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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國際賽事升格 

單車活動參加人數料逾 5,000 破歷年紀錄 

 
傳媒可於旅發局網站下載新聞稿及相關資料  

 FTP 至 2017年 11月 30日 ftp://2017HKC-b:445566@ftpsvr01.hktb.com 

 新聞稿 http://partnernet.hktb.com/tc/about_hktb/news/press_releases/index.html 

 

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將於今年 10 月 8 日 再度舉辦體育盛事「新鴻基

地產香港單車節」。其中 焦點項目「國際專業公路繞圈賽」今年獲國際單車聯盟

升格成為亞洲巡迴賽其中一站 名為「新鴻基地產香港挑戰賽」 亦是本港首次舉

辦 1.1 級公路賽 路線將會伸延至紅磡。目前 國際頂級車隊 ORICA-SCOTT 

GreenEDGE Cycling已落實參賽 旅發局正積極邀請更多勁旅來港作賽 這班單車

好手將會在維多利亞港旁鬥逾 100公里 相信比賽會更加精彩。 

 

此外 旅發局亦會微調多項公眾可參與的單車活動安排 令參加者有更佳體驗。

其中 去年極受歡迎的 50公里組名額會增加 300個 預計整項活動將吸引逾 5,000

人參加 打破以往紀錄。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表示「好高興第三年舉辦的『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

便能升格成為國際單車聯盟亞洲巡迴賽其中一個分站 相信能吸引更多頂級車隊來

港作賽 旅發局會把握機會向海外推廣 除了希望能增加香港的國際曝光外 亦會

積極吸引更多單車愛好者親身來港體驗這項盛事 鞏固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譽。」 

 

本屆「香港單車節」繼續由新鴻基地產 新地 冠名及慈善贊助。新地執行董

事郭基煇先生致辭時表示 「很高興今年為大家帶來一個全新的國際專業公路繞圈

賽──『新鴻基地產香港挑戰賽』 這個亞洲巡迴賽 1.1 級公路賽是香港有史以來

首次舉辦 亦是亞洲今年唯一一個同類賽事。為推動運動行善 新地今年亦會繼續

額外捐款 連同來自主辦單位的部分賽事收入 用作發展本地基層兒童及青少年服

務。新地本著以心建家的精神 期望透過活動鼓勵市民投入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生

活模式 同時不忘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今年繼續設有 4項比賽及 5個單車活動 各項焦點

比賽及活動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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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鴻基地產香港挑戰賽」 

 

 屬國際單車聯盟亞洲巡迴賽 1.1級公路賽 是專業計分賽事 勝出者可獲車手

戰衣、獎金等  

 比賽會沿尖沙咀梳士巴利道、麼地道、科學館道及紅磡繞道 以繞圈方式進行

每圈長 5.15公里 100位專業車手要鬥逾 100公里  

 

 比賽會有更嚴謹的要求 除增加了國際裁判數目 參加的車隊必須有世界職業

隊 World Team、職業洲際隊 Pro Continental Team、洲際隊 Continental Team

及國家隊 National Team 四個組別。 

 

有關 50公里組及 30公里組 

 

 增加名額 極受公眾歡迎的 50 公里組將增加 300 個名額 以回應單車愛好者

的支持  

 

 路線調整 50 公里組的路線會繼續橫跨六區及挑戰「三隧三橋」 但今年路線

會先經青馬大橋 再到汀九橋及昂船洲大橋 冀讓更多參加者能登上青馬大橋

欣賞壯麗景色 30公里組的路線與去年大致相同 參加者可於昂船洲大橋上破

風 而為容納更多公眾人士可到場打氣 30 公里及 50 公里的終點均會移至梳

士巴利道 1881對開位置  

 

 微調檢查站時間 為確保道路能準時重開 30 公里及 50 公里組沿途會繼續設

有多個檢查站 不過個別檢查站時間將會略作調整 希望在不影響解封道路時

間的情況下 讓更多參加者能完成路程。大會亦建議 30 公里及 50 公里組的

參加者 如要順利完成路程 平均時速應分別有 23公里及 29公里  

 

此外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周年 會增設「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周年紀念盃」 由隊制計時賽的隊伍角逐。 

 

7月 22日起接受公眾網上報名 

 

「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將於 7月 22日 星期六 上午 10時開始 接受公

眾網上報名 網址 http://register.hongkongcyclothon.com 各組別名額有限 額滿

即止。為保障參與人士安全 除中國香港單車總會競賽會員或其他單車會會員 及

曾完成相近程度單車賽事的人士 包括「2016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 外 所有

參加者均須出席由大會安排的單車技術評核 方可參與上述活動。 

 

寓單車活動於慈善 

 

今屆活動亦會繼續加入慈善元素。單車活動參加者的部分報名費 個人為 100

港元、隊制計時賽為 600港元、50公里隊制挑戰組為 5,000港元 及「總裁慈善

單車遊」的全數報名費將撥作慈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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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的詳情 可參閱「資料概覽」或瀏覽旅發局網

站 網址:www.DiscoverHongKong.com/cyclothon/tc 。 

 

「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為一項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的認可活動。

為了分享回歸二十周年的喜悅 特區政府以「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遇」為主題

與不同界別攜手舉辦一連串豐富、精彩的慶祝活動。有關二十周年的項目及活動詳

情 請瀏覽 www.hksar20.gov.hk/chi/。 

 

圖片說明 1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 右二 與冠名及慈善贊助機構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兼副

董事總經理黃植榮先生 左二 及執行董事郭基煇先生 左一 、主要贊助機構東

亞銀行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橋先生 右一 今日在「新鴻基地產

香港單車節」記者會上 一同主持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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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2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 中 、冠名及慈善贊助機構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兼副董事

總經理黃植榮先生 左五 及執行董事郭基煇先生 左四 、主要贊助機構東亞銀

行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橋先生 右五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公

司主席梁鴻德先生 左三 、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先生 右一 聯同「新鴻基地產

香港單車節」大使、前香港單車隊成員黃蘊瑤小姐 右四 與其他出席嘉賓及贊

助機構代表大合照。 

 

圖片說明 3 

 
「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大使、前香港單車隊成員黃蘊瑤小姐 左 及去年活動

其中一位年紀最大的參加者黃匯先生 右 於記者會上分享備戰心得。 

 

– 完 – 

 

傳媒如有查詢 請聯絡香港旅遊發展局  

香港媒體 

張岳弢小姐 

電話 2807 6363 

傳真 2503 6363 

電郵 chanda.cheung@hktb.com  

内地及海外傳媒 

黎狄敏小姐 

電話 2807 6121 

傳真 2503 6121 

電郵 vivian.lai@hktb.com 

非辦公時間 香港傳媒請致電 8200 7860 內地及海外傳媒請致電 8100 8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