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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劲地产」及「健康快车」宣布  
第二届「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正式启动  
为「健康快车」筹款帮助贫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12 月 15 日于香港元朗锦田绕道上演 

奥运金牌名将、影视名人及著名歌手全力支持 
 
（2019 年 7 月 11 日 － 香港）由「路劲地产」及「健康快车」合办、锦田乡事委员会协办的         
「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宣布将定于今年 12 月 15 日在元朗锦田绕道举行，活动亦获得

元朗区议会和元朗民政事务处全力支持，以及中国香港单车总会的专业认可。「路劲地产」一直以  
「用心筑造品质生活」为理念，鼓励全港市民参与有益身心的运动；同时为「健康快车」火车医院

的治盲防盲工作进行筹款，为内地贫困白内障患者送上重见光明的希望。  
  
在今天的活动启动礼上，大会邀请了主礼嘉宾活动筹委会主席及路劲地产联席主席单伟彪先生、健

康快车香港基金主席方正先生、以及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雯女士。除此之外，更特别邀请了健

康快车香港基金副主席李宁先生和三位活动大使，包括奥运金牌名将李小鹏先生、影视名人姜皓文

先生，以及著名歌手郑融小姐呼吁市民大众齐来参与。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行政总监黄志如先生及

前香港单车队代表陈振兴先生亦到场打气支持。 
 
「路劲地产」继去年举办首届慈善单车赛，活动广受专业车队、运动员及年轻人欢迎，今年将再接

再厉与「健康快车」合办「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并再度于大受单车爱好者欢迎的元朗

锦田绕道举行。今年赛事备有 9 个不同的组别，适合不同水平和年龄层的单车运动爱好者参加，包

括为专业车手而设的「队际计时赛」、「公路绕圈赛男、女子精英公开组」和「公路绕圈赛分龄组」，

为青少年和小朋友而设的「学生赛」、「醒目仔赛」和「滑步车竞赛」以及为亲子而设的「家庭赛」；

其他组别包括「队际赛企业组、公众组」和非竞赛组别的「齐齐踩」，预计将吸引逾千名健儿报名参

加。此外，大会将同时举办嘉年华免费开放予公众人士，届时除设有多个有奖摊位游戏及表演节目

外，亦有美食车提供特色食品，让市民大众尽享一个既健康又愉快的周末。 
 
活动筹委会主席及路劲地产联席主席单伟彪先生于记者会表示：「路劲地产一直以『用心筑造品质生

活』的核心理念，专注在香港和内地不同城市发展不同类型的优质住宅项目。所指的『品质生活』，

除了为大家带来称心、舒适和健康的居住环境外，更重要的是拥有健康的体魄及积极助人的精神，

『施比受更有福』，身体力行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集团对于慈善活动一向都不遗余力，多年来，

一直积极参与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上年，有赖『健康快车』及协办机构的

支持，我们很高兴看到上届路劲慈善单车赛，除了有专业车队的参与，更有很多运动员、年轻人，

还有家长带同小朋友一家大细踊跃参加，反应非常热烈。我们期望大家今年继续踊跃参与第二届『路

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希望有更多人一齐享受『路上竞赛』的运动乐趣，一齐发挥『路竞为慈善』

的精神，推动『全民运动』，帮助『健康快车』筹得更多善款，为更多眼疾患者送赠光明同健康。」 
 
 



 
 
 
 
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主席方正先生表示：「感谢冠名赞助机构路劲地产、协办机构锦田乡事委员会，在

他们的全力支持下，活动才能顺利启动。我们亦要感谢元朗区议会、元朗民政事务处的支持，以及

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认可赛事。『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不但给单车运动爱好者一个展现练习成果

和活力的机会，更为『健康快车』火车医院筹募经费，把单车运动发放的正能量转化为爱心。」 
 
活动大使著名歌手郑融小姐称平日唱歌需要练气，所以持续做运动来保持状态以应付歌唱表演，她

希望更多人支持「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发放运动正能量。另一名活动大使影视名人姜皓文先

生已经是第二年支持活动，他于会上分享他如何在忙碌生活中争取时间做运动锻炼体魄，并即场参

与单车运动测试。他表示：「『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设有多项组别，无论是单车高手，或是初

