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仁愛堂羽毛球大賽 - 報名表格 

A.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 ”，每張表格只限填報一組賽事  *如參加超過一個組別者，請分別填寫報名表及支票 

組別 年齡 會員 非會員

□男單公開(A)  □女單公開(B)   不限年齡 □$70 □$80 

□男單青年(C)  □女單青年(D)   13-15 歲 (02-04 年出生) □$70 □$80 

□男單少年(E)  □女單少年(F)   11-12 歲 (05-06 年出生) □$70 □$80 

□男單兒童(G)  □女單兒童(H)   10 歲或以下 (07 年或以後出生) □$70 □$80 

□男雙壯年(I)  □女雙壯年(J)   35 歲或以上 (82 年或以前出生) □$130 □$140 

□男雙公開(K)  □女雙公開(L)  □混雙公開(M) 不限年齡 □$130 □$140 

□男雙青年(N)  □女雙青年(P)   13-15 歲 (02-04 年出生) □$130 □$140 

B. 個人資料：單打只須填(甲部)，若參加雙打，則在(乙部)填上隊員資料 

甲部球員  

姓名：(中文)                    (英文)                                  (年齡)          

性別：         會員證號碼：               (如適用)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年份：              聯絡電話：(日)                      (夜)                        

電郵(正楷) :                                                               (郵寄報名必須填寫) 

如遇任何意外，緊急聯絡人姓名及電話：                                                    
 
乙部球員 

隊員姓名：(中文)                    (英文)                               (年齡)         

性別：         會員證號碼：               (如適用)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年份：              聯絡電話：(日)                      (夜)                        

如遇任何意外，緊急聯絡人姓名及電話：                                                   
收集個人資料聲明：閣下提供的個人資料，將由本中心授權職員用作處理是次活動用途 

 

C. 球員 / 家長 / 監護人同意書 (未滿十八歲之參賽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本人/本人同意敝子女 參加上述比賽，並聲明健康及體能良好，適宜參加上述活動，如果於參 

加活動時因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傷亡，主辦機構無須負責。本人同意授權  貴中心在不需經本人 

審查而可使用本人或敝子女之肖像作活動及推廣之用，並願意遵守大會之章則。 
 

甲部球員 *球員/家長/監護人 簽署：                            

(如非球員本人，請填上姓名及與球員關係) 姓名：                 關係：                   
 
乙部球員 *球員/家長/監護人 簽署：                            

(如非球員本人，請填上姓名及與球員關係) 姓名：                 關係：                   

*請刪去不適用者 

收據編號 :             (職員填寫) 



比賽內容 

日期： (a) 2017 年 4 月 23 日(星期日) 上午 9:00 - 下午 6:00 
   初賽 (除兒童及少年組外，各項目組別之初賽均於是日舉行) 
  (b) 2017 年 4 月 30 日(星期日) 上午 9:00 - 下午 6:00 
   i) 初賽 (兒童組及少年組) 
   ii) 準決賽及決賽 (各項組別之四強賽事均於是日舉行) 
地點：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三樓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 (西鐵屯門

站 F 出口) 
項目： 

項目 組別 年齡限制(分組以出生年份為準，可越級挑戰) 公開名額 

單打 

男子公開組(A) 不限年齡 16 名 
女子公開組(B) 不限年齡 16 名 
男子青年組(C) 2002-2004 年出生(13-15 歲) 32 名 
女子青年組(D) 2002-2004 年出生(13-15 歲) 16 名 
男子少年組(E) 2005-2006 年出生(11-12 歲) 32 名 
女子少年組(F) 2005-2006 年出生(11-12 歲) 16 名 
男子兒童組(G) 2007 年或以後出生(10 歲或以下) 32 名 
女子兒童組(H) 2007 年或以後出生(10 歲或以下) 16 名 

雙打 

男子壯年組(I) 1982 年或以前出生(35 歲或以上) 16 隊 
女子壯年組(J) 1982 年或以前出生(35 歲或以上) 16 隊 
男子公開組(K) 不限年齡 16 隊 
女子公開組(L) 不限年齡 16 隊 
混合公開組(M) 不限年齡 16 隊 
男子青年組(N) 2002-2004 年出生(13-15 歲) 16 隊 
女子青年組(P) 2002-2004 年出生(13-15 歲) 16 隊 

