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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常见问题 

 

网上报名 

问 1：各项自行车项目的报名费为多少，包括什么？ 

答 1：各项自行车项目的报名费包括选手包、2019 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2019 冠状病毒病快速抗原测试

包、纪念自行车服（特别注明除外）；完成 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参加者同时获得完成奖牌及电

子证书。各项自行车活动的报名费及慈善捐款如下： 

自行车项目 报名费 慈善捐款 

50 公里组 

（以个人或队制形式参加，

队伍人数上限为 10 人） 

每人港币$650# 

每队港币$15,000# 

自愿捐款 

每队港币$3,000 

30 公里组 每人港币$330# 自愿捐款 

总裁慈善及名人单车游 每人港币$15,000 

（仅限获邀者参加） 

全数作慈善捐款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

年纪念杯”——男子公路绕

圈赛 

每人港币$400# 自愿捐款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

年纪念杯”——女子公路绕

圈赛 

每人港币$400# 自愿捐款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

年纪念杯”——队际计时赛 

每队港币$3,300# 自愿捐款 

#参加者如不需要纪念自行服，每名参加者可获港币$50 折扣优惠。 

 

问 2：成功报名但未能出席本次活动及自行车技术评核（如适用）的人士能否获得退款？ 

答 2：不能。已缴交的报名费／纪念自行车服费用／接驳车车费（如适用）概不退还。 

 

问 3：如于报名时不慎输入了错误的数据，可否更改？ 

答 3：可以，欲更改数据的报名者请发送电邮到大会邮箱，以便大会作数据的修改／更正（例如：纪念

自行车服的尺码）。请在电邮中列明申请人资料，包括姓名、参加项目、报名编号和需要修改／

更正的内容。 



      

 

 Page 2 of 9 

 
  

 

 

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问 4：除了网上报名，还有其他途径可以报名参加此次活动吗？ 

答 4：没有。大会全面实行网上报名，以推行环保及方便参加者实时付款并获取报名确认。 

 

问 5：网上报名是否只接受信用卡付款？ 

答 5：是。 

 

问 6：网上报名会否接受消费券付款？ 

答 6：不会。消费券不适用于如大会般的公共机构收费，如申请者涉及造假或欺诈行为，有可能触犯法

例，大会会将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跟进。 

 

防疫措施及要求 

问 7：所有参加者必须符合哪些先决的防疫要求，才能参与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答 7：因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防疫规定和指引，所有参加者必须于活动当天的最少 14 日前完成接

种 3 剂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 

 

问 8：参加者必须符合哪些防疫措施及要求，才能参加自行车技术评核（如适用）？ 

答 8：为公共／大众安全，所有参加者必须符合以下防疫措施及要求，才能参加自行车技术评核（有关

措施可能根据政府最新指引有所更新）： 

1. 所有参加者必须在自行车技术评核前 12 小时内完成 2019 冠状病毒病快速抗原测试（快速抗

原测试），并在检测棒上注明姓名、测试日期及时间。参加者应将有关检测棒纪录拍照以便

在进入场地前供工作人员查看，及保存不少于 14 日以供相关部门于有需要时检查。自行车技

术评核只限持有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之人士参与。 

2. 所有参加者于进入自行车技术评核场地前，必须使用其手机／其他流动装置上的“安心出

行”流动应用程序扫描场所／活动二维码。大会将使用“验证二维码扫瞄器”流动应用程序

扫描参加者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电子接种纪录（透过“安心出行”“医健通”“智方

便”流动应用程序展示）或纸本纪录。 

3. 所有参加者于进入自行车技术评核场地之前，必须通过体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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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4. 除进行剧烈运动时，所有参加者于自行车技术评核当日任何时间必须佩戴口罩。  

未能符合上述／最新防疫措施及要求的参加者，将不能参加自行车技术评核。已缴交的报名费／

纪念自行车服费用／接驳车车费（如适用）概不退还。 

 

问 9：参加者必须符合哪些防疫措施及要求，才能接受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及领取选手包？ 

答 9：为公共／大众安全，所有参加者必须符合以下防疫措施及要求，才能接受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及

