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第四十二屆聾人乒乓球比賽》

章程
-------------------------------------------------------------------------------------------------------------------------------
比賽日期：2021年 10月 9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地 點：石硤尾公園體育館(九龍南昌街290號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目 的：提高參加者對乒乓球運動的興趣，提供參加者更多參與乒乓球比賽的機會，互相切磋技

術以及增加香港其他乒乓球賽事知識。

參加資格：凡本港 8 歲或以上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資格的聽障人士均可參加

參加費用：全免

比賽項目：

單打賽及雙打賽：

組別 年齡 出生日期
男子組 女子組

單打 雙打 單打 雙打

先進組 35歲以上 1986年 10月 8日或以前    

成年組 19-34歲 1986年 10月 9日 - 2003年 10月 8日    

青少年 18歲以下 2003年 10月 9日或以後    

公開組 年齡不限 男女子混合雙打

團體賽

公開組 年齡不限 四名男子及兩名女子為一隊團體

備註： 1. 申請人須按出生日期填報參賽組別，不可越級作賽。

2.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須年滿 18歲)簽署聲明書後，才可參加比

賽。

3. 參加者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資助活動報名事宜、統計、

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亦只限獲本會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

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本會職員聯絡。

4. 如比賽當日比賽前 2小時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該日全部賽事取消，補賽與否

及日期大會將另行通知。

5. 因應本港「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及限聚令的情況，活動可能執行依照政府防

疫條例措施而進行，甚或取消，敬請留意本會通告。

6. 各參加者報名簽署健康聲明書後，主辦機構不負責參加者任何傷亡意外保險賠償。

7. 各參加者須自行保管私人財物，主辦機構不負責參加者任何意外遺失處理及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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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第四十二屆聾人乒乓球比賽》

賽事賽制

1. 以國際乒乓球聯合會 (國際乒聯 ITTF)現行球例為準。裁判由香港乒乓球總會派出合格裁判。

2. 球拍須一面為紅色，另一面為黑色；參加者球拍膠皮亦需經國際乒聯現行批准使用方可出賽，

膠皮表資料可在 https://equipments.ittf.com/#/equipments/racket_coverings 網頁內查閱。

3. 國際乒聯已規定自 2008 年9 月1 日起禁止使用任何有毒及易揮發的膠水。

4. 參加者比賽發球、接發球及方位的選擇

a.選擇首先發球、接發球及方位的權利，應以抽籤決定，抽籤勝方可選擇首先發球或接發球或

開始時的方位。

b.當一方已作首先發球或接發球，或開始時方位的選擇，另一方可作其他的選擇。

5. 參加者比賽發球規則

a. 開始發球時，球應放置在靜止的不執拍手的手掌上，手掌張開。

b. 參加者發球時應用手將球接近垂直地向上拋起，不加旋轉，並使球在離開不執拍手的手掌

後上升不少於 16厘米。球在下降至擊球前不應觸及任何物品。 參考資料可在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bSKS2ZpVM 瀏覽或

https://www.ittf.com/wp-content/uploads/2016/09/Hand_Signal_illegal_service.pdf 國際乒聯 ITTF 網頁

內查閱。

6. 所有參賽球員均必須穿著短袖球衣及長度不過膝的運動短褲出賽，顏色不得為白色或類似顏

色；穿著不脫色運動鞋。

7. 參加者在雙打、混合雙打比賽及團體賽、隊員須穿著劃一球衣出賽，顏色不得為白色或類似顏

色。

8. 所有參加者須依當日賽程表時間提前 10分鐘向大會報到；如在編定時間仍然未向大會報到者

作自動棄權論。

9. 賽事採用直徑 40MM+ 白色三星乒乓球作賽。

10. 所有團體及單項賽事均以三局兩勝十一分制作賽。

11. 團體賽採單循環賽，其餘所有單項賽事均採用單淘汰賽。

12. 所有單項賽事均依上屆冠亞季殿軍次序參加者列為種籽編排。

13. 如該單項賽事項目組別的報名人數不足四人/隊，大會則取消該組別其中的單項賽事。

14. 賽事不設暫停及教練席。

15. 所有賽事不接受上訴，如有賽事糾紛，由主辦機構大會負責人與當日當值乒乓總會委派裁判長

商討即時處理。

16. 本賽事章程如未有盡善之處，大會有權隨時作出增減或修改，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作出調整，

