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頓香港健球錦標賽 2017 
 

報名表格 Enrollment Form 

 
參加隊伍資料 Particulars of Participating Team  

 
 

領隊/聯絡人姓名 Team Manager's/Coordinato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Gender:   男 Male     女 Female   

 
電郵地址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Contact: 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HKID/ Passport No. (若適用 If Applicable) :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出生日期 (日/月/年) Date of Birth (dd/mm/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Age: ________ 


組別 Category 在適當的[  ]空格內加上  Please tick appropriate [  ] 

公開組 

Open Group 

年齡 

Ages 16 & above     

出生於 Born on 

31/01/2001 or 
before 

[  ] 男子組 

Men’s Open17KNS13401 

[  ] 男女混合組 Mixed Open 

17KNS13402       

青少年組 

Youth Group  

年齡 

Ages 12-19 

出生於 Born 

between 
31/01/1998 至 to 

31/01/2005 

[  ] 男子組 

Men’s Open 17KNS12401 

[  ] 男女混合組 Mixed Open 

17KNS12403 

 
費用 Fee : 

 
[   ] $800/team 青少年組 

Youth Group  
[   ] 早鳥優惠$500/team  

       青少年組 

 

 
[   ] $1,600/team 公開組 

Open Group 
[   ] 早鳥優惠$1,300/team  

       公開組 
 

 

 

繳費方法 

Payment  
Method : 

[   ] 現金 Cash*         

[   ] 支票號碼 Cheque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 Ban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信用咭 Credit Card** [   ] Visa    /    [   ] Master      

    
 

 
課程/活動費用退款 Course/Activity Fee Refund 

*支票退款 Cheque Refund :  

受益人姓名 (須與銀行戶口姓名相同) Payee Name (must be the same name of a bank accou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楷 BLOCK LETTERS 

 
**信用咭退款 Credit Card Refund  -  經信用咭戶 口  Via credit card account 

 

 
 
 
 
 
 
 
 
 

Enrolment No.: 



隊伍名稱 Team's Name:  

隊員姓名 

Members' Name:  

性別 

Gender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HKID/Passport Numbe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聯絡電話  

Contact  

簽署 Signature 

1.(隊長 Captain)      

2.      

3.      

4.      

5.      

6.      

7.      

8.      

 
報名細則 Enrollment Details: 

1. 如參賽者因事退出或缺席比賽，一概不獲退還報名費用。No refund for any withdrawal nor absent. 

2. 報名隊伍人數最少 4人，最多 8人。Each team must have a minimum of 4 players and a maximum of 8 

players 
3. 所有球員須按照表格上隊員資料上的編號穿上相同號碼的球衣作賽，不能更換。Jersey number will be 

assign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players’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above table. 
4. 如當日受惡劣天氣影響下，比賽將會取消並不獲退款。No refund will be arranged if the event is cancelled 

due to bad weather  
5. 大會有權更改所有條款之內容而無須另外通知。The organizer has the right to amend the detail contents 

without prior-notice. 
6. 各球員及領隊必須在出賽時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例如:香港身份證/護照)之正本給大會作核對之用，如未能出

示有關文件正本，該領隊及球員將不能代表球隊擔任領隊或出賽。 All players and team manager should bring 

along his/her valid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such as Hong Kong Identity Card/Passport) for verification by 
organizer. If fail to present the above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or the personal particulars shown on the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on the enrolment form, he/she will not be allowed to take 
part in the tournament and will be deemed to have forfeited the right to compete.  

 
 

免責聲明 Disclaimer: 下列需由 18 歲以上人士簽署，18 歲以下人士需由家長或監護人代簽署。 Below has to be signed by 

adult above the age of 18, or by parents or adult guardian on behalf of child/youth under the age of 18.  

本人要求此申請被接納並願意遵守香港健球總會所有條例與規章和克制行為以顧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本人和本人的承繼人清楚了解本人 自願承擔因

參加活動、使用場地、器材或設施而可能引致的損傷或疾病的風險，本人明確接受香港健球總會毋須為本人因參加活動、使用場地、器材或設施而可 

能引致的損傷或疾病承擔責任。本人同意免除香港健球總會及其代理人、服務人員和僱員的責任，不會因本人參加活動、使用場地、器材或設施而可

能蒙受的損 傷、疾病、死亡、遺失或傷害向該機構和人士進行任何和所有索償。本人明白香港健球總會毋須負上在其建築物範圍或任何活動範圍或地

點內個人財物遺失或被 竊的責任。 

I request that this application be accepted and agree to abide by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ng Kong Kin-ball Association and otherwise undertake to 

behave in such a manner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myself and others. I understand that the HKKA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injuries or 

illnesses which I may sustain as a result of my physical condition or from my participation in any of its activities, use of its venues, equipments and facilities, and 

expressly acknowledge on behalf of myself and my heirs that I assume the risk for any and all injuries and illness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participation in these 

activities, use of its venues, equipments and facilities. I hereby release and discharge the HKKA, its agents, servants and employees from any and all claims for 

injury, illness, death, loss or damage which I may suffer as a result of participation in these activities, use of its venues, equipments and facilities. I understand 

that the HKKA is not responsible for personal property lost or stolen while on its premises or any other premise or location of its activities.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ponso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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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頓香港健球錦標賽 2017： 

