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星期三)

集合地點 ： 淺水灣泳灘 H 區 [工作人員補充站] 

工作人員報到時間 ： 0700-1300

香港拯溺總會主席 ： 陳偉能先生MH

香港教泳教師總會主席 ： 楊志滔

籌備委員會總統籌 ： 陳保祿

籌備委員會統籌 ： 何福強、鍾文韶

籌備委員會秘書長 ： 黎志仁醫生

籌備委員會司庫 ： 廖錦洪

： 黃子明

籌備委員會餐飲項目 ： 梅日耀

籌備委員會第十四屆香港3000公尺 

水上安全長途暢泳項目總组長 ： 葉麗娟

香港拯溺總會職員 ： 陳蔚蘋       勞逸宜      林智生      李顯龍

禮賓司： ： 鍾文韶  

☆★緊急意外事件處理 ： 黎志仁醫生

典禮司儀 ： 葉紹民、李君慧、陳凱玲

水上活動團體攤位(魔法汔球)：鍾懷國 ： 陳佩麗、 翁善雯、陳家聯 (完成登記處工作後請前往攤位13--魔法汔球協助)

場地佈置及善後 ： 陳亮智(組長)、麥樂章 (運輸公司)

工作人員報到處及物資善後 ： 黎美怡(組長) 黃詠心 施子明

淺水灣泳灘 H 區 [工作人員補充站] 

登記處組長 ： 黎鴻檢、王青香 崔倩敏 葉敏妍 廖仕明 趙玉萍 陳德俊 余樂詩 梁文華 陳敏高 陳佩麗 陳家聯 翁善雯

香港航空青年團協助 [登記處] 黃月蘭 黃健偉 黃彥璁 羅圓玲 方禮傑 吳予君 任真可 鄧淇瑋 梁躍龍 關嘉韻 劉宏昭

詢間處組長 ： 鍾貝榮 陳允聰 黃洛琪 陳嘵君 (完成登記處工作後請前往攤位協助)

活動場地及攤位秩序 組長 ： 曹維新 周觀發 周國輝 黃國章 陳健聲 何立豪 謝少熹 黃炳雄

★登記處及派發紀念品時段，[活動場地及攤位秩序] 協助維持秩序★

行李暫存處 (兼沙灘清潔大使) 組長 ： 朱煥儀、葉子安 陳淑貞 熊家樂 黃美珠 蔡麗卿 曾慶賢 朱流嬌 孫桂梅 陳詠怡 蘇麗玉

香港航空青年團協助維持秩序

起點及善後 ： 戴耀偉(組長) 李瑞川 陳漢權 古俊賢 李敏施 陳祉朗

（完成參加者出發後請協助終點扶持參加者上落水）

起點及上水支援 ： 張煥文(組長) 馬志恒 葉志全 王耀生 羅健毅 黃君豪 請在起㸃及終點位置：扶持參加者上、落水
（完成參加者出發後請協助終點扶持參加者上落水）

嘉賓及棄權者上木艇支援 ： 黃卓然(組長) 鄺潮活 江佩芬 古兆雄 梁上慧

鄧麗娥 方仲賢 張玉心 陳達

終點 ： 李紹輝(組長) 李君洺 潘志生 梁永良 吳大偉 黃志偉 陳遜傑 張繼銘

＊終點工作人員請自備泳裝、保暖膠衣及防滑膠鞋 (準備下水) ＊ 陳偉良 周淑芬 林展鵬 賴偉強 盧素雰 高翊琪

上水紀錄 -- 組長 ： 李家和、陳潔貞 陳麗貞 崔倩敏 葉敏妍 廖仕明 趙玉萍 陳德俊 余樂詩 梁文華 陳敏高 陳佩麗 黃月蘭

紀念品領取處 --  組長 ： 關麗華 梁沼蓮 梁躍龍 陳家聯 黃健偉 黃彥璁 羅圓玲 方禮傑 吳予君 任真可 鄧淇瑋 翁善雯

四十五位香港航空青年團協助 ★派發紀念品時段，[活動場地及攤位秩序] 協助維持秩序★

領取Ｔ恤及太陽 Cap帽後與崗位組長會合及理解工作安排及注意事項。請看場地圖示位置。 

水上安全檢察員(木艇) ： 譚尹林(組長) 張永康 何仲佳 曾令峯 黃英標 黃啟業

鍾志㓮 王遠強 謝滿樑 冼錦良

水上安全顧問 ： 梅日耀 鄭志陵

水上安全召集人 ： 彭楝樑 黃子明

水上安全主任 ： 黃小明

水上安全副主任 ： 盧永博 余嘉晉

一、救生獨木舟

二、救生快艇

三、救生水上電單車

四、浪濤救生(救生滑浪板) 

五、指揮船

六、支援船

七、陸上支援/ 場地設置/ 工作人員
 

急救 ： 醫療輔助隊 18人

香港手力急救協會 5人 李德業 林楊賢 林劍龍 朱玉蘭 林德材

場地攝影師 ： 姚佑雄 何國羲

50位航空青年團 

場地音響和帳篷設施 ( 外判 )  

對講機 ( 外判 )  

備註：( 請所有工作崗位組長，完成清場工作後，將有關崗位的餘下物資及工具箱、發還租借器材(對講機及擴音器等)，請點算好和搬運

往淺水灣泳灘 H 區[工作人員補充站] 交給物資善後組長黎美怡，並請協助搬運物資返回拯總大倉。

(完成登記處工作後請前往攤位29--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水安部協助)

● 午膳時段，請協助拯總在 [行李暫存處之工作人員] 攤位內派發各團體及工作人員飯盒●

 ( ★★★工作人員完成 [登記處]工作後， 請前往[行李暫存處]或[上水紀錄及紀念品領取處] 繼續協助工作 ★★★)

敬請各崗位組長於五月一日早上 6:30am 抵達淺水灣泳灘 H 區 [工作人員補充站] 集合 ，領取工具箱、大聲公和名單等物資，才會合各崗位的工作人員。

敬請各位工作人員於五月一日早上7:00am 準時抵達淺水灣泳灘 H 區 [工作人員補充站] 集合及簽到

2019香港水上安全日工作人員名單

籌備委員會水上安全推廣及宣傳項目

敬請各位工作人員於五月一日早上7:00am 準時抵達淺水灣泳灘 H 區 [工作人員補充站] 集合及簽到，領取Ｔ恤及太陽帽後與崗位組長會合

及理解工作安排及注意事項。請看場地圖示位置。

 ★★★工作人員完成 [登記處]工作後， 請前往[上水紀錄及紀念品領取處] 繼續協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