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ng Kong Life ASTC Sprint Triathlon Asian Cup and the ASTC  
Aquathlon Asian Championships 2018 

香港人壽 ASTC三項鐵人亞洲杯暨 ASTC 水陸亞洲錦標賽 2018 
 

日期﹕2018年 10月 20日(六)TSW18/A42 

時間﹕上午 9:00 -下午 1:00 

地點﹕大嶼山欣澳 

報到時間﹕上午 9:00 

參賽資格﹕最少 2位聽障人士組隊參加(2006年以前出生) 

截止日期﹕9月 29日(下午 4時正) 

游泳測試﹕10月 7日(日) 早上淺水灣舉行/提供証明文件 

費用﹕全免 

香港三項鐵人(傷健接力組)﹕ 

 375m游泳 

 10km單車 

 2.5 Km跑步 
如果有興趣可於 6/9/2018 起，前往本會將軍澳中心/本會

網頁閱覽詳情。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9 日(六)下午 3:00 

2018 年 9 月 6 日(四)起接受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Hong Kong Life ASTC Sprint Triathlon Asian Cup and the ASTC  

Aquathlon Asian Championships 2018 

 

香港人壽 ASTC三項鐵人亞洲杯暨 ASTC水陸亞洲錦標賽 2018 

 
日期﹕2018年 10月 20日(六) 

地點﹕大嶼山欣澳 

集合時間﹕上午 9:00(逾時不侯) 

截止日期﹕9月 29日(下午 3時正) 

比賽時間﹕上午 10:30 

香港三項鐵人(傷健接力組)﹕275M游泳; 10KM單車; 2.5KM跑步 

費用﹕全免 

參加資格﹕Important Notes重要事項： 

1) 2006年前出生之本會聽障/健聽會員 

2) 每隊表力參賽隊伍必須最少有二名聽障隊員，最多三名隊員。 

3) 每名運動員不可參與多於一場賽事，包括接力組。 

4) 報名一經接納，不論任何原因。將不設退款或補賽。 參加者須明白參加賽事之潛在風險。當中

包括取消賽事之報名費損失。 

5)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會所訂規則 

6) 游泳測試將於 2018年 10月 7日(日) 早上在淺水灣進行/提供開放水域(即非泳池賽事)游泳証明。    

  如小鐵人賽或渡海泳等。 

7) 參加者一經報名參加「香港人壽 ASTC三項鐵人亞洲杯暨 ASTC水陸亞洲錦標賽 2018」，代表
同意遵守賽會所訂規則，以及遵照大會工作人員的指示。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保留最

終決定權。 

交通安排﹕早上 04:25-04.45 於中環、旺角及沙田上車、每位只限帶 1部單車 



 

  

備註﹕不交回計時晶片及尼龍搭扣，將罰款 140元，敬請比賽之後返回到終點退還。 

 

20 October 2018 (六) 2018 年 10月 20日 (星期六) 

Tentative Return Charges (per athlete – one 
Pick up point Pick up time 

Time bike only) 
上車地點 上車時間 

暫定回程時間 收費(每位 – 只限帶一部單車) 

中環大會堂 04:25 

旺角仕德福酒店 04:35 13:00 全免 

沙田排頭村 04:45 

 The abov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hen necessary; 
 若有需要,賽會有權修改以上交通時間表 
 The return pick up point (for Central, Kowloon Tong and Shatin) is located at Sunny 

Bay, official transport will only depart race site after prize presentation finished 
 回程交通 (往中環、旺角及沙田)的上車地點設於欣澳上落區,頒奬禮完成後方會離開 

 

大會不設租單車服務,如需要租用單車,可聯絡任何租單車服務公司或以下公司作安排 
龍記單車有限公司         精英體育發展有限公司 
羅先生 電話: 9309 8988 或       何先生 電話: 9686 7656 



 

  

 Hong Kong Life ASTC Sprint Triathlon Asian Cup 

and the ASTC Aquathlon Asian Championships 2018 

香港人壽 ASTC三項鐵人亞洲杯暨 ASTC水陸亞洲錦標賽

2018 

Relay Entry Form 接力組報名表 

 

Name of 

Name of Team Contact Person  

機構名稱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Deaf 聯絡人姓名 Amelia Leung (麗姑娘) 

Telephone 手提 Email Address 

No.電話號碼 27111974 電話 55112007 電郵地址 Amelia.leung@deaf.org.hk 

 

Participant’s Detail參加者資料 

 Participant 參加者 (1) Participant 參加者 (2) Participant 參加者 (3) 

Surname 姓    

Given Name 名    

聾福會員號碼﹕

(OD/OH*********)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_＿/＿_＿/＿_＿＿＿ 

(dd/mm/yyyy) 

＿_＿/＿_＿/＿_＿＿＿ 

(dd/mm/yyyy) 

＿_＿/＿_＿/＿_＿＿＿ 

(dd/mm/yyyy) 

Gender 性別    

T-Shirt SizeT- 恤碼數    

HKID No.身份證號碼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No.  

電話 
   



 

  

 Participant 參加者 (1) Participant 參加者 (2) Participant 參加者 (3)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緊急聯絡人電話 
   

Event 

項目 

□ 

□ 

□ 

Swim 游泳 

Bike 單車 

Run 跑步 

(375m) 

(10km) 

(2.5km) 

□ 

□ 

□ 

Swim 游泳 

Bike 單車 

Run 跑步 

(375m) 

(10km) 

(2.5km) 

□ 

□ 

□ 

Swim 游泳 

Bike 單車 

Run 跑步 

(375m) 

(10km) 

(2.5km) 

Category 

組別 

□ 

□ 

□ 

Sprint Relay半奧運公開接力組          

Fun Relay繽纷接力组 

Discovery Relay體驗接力組 

        傷健接力组 

Declaration 責任聲明  

 
I understand that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Event there are risks of injury, death and/or loss. I am hereby entering the 
Event at my own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I discharge the Organizer and any other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connect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ith the Event from any responsibility in the event of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jury, death or 
loss of property incurred during a consequence of or while travelling to or from the Event. I permit the TriHK to use the 
above personal data in the operation of this activity and to inform me of future activities. 
本人是自願參加此活動和願意承擔自身的意外風險及責任，本人並無權向主辦機構及所有與這比賽直接或間接有關的獨

立機構，就本人在活動進行期間及往返活動場地時所引致之所有損失，包括但不限於自身意外、死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

損失，進行任何索償或追討責任。本人准許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使用本人所提供之資料，作為本活動及未來活動宣傳之

用。 
 
I am physically fit and capabl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Event and have not been otherwise advised by a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本人聲明本人身體健康及有能力參加此活動，並經由執業醫生確認本人之體適能適合參加此活動 。 

 
I declare and confirm that I am a full-time staff of the participated organization and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entry 
form is true and accurate. 
本人聲明及確認本人為參加機構之全職職員及報名表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均為真確無誤。 

Signature of 
Swimmer Date 
游泳選手簽署   日期  

Signature of the 
Cyclist Date 
單車選手簽署   日期  

Signature of the 
Runner Date 
跑步選手簽署   日期  

 

Parent’s signature is necessary for entrant aged under 18未滿十八歲者，必須由家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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