 各單打組別將按上屆該組別成績設 2 名種子，如組別不同，將不按上屆之成績計算，另主 
 辦及贊助機構設 4 名種子，各參賽者不得異議 

報名事項： 

(a) 親臨報名：填妥報名表格，連同費用、會員證(如適用)及身份證明文件到本中心一樓大堂顧客

服務處報名。本中心不會接受後補資料之申請，若欠缺任何一項資料將不接受報

名，敬請原諒 

(b) 郵寄報名：每份報名表格，需連同劃線支票、會員證(如適用)、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一個貼上

$1.7 郵票之回郵信封郵寄到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康體

事務部收(劃線支票請書明支付「仁愛堂有限公司」) 。郵寄人士請清楚填寫報名表

上之電郵地址，因本中心將以電郵回覆確認收妥報名表 

(c) 每名參賽者只限最多參加兩項不同組別之賽事，違例者將被取消報名資格，所付之報名費用亦

不獲發還 

(d) 每張表格只限填報一項比賽組別，如需要報兩項組別，必需另填表格，而郵寄報名者，必需再

額外夾附一個貼上$1.7 郵票之回郵信封 

(e) 每張劃線支票，只限支付一項報名費(切勿連同其他組別或參賽者之報名費一併填寫)，如報兩

項比賽，需另填劃線支票 



(f) 雙打組別兩名參賽者必須同為有效會員，方有資格繳交會員之費用 

(g) 報名時必須出示有效之會員證及身份證文件以供查閱(郵寄必須附上有效之會員證及身份證明

文件副本) 

(h) 所有比賽組別，如報名人數超過限額，則以抽籤決定 

(i) 抽籤儀式將於 3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3:00 於本中心三樓體育館舉行，歡迎到場參觀 
(j) 賽程及中籤名單將於 4 月 14 日(星期五)張貼於本中心三樓報告板及上載於 www.yot.org.hk 康體

課程網頁內，請參加者自行下載或親臨本中心查閱。為避免溝通誤會，本中心將不會接受電話

回覆參賽者有關賽程資料及中籤結果之查詢，敬請原諒 

(k) 報名一經確定後，不能要求退款或更改 

 
退還報名費安排：所有未能中籤之郵寄報名人士，本中心將會以回郵信封寄回支票；而其他未能中籤之

親臨報名人士，可於 2017 年 4 月 23 日至 5 月 31 日期間，攜同收據正本到本中心一樓

大堂顧客服務處領取退款。如未能出示收據或於限期內取回退款，報名費將不獲退還，

敬請小心保存有關收據 
 
比賽： 

(a) 賽事依照香港羽毛球總會現行之比賽規則進行 

(b) 參賽者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裝、運動鞋(非黑底及不脫色)及自備球拍 

(c) 所有賽事均採用單淘汰賽 ─ 直接得分制，以一局計算，每局為三十分 

(d) 球員需自行查閱賽程表所列出之報到時間，各參賽者必須於指定之報到時間帶同身份證明文件

向報到處報到，倘若逾時十分鐘仍未報到者作棄權論，而對賽者則作勝論 

(e) 參賽者如遇連賽，只能休息十分鐘，不得要求延遲比賽 

(f) 大會有權因應報名情況增減各組別之名額及設立主辦、贊助機構及各組別之種子名額 

上訴： 本賽事不設上訴，以大會裁判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改期： 若因天氣關係或特殊情形，本中心有權作適當安排，各參賽者不得異議，本中心不接受參賽者

提議改期之申請 

罰則： 如參賽者經本中心認為有破壞規則或不良行為者，賽會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 

聯絡： 有關比賽事項可直接致電向康體事務部黃先生查詢，電話：2655 7804 

獎勵： 設冠、亞、雙季軍獎座及由勝利體育用品有限公司贊助之體育用品。(參賽人數少於 6 人/隊者，

只設冠及亞軍)，凡缺席四強賽事者，將不能獲頒獎座及獎品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3 月 17 日，逾期者一概不接受。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賽會有權隨時修訂 
(本報名表可自行複印或於 www.yot.org.hk 康體課程網頁內下載)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址：屯門啟民徑 18 號(西鐵屯門站 F 出口) 

康體事務部顧客服務處查詢電話：2655 7888  辦公時間：每日上午 8:00  – 晚上 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