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恒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 

報名表格 

姓名︰(中文)       (英文)             

年齡︰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註冊球員號碼(如有)︰   __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___ (__) 聯絡電話：    ___ 

*  

所屬球會:________________教練姓名(請填寫一名):______________教練證編號: ___________ 

*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 “ ”號 

 
男子   

報名組別 組別 出生日期 

 男子 A 組(9 歲組) 2008 11 18 2009 11 17  

 男子 B 組(8 歲組) 2009 11 18 2010 11 17  

 男子 C 組(7 歲及以下組) 2010 11 18  

女子   

 女子 A 組(9 歲組) 2008 11 18 2009 11 17  

 女子 B 組(8 歲組) 2009 11 18 2010 11 17  

 女子 C 組(7 歲及以下組) 2010 11 18  

* 2018 11 18  

 

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敝子弟___________參加上述運動，並聲明其身體狀況良好。如小兒 / 小女因疏忽或

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資助及贊助機構則無須負責。本人同意

授權予 貴學院及傳媒在不須經本人審查而可使用敝子弟之肖像、姓名、聲線及個人資料作活動

及推廣之用，並且願意遵守 貴學院之活動安排及章程內的所有條款。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 

 

$2 2018

11 2 hstta.hktta.org.hk

 

------------------------------------------------------------------------------------------------------------------------------------------ 

***收據收據收據收據***                    編號︰___________ 
 

 

茲收到  台端交來之港幣 $65（支票號碼：     銀行名稱：    ）作為

支付「2018 恒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之報名費。(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乒乓總會香港乒乓總會香港乒乓總會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日期                               

                       

                                                                         

*  

 

 

編號︰___________ 

（一） 宗旨︰ 讓9歲或以下小朋友藉參與適合水平之乒乓球比賽，從小培

養對乒乓球的興趣及體育精神。

（二） 比賽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8年11月17日 (六) 13:00 – 23:00

九龍塘歌和老街

乒乓球中心

2018年11月18日 (日) 09:00 – 21:00

2018年11月24日 (六) 13:00 – 23:00

2018年11月25日 (日) 09:00 – 18:00

（三） 賽事裁判長︰龔劍杰先生

（四） 比賽組別及名額︰ 

組別 出生日期 名額

男子A組(9歲組) 2008年11月18日至2009年11月17日出生者 280人

男子B組(8歲組) 2009年11月18日至2010年11月17日出生者 140人

男子C組(7歲及以下組) 2010年11月18日或以後出生者 140人

女子A組(9歲組) 2008年11月18日至2009年11月17日出生者 70人

女子B組(8歲組) 2009年11月18日至2010年11月17日出生者 70人

女子C組(7歲及以下組) 2010年11月18日或以後出生者 50人

**比賽組別以首天比賽日期2018年11月17日為準            總名額限750人

註：(1) 所有組別均以“先到先得＂方式報名。截止報名後若有組

別仍有餘額，賽會可將餘額轉至較多人報名之組別，從而達至總參

賽限額，並對每組之最多名額有最終決定權。

(2)參賽球員應自行選擇正確的參賽組別。若發現錯填組別之參賽

者，本會有權安排於正確的組別作賽而不作另行通知。

（五） 賽制︰ 賽事採用單淘汰制，每場五局三勝，每局十一分。

（六） 參賽資格： 9歲或以下持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的香港居民。

(#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來往

港澳通行證連簽證)

*凡於2017年或2018年參加香港乒乓總會主辦之全港青少年錦標賽

(單打項目)獲得前3名的球員均不得參賽。

（七） 賽事獎項︰各組別皆設冠、亞軍及季軍兩名、可獲得獎盃一個。而

第五至八名則可獲得獎牌一枚，以示鼓勵。

（八） 報名辦法及日期︰

1. 郵寄或親遞 - 填妥表格，連同用以繳付報名費之劃線支票，抬

頭請寫「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郵寄或親遞至恒生乒乓

球學院校務處：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1號奧運大樓2009

室。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13:00 及14:15 – 18:00；

　　　　　星期六︰10:00 – 13: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i. 凡屬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資助家庭者

可獲豁免報名費。參加者須將有關證明文件與報名表一併

遞交。(註：所有個人資料只會作報名用途)

ii. 如支票未能兌現，本學院將會收取發票人港幣$100元之行

政費用。

iii. 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參加者姓名、參加組別及聯絡電話。

iv. 如需本學院寄回收據，遞交報名表格時必須附上一個貼有

$2郵票的回郵信封（信封面寫上參加者地址），否則本學

院不會寄上收據或退回支付報名費之支票。

v. 如未被取錄及沒有附上回郵信封之參加者，本學院將不會

寄回有關資料及支票，並會代為銷毀。

vi. 請確保寄件及收件地址正確並付上足夠郵費，本學院不會

承擔郵遞失誤的結果。

2. 截止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18年10月5日(星期五)，以郵戳為

準。[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九） 報名費：每名球員港幣$65元

（十） 種籽編排： 

1. 本賽事以抽籤日期(即2018年10月19日)或以前，香港乒乓總會

球員電腦積分排名系統內，排名及積分最高的球員列為首號種

籽，如此類推。

2. 所有參賽球員必須於報名表上填寫正確的註冊球員號碼，其排

名榜積分才能作編排種籽之用。如未能填寫正確資料者，則可

能不會獲安排種籽位置。

（十一） 抽籤︰ 

1. 2018年10月19日(星期五)下午7時30分於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

徑1號奧運大樓1樓會議室舉行。屆時未能出席者由賽會代為抽

籤，不得異議。

2. 結果及有關賽程可於2018年11月2日(星期五)或以後自行於本

學院網頁hstta.hktta.org.hk 查閱。

（十二） 賽規：一般以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現行球例為準，特別條款可參照連同

賽程一併發出的『球員須知』。

（十三） 比賽用球：本賽事將使用白色雙魚V40+三星之比賽用球。

（十四） 參賽者所提供的資料只會用於主辦機構的康樂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

宣傳之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改或查詢所申報的個人資料，可

與香港乒乓總會聯絡。

（十五）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會有權隨時增減或修改，而不作另行通

知。

（十六） 查詢： 恒生乒乓球學院校務處

電話： 2575 5330

網頁： hstta.hktta.org.hk 

恒生乒乓球學院校務處

2018年9月

只限本學院記錄之用

編號︰

2018 恒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

報名表格
2018 恒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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