领取选手包（有关措施可能根据政府最新指引有所更新）： 

1. 所有参加者于进入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及领取选手包场地前，必须使用其手机／其他流动装

置上的“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序扫描场所／活动二维码。大会将使用“验证二维码扫瞄

器”流动应用程序扫描参加者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电子接种纪录（透过“安心出行”

“医健通”“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序展示）或纸本纪录。 

2. 所有参加者于进入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及领取选手包场地之前，必须通过体温检测。 

未能符合上述／最新防疫措施及要求的参加者，将不能进行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及领取选手包。

已缴交的报名费／纪念自行车服费用／接驳车车费（如适用）概不退还。 

 

问 10：参加者必须符合哪些防疫措施及要求，才能参加单车节活动？ 

答 10：为公共／大众安全，所有参加者必须符合以下防疫措施及要求，才能参加单车节活动（有关措

施可能根据政府最新指引有所更新）： 

1. 所有参加者必须在活动前 48 小时内完成由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活动只限持有核酸检测阴性

结果之人士参与，参加者于进入活动场地前，须向工作人员展示载有检测结果的电话短讯通

知，供查看用。 

2. 所有参加者必须在活动前 12 小时内完成快速抗原测试，并在检测棒上注明姓名、测试日期及

时间。参加者应将有关检测棒纪录拍照及保存不少于 14 日以供相关部门于有需要时检查。 

活动只限持有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之人士参与。 

3. 所有参赛者必须在活动当天进入活动场地前于大会指定电子平台申报其健康状况及外游纪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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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4. 所有参加者于进入活动场地前，必须使用其手机／其他流动装置上的“安心出行”流动应用

程序扫描场所／活动二维码。大会将使用“验证二维码扫瞄器”流动应用程序扫描参加者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电子接种纪录（透过“安心出行”“医健通”“智方便”流动应用程

序展示）或纸本纪录。活动场地只限“蓝码”人士进入。 

5. 所有参加者于进入活动场地之前，必须通过体温检测。 

6. 除进行剧烈运动时，所有参加者于活动当日任何时间必须佩戴口罩。  

未能符合上述／最新防疫措施及要求的参加者，将不能参加活动。已缴交的报名费／纪念自行车

服费用／接驳车车费（如适用）概不退还。 

 

报名资格及自行车技术评核之安排事宜 

问 11：自行车技术评核怎样进行？ 

答 11：已报名参加 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的人士，均须通过以下两项自行车技术评核，方能参与相关

项目。  

第一项：“体能及起步测试”（与其他参加者一同出发，以绕圈形式连续骑行 15 分钟，完成至

少 6 公里路程为准）； 

第二项：“窄路掉头测试”（须于 16 秒内完成指定路程的窄路掉头测试，期间身体任何部位触

碰地面或自行车的车轮撞倒任何障碍物，均作不合格论。） 

大会／中国香港单车总会可能就自行车技术评核当天的实际情况，包括自行车车况、场地难度，

调整合格的指标。此外，这个指标亦可能会再按当天的天气情况，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

等因素而下调。 

 

问 12：自行车技术评核于何时进行？ 

答 12：自行车技术评核的举行日期如下： 

参加者 日期 

*本地参加者 

（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 

2022 年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参加者可选择其中 1 日） 

非本地参加者 2022 年 12 月 17 日 

*需要参加自行车技术评核的人士，将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前收到参加自行车技术评核的通知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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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问 13：须符合哪些资格才能豁免参加自行车技术评核？ 

答 13：报名人士如符合以下其中 1 项资格，可获豁免参与自行车技术评核： 

1）曾完成 2015、2016、2017 或 2018 年“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的 35 公里组、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项目并获得完成证书之人士； 

2）曾于 2019 年成功通过“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自行车技术评核之人士； 

3）曾报名参加 2018 至 2022 年由中国香港单车总会所举办的公路自行车比赛之竞赛会员； 

4）曾报名参加 2018 至 2022 年由国际单车联盟（UCI）所举办的公路自行车比赛之人士； 

5）曾完成大会认可的其他大型自行车赛事（如由国际单车联盟 UCI 或国家自行车协会 National 

Cycling Federation 举办之赛事）或公路活动之人士； 

6）曾报名参加 2018 至 2022 年由香港三项铁人总会所举办的比赛（必须包含自行车项目）之竞

赛会员。 

如有任何争议，大会拥有最终决定权。 

 

