IRC 級別的船隻並不須符合其驗證 IRC 證書上的船員人數。這更改 IRC 規則 22.4.1。然而競賽

委員會有權拒絕缺乏經驗船員的船隻參賽。 

3.7 所有參賽船隻必須提交船員經驗列表以證明船員已經進行了WSOSR中概述第六部分的培訓及競賽通

知第8.1所修改的項目，以達到競賽委員會要求。 

https://www.topyacht.com.au/db/kb/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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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參賽船員必須年滿 18 歲。年 16 至 18 歲船員若有家長或合法監護人陪同上船參賽，競賽委員會會考

慮批準。 

4. 報名費  

4.1 2020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報名費用為港幣5,000元，已包括船長及船員於2020年4月6日星期一假香港

遊艇會吉列島舉行的歡迎酒會、2020年4月12日星期日假蘇碧灣舉行的賽後酒會及2020年4月22日星

期三假香港遊艇會吉列島舉行的頒獎典禮入場門票。報名費用在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後將不會退回。 

4.2 逾期報名必須於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18:00之前向競賽委員會申請，並需支付報名費連同報名費50%

的額外費用，同時需要完成所有的船隻審查和入境要求。 

5. 日程安排 

2020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日程安排如下：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截止報名及文件遞交 (參閱競賽通知第 6.1) 18:00 

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逾期報名截止 18:00 

2020年4月1日星期三 出入境資料及直系親屬資料表格， IRC 證書， 

HKPN PIPS 聲明書 

18:00 

2020年4月3日星期五 IRC 及 MOCRA 證書、HKPN PIPS 聲明書 18:00 

2020年4月6日星期一 香港遊艇會吉列島舉行的歡迎酒會 19:00-21:00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出境清關手續  

香港遊艇會吉列島舉行的船長會議 

15:00-19:00 

18:30-19:00 

2020年4月8日星期三 預告訉號 11:10 

2020年4月12日星期日 蘇碧灣賽後酒會 17:00 

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 香港遊艇會吉列島舉行的頒獎典禮 19:00-21:00 

   

6. 遞交文件 

6.1 2020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參賽船隻須於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前上截下列文件到網上登記系統： 

 世界帆船建造計劃審查證書– 按照 WSOSR 3.03.1a)ii) 

 離岸賽特別章程清單； 

 安全聲明書； 

 初步審查清單 (註：此階段不需完全通過所有審查)； 

 穩定性聲明書 (如STIX 或 AVS 不適用時)； 

 救生筏證書；按照WSOSR 4.20.5，所有救生筏維修服務應由原廠所授權的維修服務站進行； 

 衛星電話號碼； 

 船員經驗列表； 

 個人救生示標 (PLB) 列表； 

 急救/心肺復甦證書； 

 海上救生訓練證書；及 

 HF/GMDSS/DSC 遠程無線電操作員許可證。 

競賽委員會對海外及仍在運送途中的船隻或會作出期限豁免。 

6.2 列有船長及船員出入境資料及其直系親屬資料的網上表格，必須於2020年4月1日星期三18:00或之前

提交。 

6.3 除了因為系數抗議或糾正系數機構的錯誤，否則在2020年4月3日星期五18:00後，船隻的時間系數 

(TCC) 將 不允許被更改。上述任何更改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供給競賽委員會，並提供書面證據。 

7. 丈量 

7.1 競賽委員會或會安排船帆丈量和船隻磅重，以便在比賽前檢查是否符合IRC及MOCRA證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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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船隻參加HKPN級別必須於2020年4月3日星期五18:00之前提交HKPN PIPS 聲明書到香港遊艇會賽事

辦公室。 

8. 安全 

8.1 2020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將採用WSOSR – 1級，包括以下修改章程： 

 第3.21.1項 - 飲用水箱：刪除3.21.1項 

 第 3.21.2項 - 飲用水：開賽時，船上應備有每位船員不少於 10公升的清水。 

 第 3.21.3 項 - 緊急飲用水：每位船員至少 4 公升的緊急飲用水應存放在專用的，貼有標簽和

密封的容器中。 

 第 3.28.3 (b) 項- 燃料系統：除了為電池充電，運行發電機或其他同類設備所需的任何燃料外，

船隻還應帶配備足夠船隻行駛至少 250公里的燃料。 

 第 3.29 項- 通訊設備，全球定位系統 (GPS)，雷達，自動識別系統 (AIS)：所有船只必需攜帶

能夠在2182千赫，4125千赫，4060千赫，6224千赫和8297千赫操作的海事高頻單邊帶調制

(SSB) 無線電收發器（首選為全球海上遇險與安全系統(GMDSS)／數字選擇呼叫(DSC)）。 

 第 4.20.2 項- 救生筏最低要求設備：(b) 段落更改為 “ISO 9650救生筏至少應備有 2號包 (適

合於生存至 24小時）。 如果救生筏備有 2號包，則 2號包和 1號包（24小時以上）內所相

差的物品應存放在每只救生筏的應急包中。” 

