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1177 亞亞洲洲學學院院盃盃--單單打打分分齡齡錦錦標標賽賽  

章程  

電話：3486 7594 / 3486 2764 傳真：3015 7805 電郵：asiatti@gmail.com 章程及賽程可於本會網頁下載：www.tabletennishk.com 

 

 

 

 

 

1. 宗旨︰推廣乒乓球運動，讓不同年紀的球員一展所長，發揮潛能。 

2. 比賽日期︰2017 年 2 月 5 日或 2017 年 2 月 12 日 

3. 比賽地點：亞洲乒乓球學院  (地址: 新蒲崗大有街 16 號昌泰工廠大廈 8 樓全層 ) 

4. 比賽組別及名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不設留位】 

組別名稱 出生年份 男子名額 女子名額 

9 歲或以下組 2008 年或之後年份出生者 64 名 32 名 

13 歲或以下組 2004 年或之後年份出生者 64 名 32 名 

17 歲或以下組 2000 年或之後年份出生者 32 名 16 名 

5. 賽制： 

i. 所有賽事為單打，採單淘汰制，每局十一分。 

ii. 所有賽事為五局三勝制。 

6. 報名費：非會員：每位港幣 $ 80 元 

    會員 ：每位港幣 $ 70 元 

7. 報名事宜： 

i. 報名表格可於下列地點索取： 

(a) 亞洲乒乓球學院 (地址：新蒲崗大有街 16 號昌泰工廠大廈 8 樓) 

(b) 亞洲乒乓球學院網頁: www.tabletennishk.com 

ii. 報名方法： 

1. 填妥表格、並連同報名費，以現金或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亞洲乒乓球學院」）郵

寄**或親遞亞洲乒乓球學院，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參賽者姓名及電話號碼。(現金並

不接受郵寄**) 

2. 填妥表格、把報名費以銀行轉帳的方式匯入渣打銀行 (號碼 446-0087-0068)，然後

把報名表及入數收據以以下途徑交回本院： 

(1) Whapsapp : 6307 5237； 

(2) 電郵 ：asiatti@gmail.com。 

iii. 注意事項：  

(a) 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參賽者姓名及電話號碼。 

(b) 參賽者獲接納後，如要求退出，已付費用概不退還。 

(c) 如需本院寄回收據或賽程資料，請附上兩個貼上$1.7 的回郵信封 。 



電話：3486 7594 / 3486 2764   傳真：3015 7805   電郵：asiatti@gmail.com 章程及賽程可於本會網頁下載： www.tabletennishk.com 

8.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1 月 5 日，以郵截為準。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不設留位】 

9. 賽程公佈：有關賽程可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或以後於本學院網頁 www.tabletennishk.com 瀏覽。 

10. 賽事獎項：每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各可獲頒獎盃乙個。 

11. 賽規： 

i. 以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國際乒聯）現行球例為準，包括有關球拍膠水及膠皮之規定。 

ii. 球拍必須一面為紅色，另一面為黑色。膠皮亦須經國際乒聯現行批准使用；膠皮表可在

國際乒聯之網頁查閱：http://www.ittf.com/stories/pictures/LARC_33B.pdf  

iii. 本賽事將提供 40+白色三星比賽用球。  

iv. 所有球員均必須穿著短袖球衣及長度不過膝的運動短褲，顏色不得為白色或類似顏色。

任何服裝的合法性及可接受性問題，概由當值裁判長決定。 

v. 球員須按賽程表編訂時間提早 15 分鐘報到，如在編定時間仍未報到者，作自動棄權論。

報到處將不作個別提示或額外宣佈。 

vi. 球員須於比賽時向裁判出示有出生日期及相片之證明文件（身分證、學生證或學生手

冊），以便核對球員身份；如無證件，則不能參加比賽。 

vii. 賽事不接納改期申請。如當天首場比賽前兩小時或比賽進行中，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該日全部賽事取消，補賽日期將另函通知。 

viii. 大會將視乎實際情況，有權將當日之賽事提前或押後舉行，不得異議。 

ix. 賽事不接受上訴，如有糾紛，由當值裁判長即場處理。 

x. 報名後如發覺其證件有冒名取巧等，本會將立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報名費概不發還。 

xi. 參加者須服從並尊重大會之決定，否則本學院有權取消球員的參賽資格。 

12. 參賽者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學院的康樂活動報名事宜及宣傳上，遞交報名表後，如欲更改

或查詢所申報的個人資料，請與本院職員聯絡。 

13. 章程：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學院有權增減或修改，而不作另行通知。 

14. 查詢：亞洲乒乓球學院 

電話: 3486 7594 / 3486 2764 

Whapsapp: 6307 5237 

傳真: 3015 7805 

網址: www.tabletennishk.com 

 

    
 

 

 



 

  

22001177 亞亞洲洲學學院院盃盃--單單打打分分齡齡錦錦標標賽賽  

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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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性別：男／女            年齡：         

        （英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  非會員         □ 會員 (學生編號: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中文地址：                                                                                                                                                                                                  

學校名稱(中文)：                                                                                                                                             

緊急事故聯絡人：                                      手提電話：                       

報名組別   請註明報名所屬組別 (請在 □ 內加 v 號): 

 

 

 

 

 
 

 

 

注意事項 

本人清楚明白: 

(1) 以上資料全部屬實，如有失實或虛報，將會被取消參加資格。  

(2) 大會有權使用活動期間拍攝的相片及影片作日後宣傳之用。 

(3) 本人願意遵守大會規則、服從裁判結果及成績。 

(4) 本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合參加上述比賽，若因本人健康欠佳，而引致損傷或傷亡，本人將不會向大會追究任何責任或

賠償，而大會亦無須負責。 

(5) 監護人簽署即代表本人已詳閱重要聲明及同意敝子弟參加是次活動。 

(6) 各組別名額會因報名人數而有所調整，參賽者不得異議。 

(7) 亞洲乒乓球學院擁有最終決定權。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署：                      

日期：                  

報名組別 組別 名額 出生年份 

 男子 9 歲或以下組 64 名 
2008 年或之後年份出生者 

 女子 9 歲或以下組 32 名 

 男子 13 歲或以下組 64 名 
2004 年或之後年份出生者 

 女子 13 歲或以下組 32 名 

 男子 17 歲或以下組 32 名 
2000 年或之後年份出生者 

 女子 17 歲或以下組 16 名 

*凡未滿 18 歲的參賽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以下部份: 

本人已詳閱以上注意事項及同意敝子弟參加是次乒乓球比賽。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