问 14：大会会否为报名人士提供自行车以进行自行车技术评核？ 

答 14：大会将提供自行车予进行自行车技术评核的报名人士。报名人士必须检查大会提供的自行车，

若发现自行车有任何问题，请通知在场的工作人员。自行车技术评核的报名人士亦可自备自行

车，自备自行车的车轮直径不小于 26 寸，且必须同时自备头盔等安全配件。 

 

问 15：如何于完成网上报名后，补交豁免参加自行车技术评核的证明文件？ 

答 15：于网上成功报名后，请再次登入，并在登记报名时间截止前（即 2022 年 11 月 6 日晚上 11:59

（香港时间））上载需补交的豁免自行车技术评核证明文件。大会将会审核相关文件，确认该

报名人士是否可以获得豁免。 

 

问 16：报名人士须于何时向大会递交有关资格证明文件？ 

答 16：报名人士必须于登记报名时间截止前（即 2022 年 11 月 6 日晚上 11:59（香港时间）），透过网

上登记报名系统向大会递交有效的参加资格证明文件。经大会核实有关证明文件后，登记才会

被确认。如报名人士未能于报名截止前提供有效证明，将会被视为放弃报名资格，大会将不会

处理有关登记。 



      

 

 Page 6 of 9 

 
  

 

 

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问 17：若报名人士未能提供有效证明文件，或所提供的数据错误或无效，大会是否会退还报名费？ 

答 17：不会。大会有权拒绝提供不实或无效数据、不支付报名费／纪念自行车服费用／接驳车车费

（如适用）或不遵循报名手续之报名人士的任何申请，已支付的所有费用概不退还。 

 

问 18：若报名人士未能通过自行车技术评核，大会是否会退还报名费？ 

答 18：会。未能通过自行车技术评核的报名人士会收到电邮通知，并于自行车技术评核结果公布后 60

天内收到退款。 

 

问 19：若报名人士不能在大会指定的日期出席自行车技术评核，是否就不能参加本次活动？ 

答 19：是。报名人士必须按时参加并成功通过自行车技术评核，才可参加本次活动。 

 

问 20：报名人士可否于自行车技术评核及活动当日使用不同的自行车？ 

答 20：可以，但自行车必须符合大会对尺寸的要求，即车轮直径不小于 26 寸。有关自行车及装备规

格，请参阅参加须知／条款及细则的乙部第 4 点。 

 

自行车租借服务  

问 21：大会会否提供自行车租用或借用服务？ 

答 21：大会不会为参加者提供任何自行车租用或借用服务。 

 

问 22：为什么大会没有提供自行车租借服务予 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的参加者？ 

答 22：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的参加者均为专业及业余资深自行车手，他们大部分都拥有自己的自行

车；基于安全理由，大会要求参加者自携自行车。如参加者需要租用自行车, 可以电邮至大会

活动管理公司（运动版图有限公司，电邮：hongkongcyclothon@hktb.com）以转介协助。山地自

行车每天的租用费约为港币$200 至港币$300。请留意，香港旅游发展局并非自行车供货商，对

任何相关申索或责任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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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自行车项目 

问 23：50 公里队制组的活动是否采取接力形式？ 

答 23：不是。50 公里队制组的每位队员均须各自完成 50 公里的骑行，并非接力形式。 

 

问 24：为什么 50 公里队制组和 50 公里组的报名费相差这么大？ 

答 24：设立 50 公里队制组的目的，是希望为受惠的慈善机构筹集更多善款，所以大会将该项活动的参

加对象定为公司／机构，报名费定为港币$15,000 元正。大会将设特别安排予 50 公里队制组的参

加者，包括：优先起步时间、队伍专用帐篷（设于活动场地内）及队伍横幅各 1 个。 

 