 

 第4.21項 – 應急包（附加） 

 

 

 

 

 

 

 

 

 

 

 

 

 

 
 

 

 

 第 4.23 項 - 煙火和閃光訊號：0，1級單體船及多體船所需煙火清單修訂如下： 

 6個紅色降落傘訊號彈，其中4個必須隨時可用，並不儲存於救生筏內 

 6個紅色手持焰火，其中3個必須隨時可用，並不儲存於救生筏內。 

 2個橙色煙霧，其中2個必須隨時可用，並不儲存於救生筏內 

 第6.01項(修改)：海上救生訓練：至少50%船員及至少兩人包括船長或負責人，必須持有來自

認可培訓機構的有效海上救生訓練證書。強烈建議所有船員參與訓練。 

 第6.05.1(ii) 項 – 醫療培訓：修訂第6.05.1項，30％的船員及至少兩人包括負責人持有有效急

救／心肺復甦證書亦可接受。 

8.2 WSOSR曾作出修訂，因此建議參賽者參考最新版本的全文，並參考1級離岸賽特別章程全文來填寫清

單。 

應急包內物品最低要求 

每艘救生筏應至少有一個應急包 

所有船員的旅遊證件、金錢、備用處方藥物應放入一個獨立的防水袋內才放入應急包。 

每艘救生筏應備有防水手持式海事甚高頻 (VHF) 無線電連備用電池，其中一個可以是第

3.29.5項中的手持式甚高頻無線電。 

急救包 - 所有敷料必須能夠在潮濕狀況下有效使用。 急救包應清楚標記，並應可重新密

封。 這可以是第 4.20.2項中的急救包。 

每隻救生艇至少有 2支最小容量為 100毫升的防曬霜。 

每隻救生筏應備有可持續使用 6小時的防水手電筒及備用電池和燈泡（LED除外） 

強烈推薦應急包中物品 

 化學光棒 

 治療水母蜇傷葯物 

 每艘船隻的應急包中至少配有一個防水手持式 GPS 

 雷達搜救發送器(SART) 

 緊急位置無線電示標 (EPIRB) 

 備用海錨 

 帶有一份防水通訊錄（如適用）或已預編緊急號碼的手提衛星電話及備用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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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對於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初步審查文件的船隻，可能會被收取港幣2,000元的逾期費。競賽委員會可

能對需要審查員多次造訪的船隻，酌情收取額外費用以支付審查員的額外時間。競賽委員會有權因船

隻未能遵守審查要求而取消其參賽資格。 

9. 通訊 

9.1 為了緊急安全通訊目的，所有船隻需攜帶操作正常及獨立裝置並不需要連接外掛設備的衛星電話，例

如：海洋銥星衛星系統。若船隻的通訊系統是固定安裝並且不可移除，根據第3.29.03b項，須強制攜

帶手持式衛星電話連備用電池。所有參賽船隊的衛星電話號碼必須事先預編通訊錄內。 

9.2 所有船隻將獲提供一個操作正常的 Yellowbrick 追蹤儀器，在開賽前進行測試以確定安裝妥當並運作

正常。該儀器必須於比賽期間保持開啟運行。除非能夠提供合理的書面或相片作證據，否則競賽委員

會將會對未能遵守規定的船隻提出抗議。 

9.3 按照WSOSR 1級第 3.29.13 項中所述，所有船隻必須攜帶AIS裝置。裝置必須於比賽期間保持開啟運

行。除非能夠提供合理的書面或相片作證據，否則競賽委員會將會對未能遵守的船隻提出抗議。[DP] 