学滑步车的小朋友，都有机会大展身手，所以特别鼓励全家齐来参与活动。」 
 
已为人父的奥运金牌名将李小鹏先生在会上分享与小朋友一起户外运动的乐趣及亲身示范并教授赛

前热身小贴士，他表示十分鼓励小朋友做运动，无论对体魄及心智成长都很有帮助。健康快车香港

基金副主席李宁先生出席活动时，透露虽已经退出运动员舞台，但仍有保持做运动，他呼吁市民支

持「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做运动舒展筋骨之余，更可帮助有需要人士，别具意义。 
 
「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即日起接受报名，有关活动详情请见附件；赛事查询可致电   
+852 2177-1650；于赛事网站报名: www.rklxcharityride.org.hk；或留意社交平台 Facebook 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rkcycling 紧贴最新动态。 

 
### 

 
关于「路劲地产」 

路劲地产扎根香港，凭借「用心筑造品质生活」的核心理念，致力在香港及内地发展优质住宅项目。

集团连续 7 年位列中国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第 1 名及全国房企首 35 强，现时持有土地储备合共逾

8,000 万平方呎，足迹遍布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及渤海湾地区。集团现时在香港有三大重点优质住

宅项目﹕元朗锦田北「山水盈」、港铁黄竹坑站上盖第一期项目及屯门管翠路项目。母公司路劲基建

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098）是投资及营运收费公路的先行者，拥有超过廿年丰富发展经验。每段

路到每个家，一步一步，用心筑造质量生活。 

关于「健康快车」 
 
健康快车香港基金是香港注册慈善机构，主力为「健康快车」的治盲防盲工作筹募经费。「健康快车」

的工作于 1997 年 7 月开始，22 年间，「健康快车」火车医院除了帮助内地逾 20 万名贫困白内障患

者免费进行手术治疗，让他们恢复视力，同时也成立了 80 间「健康快车」眼科中心，致力培训内地

眼科医生，以医、教合一的模式运作，让更多有需要的眼疾患者获得重见光明的机会。「健康快车」

于近年更在内地和香港推展免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筛查项目，把服务对象延伸至糖尿病患者，

使糖网病患者及早发现问题，并能尽早接受治疗，避免因错失治疗时机而引至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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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 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主席方正先生致送纪念品予「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筹委会主席及

路劲地产联席主席单伟彪先生，以感谢路劲地产对「健康快车」的支持。  
 

 
2. 活动筹委会主席及路劲地产联席主席单伟彪先生（左五）、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主席方正先生（右

五）、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雯女士（左四）、健康快车香港基金副主席李宁先生（右四）、

路劲地产执行董事方兆良先生（右二）、路劲地产区域主管董事朱国杰先生（右一），以及路劲

地产销售及市场推广总监钟彩玲小姐（左一）主持活动启动仪式，与三位活动大使包括奥运金牌

名将李小鹏先生（左三）、影视名人姜皓文先生（右三）和著名歌手郑融小姐（左二），一同宣

布启动第二届「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2019」。 
 



 

          
3. 活动筹委会主席及路劲地产联席主席单伟彪先生感谢活动大使奥运金牌名将李小鹏先生、影视名

人姜皓文先生，以及著名歌手郑融小姐支持「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2019」。 
 

 
4. 活动筹委会主席及路劲地产联席主席单伟彪先生在新闻发布会致辞时，表示支持「健康快车」的

治盲和防盲工作，并指今年的慈善单车赛别具意义，呼吁市民大众齐来参与。 
 
 
 
 



 

 
5. 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主席方正先生表示，透过「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可以把单车运动

发放的正能量转化为爱心。 
 

 
6. 奥运金牌名将李小鹏先生即席带领影视名人姜皓文先生、著名歌手郑融小姐，以及前香港单车代

表陈振兴先生一齐示范热身运动小秘方，鼓励大家参与如「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的

慈善运动比赛。 
 



 

 
7. 影视名人姜皓文先生于会上表示在忙碌的生活中也会争取时间做运动锻炼体魄，更即席参与单车

运动测试，他认为「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参加。 
 

 
8. 健康快车香港基金副主席李宁先生、奥运金牌名将李小鹏先生、影视名人姜皓文先生、著名歌手

郑融小姐，以及前香港单车代表陈振兴先生一齐出席并呼吁市民支持「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 
 