问 25：为什么 50 公里队制组的参加者必须为同一公司／机构的雇员？ 

答 25：大会希望各公司／机构支持其雇员参加这项活动，一方面可以为有需要的人士筹得更多善款，

另一方面可以透过活动，建立员工之间的团队精神。 

 

其他 

问 26：大会在活动当天会否为参加者提供自行车寄存服务？ 

答 26：不会。大会只会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及 17 日于么地道花园为参加者提供自行车寄存服务。 

 

问 27：如因恶劣天气令活动需要更改路线、暂停或取消，大会会否退还报名费？ 

答 27：不会。 除因医疗理由而退出的参加者可获退款外，大会不会就其他原因退款。 

 

问 28：如果公路自行车的轮圈并非 26 寸，能否参加 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活动？ 

答 28：如你的自行车轮圈是 700C，亦符合大会标准。 

 

问 29：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有何区别？ 

答 29：公路自行车的轮圈为 700C，有弯把且可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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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问 30：如活动当天遇到恶劣天气或突发状况，大会将有哪些相应安排？ 

答 30：因应恶劣天气或紧急事故，大会将作出以下安排： 

时间 状况 安排 

活动当天凌晨 2:30 后 3 号强风信号或以上／

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

号生效 

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项目取消 

活动当天上午 7:00 后 
总裁慈善及名人单车游、男子公路赛、女子

公路赛及队际计时赛项目取消 

活动进行中 其他恶劣天气警告，如

雷暴警告生效 

按当时情况延迟、暂停或取消进行中的项目 

活动进行中 紧急事故  暂停或取消进行中的项目 

 

 因应活动路线及相关大桥上之实时风速，大会将作出以下安排： 

时间 状况 安排 

50 公里组项目开始前 60 分钟内 若昂船洲大桥 、汀九桥及

青马大桥录得每小时 35 公

里或以上之风速，中国香港

单车总会建议不适宜进行自

行车活动 

考虑更改 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

组项目路线 

50 公里组项目开始前 15 分钟内 考虑更改 50 公里组项目路线 

30 公里组项目开始前 15 分钟内 考虑更改 30 公里组项目路线 

活动进行中 更改该时段进行中的活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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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 

问 31：各项自行车活动参加者的建议平均车速及各检查站的关闭时间为何？ 

答 31：50 公里组及 30 公里组参加者的建议平均车速分别为每小时 29 公里及每小时 24 公里。未能在下

列指定关闭时间前通过相关路段检查站的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或掉头前往尖沙咀的终

点。 

50 公里组参加者需完成路段（开始时间：凌晨 5:30*） 

地点 约公里数（由

起点计） 

分段指定完

成时间 

规定 

雅翔道高架道路 ( 环球贸

易广场 ) 
3 清晨 6:05 

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 

青朗公路（近往青衣西

路连接路） 14.6 清晨 6:10 

参加者通过长青隧道后，不准进入

青马大桥及汀九桥，须掉头前往南

湾隧道方向。 

南湾隧道（近西草湾入

口处） 
28.6 上午 7:15 

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 

青沙公路（近荔宝路） 
34.6 上午 7:20 

参加者不准进入尖山隧道方向，须

前往尖沙咀方向。 

尖山隧道（沙田收费广

场） 
38.7 上午 7:25 

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 

尖山隧道（九龙区入口

处） 
40.8 上午 7:25 

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 

雅翔道高架道路 ( 环球贸

易广场 ) 
47.4 上午 7:40 

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 

* 开始及检查站关闭时间或会更新。 

30 公里组参加者需完成路段（开始时间：上午 8:10*） 

地点 约公里数（由

起点计） 

分段指定完

成时间 

规定 

雅翔道高架道路 ( 环球贸

易广场 ) 
3 上午 8:25 

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 

南昌（近青沙公路与西

九龙公路交汇处） 6.8 上午 9:00 
参加者不准进入青葵公路，须掉头

前往尖沙咀方向。 

南湾隧道（近西草湾入

口处） 15.6 上午 9:20 
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 

雅翔道高架道路 ( 环球贸

易广场 ) 26.2 上午 9:40 
参加者须登上大会收容车。 

* 开始及检查站关闭时间或会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