香港健球錦標賽，乃本港年度體育盛事，由香港健球總會主辦，雲集本地各個精英隊伍。 
 

比賽日期及時間：2017 年 4 月 17 日；暫定為早上 10 時正至傍晚 6 時正 

比賽場地：香港遊樂場協會修頓場館(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111 號地下) 

參賽資格及組別： 

參賽資格：由香港健球總會主辦之冬季健球賽 2017 及第一屆港青京士柏健球盃 2017 勝出並取得 

參賽資格的隊伍 

青少年組 公開組 

所有隊員必須在 1998 年 1 月 31 日至 

2005 年 1 月 31 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出生 

每組別再分為以下兩項比賽賽事： 

1. 男女混合比賽 

2. 男子比賽 

所有隊員必須在 2001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出生 

 

每組別再分為以下兩項比賽賽事： 

1. 男女混合比賽 

2. 男子比賽 
 

球員及領隊： 

1. 所有參賽隊伍之球員及領隊須持有有效之香港身份證或賽會認可的國家護照。 

2. 每隊可供報名的球員人數為最少 4 名，最多 8 名。若參與男女混合賽，該隊之球員名單內最少擁有

1 名女性球員(建議 2 名或以上)，於比賽期間最少有 1 名女球員在場內比賽。 

3. 每隊須有一名年滿 18 歲的領隊帶領，並負責球隊所有事務，年滿 18 歲的球員可兼任領隊。 

4. 每隊須委任一名球員作為隊長，負責協助領隊及在比賽期間與裁判溝通。 

5. 符合條件的球員可同時參加同一組別內的男女混合賽和男子賽事。 

6. 於比賽期間每隊球隊不得多予 2 名香港代表隊隊員同時在場比賽。 
 

報名詳情： 

1.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7 年 3 月 31 日。每隊報名費為港幣$1,600(公開組)及港幣$800(青年組)。 

2. 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前報名，可享早鳥優惠。 

早鳥優惠之報名費為港幣$1,300(公開組)及港幣$500(青年組)。 

3. 請各球隊領隊於本會網頁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可以郵寄或親臨到本會報名。 
 

繳費方法及細則: 

1. 報名費可以現金及支票形式繳費，支票抬頭註明：Hong Kong Kin-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2. 連同報名表及費用以郵寄或親臨到本會報名，現金付款須親臨本會繳交。 

3. 所有隊伍將以繳交所有費用作實參賽，報名一經接納，款項將不獲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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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每組別設有冠、亞及季軍三個獎項 

1. 冠軍隊伍(獎牌八面)) 

2. 亞軍隊伍(獎牌八面) 

3. 季軍隊伍(獎牌八面) 

註：冠軍隊伍之名稱將刻於錦標賽之獎盃上，以作紀念。獎盃之擁有權屬香港健球總會所有。 
 

賽制： 

1 男女子混合賽事均須進行初賽，每隊球隊於初賽中須進行 6 節比賽。 

1.1 得分最高 3 隊球隊可進入決賽(計分方法可參閱比賽須知及規則)。 

2 決賽須進行 5 節比賽，以總分高低分出冠、亞及季軍，得分最高為冠軍，如此類推。 
 

出場： 

1 球隊須最少有四名球員方可作賽，而比賽期間更換球員人數及次數不限，唯必須於發球(Hit-In)前之

時限內完成，否則將穫判警告。 

2 若球員因傷換人，裁判將暫停賽事，給予 3 分鐘時間更換球員；裁判亦可因當時傷勢作出調整。 
 

比賽時間： 

1 每節賽事為 6 分鐘，每節有一次不多於 20 秒之暫停供球隊使用，唯暫停次數不得累積使用。 

2 決賽賽事每節中間設有 3 分鐘休息。 

(備註：各球隊隊員須於開賽前 15 分鐘帶同身份證明文件到球員召集處報到。) 
 

賽例： 

1. 以國際球例執法 

2. 其他賽例可參閱比賽須知及規則 

3. 比賽不設上訴，一切均由當值主裁判及賽會決定 

 