 
 
 
 
 
 
 
 
 



 

 
 
 
 

 
9. 活动筹委会主席及路劲地产联席主席单伟彪先生（右八）、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主席方正先生（右

七）、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雯女士（左七）、健康快车香港基金副主席李宁先生（右六）、

路劲地产执行董事方兆良先生（右四）、路劲地产区域主管董事朱国杰先生（右三）、路劲地产

销售及市场推广总监钟彩玲小姐（左四）、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行政总监黄志如先生（左二）、健

康快车香港基金副主席陈明耀先生（右二）、活动筹委会赛事委员李家威先生（左三）及骆浩贤

先生（左一），与活动大使及一众来宾大合照，一起支持「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2019」。 
 
 
 
 
 
 
 
 
 
 
 
 
 
 
 
 
 
\ 
 



 

附件： 
 
路劲健康快车慈善单车赛 2019 资料 

日期 201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日） 
赛事时间 

地点 
上午 4 时 30 分时至中午 12 时 

元朗锦田绕道 

嘉年华开放时间 
地点 

上午 9 时 30 分时至下午 1 时 

元朗锦田协天宫前草地（免费开放予公众） 

赛事名额 1,500 (额满即止) 

查询电话及电邮 活动及筹款事宜：健康快车 
+852 2861-0862 (office@rklxcharityride.org.hk) 
 
赛事规则及安排事宜：运动版图 
+852 2117-1650 (rklxcharityride@sportsoho.com)  
 

报名网站 www.rklxcharityride.org.hk 

紧贴最新动态  Facebook: 

www.facebook.com/rkcycling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FH1U3xRGTPhamoEle1aRw 

 
项目 组别 参与人数 最低筹款额 
队际计时赛 
(15 公里) 
(8 圈) 

精英组 6 人一队 HK$2,100/队 
素人组 6 人一队 HK$1,800/队 
女子组 6 人一队 HK$1,800/队 

    
精英公开赛 
(19 公里) 
(10 圈) 

男子组/ 女子组 个人 HK$280/人 

    
公路绕圈赛 
分龄赛 
(7.5 公里/ 
13 公里) 
(4 圈/7 圈) 

男少年 1 组/ 2 组 个人 HK$350/人 
男青年 1 组/ 2 组/ 3 组/ 4 组 个人 HK$350/人 

女少年 1 组/ 2 组 个人 HK$350/人 

女青年 1 组/ 2 组 个人 HK$350/人 
    
学生赛 
(3.5 公里) 
(2 圈) 

男高小组/ 女高小组 个人 HK$200/人 
男初中组/ 女初中组 个人 HK$200/人 
男高中组/ 女高中组 个人 HK$200/人 
男大专组/ 女大专组 个人 HK$200/人 

    

http://www.facebook.com/rkcyclin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FH1U3xRGTPhamoEle1aRw


 

队际赛 
(9 公里) 
(5 圈) 

企业组 3 人一队 HK$900/队 

公众组 3 人一队 HK$600/队 

    
家庭赛 
(1.8 公里) 
(1 圈) 

家庭 1 组(父+孩)/ 2 组(母+孩) 2 人一队 HK$280/队 

家庭 3 组(父+孩)/ 4 组(母+孩) 2 人一队 HK$280/队 

    
机灵鬼赛 
(1.8 公里) 
(1 圈) 

男/ 女 (6 – 7 岁组) 个人 HK$180/人 
男/ 女 (8 – 9 岁组) 个人 HK$180/人 
男/ 女 (10 – 11 岁组) 个人 HK$180/人 

    
滑步车竞赛 
(约 100 米) 

男/ 女 (3 岁/ 4 岁/ 5 岁/ 6 岁) 个人 HK$150/人 

    
齐齐踩 
(9 公里) 
(5 圈)  
(需于限时内完成) 

非竞赛组 
(11– 65 岁) 

个人 HK$280/人 

 

传媒查询 
N Square Company Limited 

Mr. Frank Wong  电话：+852 9776 6860  电邮：frankwong@nsquarehk.com  

Ms. Tracy Tsoi  电话：+852 9164 7520  电邮：tracytsoi@nsquare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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