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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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第四十二屆聾人乒乓球比賽》

團體賽比賽規則及賽制

1. 不限年齡組別報名，只限四隊團體隊伍參加，超出的餘額將抽籤抽出隊伍參賽。

2. 上屆冠亞軍團體隊伍大會安排優先接納報名參賽，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3. 如參賽團體隊伍不足，大會將作出通知餘額報名。

4. 團體隊伍名稱必須以中文命名，不得超過四字。

5. 每隊報名團體只限派出四名男子及兩名女子報名參賽，每一名參加者亦不能同時報名兩個

團體參賽，不設任何後備名單。

6. 賽制採用 1雙打 4單打形式比賽；而每一名參加者只限編排填報參加其中一項目賽事；不

能同時填報兩個賽事項目。

7. 團體賽事項目依次序為(1)混合雙打，(2)男子單打，(3) 女子單打，(4) 男子單打，(5)男子

單打；先勝三場賽事為勝出隊伍。

8. 團體賽成績以單循環制，勝方得 2分，負方得 1分，未有出賽隊伍或未完成賽事得 0分，

以總分數多少定出冠亞季殿軍各名次。

9. 當一團體隊伍先贏得足以獲勝的三個場次時，該場團體賽即告結束。

10. 如其中一名參加者於當日賽事因事缺席，其它賽事項目可繼續進行而不設任何後補。

11. 如該隊伍團體隊員不足以出場最少其中三個項目，則該隊伍團體作未完成賽事得 0分。

12. 團體賽、隊員須穿著劃一球衣出賽，顏色不得為白色或類似顏色。

獎 品：每項均設有冠、亞、季及殿軍獎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 9月 10日（星期五）

聯 絡 地 點：新界將軍澳尚德村尚美樓 6樓

查 詢 電 話：2711 1974（Jessie Luk）

圖 文 傳 真：2761 4390

網 址：www.dea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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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第四十二屆聾人乒乓球比賽》

團體賽報名表

團體賽隊伍名稱： （隊伍名稱不得多於四個字）

領隊姓名： （*領隊必須 18 歲以上人士）

領隊通訊地址：

領隊聯絡電話： 領隊聯絡電子郵件：___

領隊手提 WhatsApp / Signal：

聲明及負責人簽署：

本校／團體證明凡 18歲以下參加者皆獲得家長／監護人同意。願意遵守比賽章則及聲明下

述人士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因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

動時傷亡，主辦及資助機構無須負責。並同意主辦單位可在不須本人同意下使用個人資料

作活動推廣之用。

領隊負責人姓名： 簽 署：

參賽隊員資料：

男隊員（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1.

2.

3.

4.

女隊員（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1.

2.

聯絡電話* : 包括適用其中一項WhatsApp / Signal /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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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第四十二屆聾人乒乓球比賽》

單項報名表

姓名： _____________（請用中文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 WhatsApp / Signal / SMS )： 電子郵件：

出生年份： 年齡： 身份證號碼(首 4個字元, 如 A123)：

學生□ 在職人士□ 其他□ 是否本會會員：否□ 是□ 會員證號碼：

（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_______________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參加組別
男子先進組 □ 男子成年組 □ 男子青少年組 □

女子先進組 □ 女子成年組 □ 女子青少年組 □

單打 □

雙打 □
隊友

姓名

雙打隊友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男女

混合雙打
□

隊友

姓名

混合雙打隊友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有否參加團體賽：有□ 沒有□ 團體賽隊伍名稱：

參加者所填寫資料，本會將作比賽聯絡、紀錄及有關賽事宣傳之用。

聲明及參加者簽署：

本人願意遵守比賽章則及聲明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因疏忽或體能欠佳，

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及資助機構無須負責。並同意主辦單位可在不須本人

同意下使用個人資料作活動推廣之用。

參加者簽署： 隊友簽署 (適用於雙打項目)：

未滿十八歲參加者必須有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 簽 署：

回郵地址

姓名：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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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第四十二屆聾人乒乓球比賽》

地圖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地址：九龍南昌街 270 號

交通資料：

1) 石硤尾港鐵站 C 出口步行 15 分鐘

2) 九龍塘站歌和老街出口步行 15 分鐘

3) 南昌街巴士站

2B, 2E, 2F, 86, 86A, 86C, 87B, 886, 214

4) 歌和老街巴士站

2B, 2F, 86C, 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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