9.4 所有船隻必須遵守在航行細則內概述的HF/SSB無線電每日通訊時間表。在預定時間十分鐘內未能通

過無線電傳達（VHF）或其他通訊方式（衛星電話）向無線電控制船報告位置，競賽委員或會對該船

隻提出抗議。船隻應保持開啟固定無線電和衛星電話作安全用途。 

9.5 每艘船隻應向競賽委員會展示她的 HF/SSB - DSC/GMDSS 無線電設備運作正常，並且至少有一名有

能力操作無線電的船員參賽。 

9.5.1 船隻必須在開賽前跟香港海事救援協調中心安排 MF/HF/SSB 無線電作 DSC 測試。所有參賽

船隊的 MMSI 編號必須預先儲存於船的 HF/SSB 無線電中。有關如何達到此要求的詳細資料

會於開賽前發給所有參賽者。 

9.5.2 船隻在沒有正常運作的 MF/HF/SSB DSC無線電的情況下開賽有可能被取消資格。 

9.6 除非在緊急情況下，船隻不得（通過無線電，電話或衛星通訊）進行或接收個別通訊。 船隻可以與蘇

碧灣的終點線工作人員聯繫，通知對方船只正接近終點線。如HF/SSB遇到問題，船隻可通知無線電

控制船其當前位置。 

10. 航行细则 

 2020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航行細則將於2020年３月下旬公佈。 

11. 航線 

 航線將於航行細則內公佈。 

12. 懲罰 

12.1 若委任抗議委員會，將根據 RRS 89委任。 

12.2 當抗議委員會裁決參加審理一方帆船違反了某條規則並不能被免責時，委員會可以對她酌情施加分數

懲罰（亦可能不被判罰）以替代取消資格。這更改 RRS 64.1。 

13. 計分 

 參加2020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所有IRC級別的船隻將採用IRC評分系統及多體船將採用MOCRA評分系

統。 

並以參賽船隻提交的有效 IRC 證書或MOCRA證書內印明的修訂時間系數 (TCC) 或修訂時間因數(TCF)

來計算： 

 最後修正完成時間 (Corrected Time) = 完成時間 (Elapsed Time) x 修訂時間系數 (TCC) /修訂時間因

數(TCF) 

 HKPN 級參賽船隻將以HKPN 系數來計算： 

最後修正完成時間 (Corrected Time) = 完成時間 (Elapsed Time) x 1000/HKPN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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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停泊 

 船隻必須停泊於香港開賽前及蘇碧灣賽後指定位置。 

15. 獎品 

15.1 根據參賽船隻數量，最先衝線、每級/組別的冠、亞，季軍船隻可獲頒贈獎品。而根據IRC計分勝出的

冠軍船隻及最先衝線的單體船隻將會獲頒勞力士腕錶乙隻。 

15.2 競賽委員會有權頒贈其他獎項。 

16. 免責聲明 

16.1 參加賽事的參賽者完全自己承擔風險。 參見 RRS4，參賽決定。 組織機構（香港遊艇會、馬尼拉遊艇

會）、蘇碧灣遊艇會、2020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競賽委員會、贊助商（包括其附屬公司）、其員工、

會員、志願者或代表上述工作的人員，對於船員或其他當事人受傷或任何生命損失、或對船隻損失或

損壞不會承擔任何責任。因此，負責人、船東和船員必須簽署下文競賽通知第 18.2 所述的免責聲明和

權利確認同意書，以承認並接受此責任免除。 

16.2 誠邀負責人、船主及船長與組織機構，競賽委員會和香港遊艇會賽事辦公室緊密合作，於本競賽通知

內指定限期前完成手續及提交所有必要的文件資料、證書、表格等。此乃船主及/或船長必須遵守之責

任，不依從者將被視為未完成參賽報名程序，在此種情況下，除非競賽委員會認為其提出遲交文件之

真確證據情有可原，否則船隻將沒有資格參賽。 

17. 保險 

所有船隻均應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規定的最低保額，具備有效的第三方責任險。 

18. 媒體與肖像權利免除 

18.1 所有參加本比賽的船主（或承租人）及船員給予組織機構及贊助商及其下附屬公司，在沒有任何費用

下有絕對的權利和權限於任何媒體（包括電視，刋物及互聯網）使用其名字、聲音、圖像、肖像和簡

介資料，以及他們的船隻的圖像。 

18.2 船主（承租人）和船員應透過簽署報名表確認並接受競賽通知第18.1中提及的媒體權利，以及簽署由

組織機構提供的免責聲明與權利確認同意書同意競賽通知第16所述的責任免除。 

19. 附加訊息 

19.1 海外參賽船隊如欲查詢有關比賽及/或賽前的設施，停泊位置和組裝等所有細節，請聯繫香港遊艇會海

事經理 Alan Reid，電郵：alan.reid@rhkyc.org.hk，電話：+852 2239 0308，傳真：+852 2572 

5399。 

19.2 有關比賽其他問題，請聯繫香港遊艇會賽事經理 Ailsa Angus，電郵：ailsa.angus@rhkyc.org.hk，電

話：+852 2239 0395，傳真：+852 2239 0364。 

19.3 其他詳細資料和要求將於2020年3月下旬從香港遊艇會賽事辦公室公佈的2020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航

行細則中提供，並於2020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網站上公佈 www.rolexchinasear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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