查詢： 

電郵：info@hkkinball.com.hk 

地址：九龍牛頭角鴻圖道 41 號華鴻中心 1 樓 2K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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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須知及規則 

 

比賽隊伍注意事項： 

 

1. 報到時間暫定為比賽日當天早上 10 時 30 分，請各參賽隊伍之領隊於上述時間到達登記處辦理手續。 

 

2. 報到時，各隊領隊務必向登記處報告球員出席人數及名稱，並確保全隊球員簽妥文件。 

 

3. 參賽隊伍之領隊及球員務必參與早上 11 時正的開幕典禮。 

 

4. 每隊之球員務必穿著同色衣服參與開幕典禮、閉幕典禮及各項賽事。 

 

5. 各隊領隊務必出席賽前簡介會，總裁判於屆時講解當天比賽規則。 

 

6. 參賽球隊之球員務必帶備身份證證明文件，以便於出賽前讓大會工作人員核對球員身份。 

 

7. 所有球員之名稱以比賽申請表格上登記名稱為準，除非具有合理理由，賽會一律不接受非登記球員

代替出賽。特殊情況下，或許酌情接受臨時換人之申情，賽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8. 各參賽隊伍的所有人員務必尊重場內裁判、工作人員、球員及所有在場人士。若有任何不尊重他人

之行為，該隊伍或個人將受到警告及處分。 

 

9. 比賽進行期間，當值裁判擁有一切依照比賽規例的執法權，任何隊伍對當值裁判之判決有任何疑問

或上訴，只容許該隊領隊或隊長向當值裁判提出，當值裁判會就所提出之疑問或上訴作裁定，若當

值裁判未能解決所提出之疑問或上訴，將交由總裁判作最後裁決。 

 

10. 各人務必注意個人安全，賽會不會就任可在場內發生的意外或傷亡事故負上任何責任，大會建議參

賽人士應事前諮詢醫生意見。另懇請各人妥善保管財物，一切財物損失，賽會一概不會負責。 

 

11. 嚴禁在場內進行賭博、濫藥或任何違法行為，並需遵守會場場地規則。 

 

12. 如有任何爭議，賽會保留最終的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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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比賽期間將依照國際健球聯盟(IKBF)審定之《Official Kin-Ball Sport Rules, 2016 Edition》執法。 

下列各項列明的規則為需要注意的事項，或因考慮實際情況下而作出合理修改的個別規則。 

 

 

1 比賽用球 

1.1 比賽期間只可使用由賽會提供之 Omnikin Official Kin-ball，顏色分別為黑色或灰色。 

 

2 比賽背心 

2.1 比賽期間只可使用由賽會提供之比賽背心，顏色分別為黑色、灰色、藍色或粉紅色。 

 

3 護膝 

3.1 為確保安全，賽會強烈建議球員帶配護膝作賽。一切個人保護裝備，賽會一律不會提供。 

 

4 場地 

4.1 場地不少於 18 米 X 16米 

 

5 球員及領隊: 

5.1 所有參賽隊伍之球員及領隊須持有有效之香港身份證或賽會認可的國家護照。 

5.2 每隊可供報名的球員人數為最少 4名，最多 8名。若參與男女混合賽，於比賽期間最少有 1名

女球員在場內比賽。 

5.3 每隊須有一名年滿 18歲的領隊帶領，並負責球隊所有事務，年滿 18歲的球員可兼任領隊。 

5.4 每隊須委任一名球員作為隊長，負責協助領隊及在比賽期間與裁判溝通。 

5.5 符合條件的球員可同時參加同一組別內的男女混合賽和男子賽事。 

 

6 比賽制度 

6.1 男女子混合賽事均須進行初賽，公開組每隊球隊須進行四節比賽，青年組每隊球隊則進行三節

比賽。每節的成績會分別產生出每隊的「回合得分」及「排名得分」，賽會會為各球隊於各節

比賽中所穫得的排名得分計算總和，得分最高的三隊將穫出線資格，晉身決賽。 

 

註：「排名得分」的計算方法會依照國際健球聯盟(IKBF)審定之《Official Kin-Ball Sport Rules, 

2016 Edition》中列明的排名得分之規定為計算方法。詳情可參考下表。每節比賽完結時，

將根據以下四個情境，計算每隊的「排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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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板於完場時顯示的分數 回合分 排名分 

Blue Grey Blac

k 

Blue Gre

y 

Blac

k 
情景 A：三隊穫得分數相同 10 10 10 6 6 6 

情景 B：三隊穫得分數並不相同 12 10 8 10 6 2 

情景 C：一隊穫得最高分，其餘隊伍 

穫得分數相同 
12 10 10 10 4 4 

情景 D：兩隊同時穫得最高分 12 12 10 7 7 4 

 

6.2 初賽完結並計算總排名分後，若出現同分情況，將為同分球隊於各節比賽中所穫得的回合得分

之計算總和，得分較高者將穫出線資格，晉身決賽。若仍然相同，則以最高得分的單次回合之

得分作比較，得分較高者將穫出線資格，晉身決賽。若仍然相同，同分的隊伍需要進行一場額

外的出線資格賽，此賽事需擲骰決定發球隊伍，不設暫停。 

6.3 出線資格賽中，若只有兩隊作賽，優先穫得 3分之回分得分為勝出，穫出線資格。若有三隊作

賽，優先穫得 3 分之回分得分的隊伍為勝出，穫出線資格；若有兩隊同時穫得 3分之回分得分，

較低得分的隊伍先被淘汰，餘下隊伍進行第二場賽事，優先穫得 3分之回分得分的隊伍為勝出，

穫出線資格。 

6.4 各項賽事的決賽將進行四節比賽，計算各隊的總排名分，最高得分之隊伍為勝出。 

6.5 若決賽的總排名分出現同分情況，同分的隊伍將進行一場額外的排名賽。 

6.6  排名賽中，若只有兩隊作賽，優先穫得 3分之回分得分的隊伍為勝出，穫得較高排名。 

6.7 排名賽中，若有三隊作賽，需進行兩輪比賽。首輪賽事中，優先穫得 3 分之回分得分的隊伍為

勝出，穫得冠軍，餘下兩隊進行第二輪賽事，優先穫得 3分之回分得分的隊伍為勝出，穫得亞

軍；若於首輪賽事中，有兩隊同時穫得 3分之回分得分，較低得分的隊伍先被淘汰，穫得季軍，

餘下隊伍進行第二場輪賽事，優先穫得 3分之回分得分的隊伍為勝出，穫得冠軍。 

 

7 第一次擊球權 

7.1 所有賽事均以擲骰決定第一次擊球權。 

 

8 暫停賽事 

8.1 比賽期間當值裁判有權視乎實際情況的需要，而隨時暫停賽事。 

8.2 每隊於每節比賽期間只可提出一次暫停(Time Out)權利，暫停時限上限為 20 秒，所有未被使

用的暫停次數或時限均不得累積。 

8.3 比賽期間球員因受傷而作出暫停，時間上限為 3分鐘；裁判亦可因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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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換人: 

9.1 比賽期間各隊更換球員人數及次數不限，唯必須於發球(Hit-In)前之十秒時限內完成，否則將

穫判警告。 

 

10 近距離防守: 

10.1 所有組別的賽事中，不容許進行各種乎合國際規例的近距離防守。 

 

11 重複擊球 

11.1 所有組別的賽事中，將不會執行「重擊球(Twice the same hitter)」的規例。 

 

12 比賽時間 

12.1 初賽各項賽事，每節比賽的時間為 6分鐘。 

12.2 決賽各項賽事，每節比賽的時間為 6分鐘，每節之間設有休息時間，時間為三分鐘。 

12.3 所有暫停均採取停錶制，其餘時間一律不設停錶，直至比賽完結。 

 

13 球隊人數 

13.1 各組別的男子組比賽，於球隊召集時或比賽期間，若球隊中合適作賽的球員不足 4名球員在場，

該隊將穫判「喪失比賽資格」。 

13.2 各組別的男女混合組比賽，於球隊召集時或比賽期間，若球隊中合適作賽的球員不足 4名或沒

有 1名女性球員在場，該隊將穫判「喪失比賽資格」。 

 

14 球員/球隊被警告 

14.1 警告分別為「口頭警告」、「輕微警告」及「嚴重警告」。穫得 2次「輕微警告」等同 1次 

「嚴重警告」，以上警告均可向球員或球隊發出。 

14.2 穫得「嚴重警告」之球員會被判離場及退出比賽。 

14.3 穫得「嚴重警告」之隊會被判「喪失比賽資格」。 

 

15 體育精神 

15.1 任何隊伍對當值裁判之判決有任何疑問或上訴，只容許該隊領隊或隊長向當值裁判提出。否則

該隊將穫判「輕微警告」。 

15.2 故意或有意圖拖延比賽或不積極得分，均視有遺體育精神行為，該隊將會穫判「輕微警告」。 

15.3 不遵守裁判的指示或集體抗議判決，均視有遺體育精神行為，該隊將會穫判「輕微警告」。 

 

 

一切比賽規則，賽會將會視乎實際情況，保留一切最終修改權利，各球隊均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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