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沙灘手球公開賽2017-2018
賽事章程
(一)

宗

(二)

比賽日期: 預計: 2017年7-9月 (本會可因應實際實際情況調整比賽日期)

(三)

比賽地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葵涌沙灘手球場或天水圍天業路沙灘手球場。

(四)

比賽用球: 男子組﹕沙灘二號手球

(五)

參加資格: 可自由組隊參加，唯每人限參加1隊，每隊限報10人。
比賽分公開組及青年組。青年組年齡限制如下：
青年組: 球員必須於1999年1月1日或以後出生。
隊數限額: 男子公開組﹕6 隊
女子公開組﹕6 隊
男子青年組﹕6 隊
女子青年組﹕6 隊

(六)

旨: 以推動及提倡沙灘手球活動為宗旨。

女子組﹕沙灘一號手球

名額採取抽籤形式決定參賽隊伍。(本會可因應實際報名隊伍數目而調整各組參賽數目)
(七)

比賽制度: 初賽採分組單循環制，每小組首次名出線，次輪或複賽，以交叉淘汰及單淘汰方式爭冠、
亞、季軍（視乎隊數而定，詳情將於領隊會議內公佈）。

(八)

獎

(九)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至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止；凡郵寄報名者則以郵戳日期為準。

(十)

報名手續: 請將以下資料：

勵: 設冠、亞、季、殿獎杯各乙隻及獎牌（10面）。

i).

填妥之報名表格正本（須最少填報六名球員，該隊(會)負責人必須簽字作實，球員名單在
遞交報名表格後不得刪減）；

ii).

報名費$400及保証金$400之劃線支票（抬頭：「中國香港手球總會有限公司」）；及

iii). 已填妥回郵地址並貼上$1.7郵票之回郵信封一個。
於截止日期前親交或寄回本會審核(郵寄地址: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2007
室) 。如郵遞報名表參賽球隊，請於截止日期前主動向本會確認收妥報名表。本會不會於截止
日期前公佈已報名球隊名單。
球隊若未能於截止日期前完成報名手續(包括繳交所有文件及費用)或資料不全者，有關申請亦
將不獲受理。
本會不接受電話、電郵、傳真或短訊形式報名。
(十一) 保 証 金: 各參賽球隊報名時均須繳交保証金港幣$400之劃線支票，支票將會先被兌現，如無棄權將全數
發還,否則將被扣除$400行政費。
(十二) 球員身份: 出賽球員必須與報名表相符，並出示有運動員相片及印有出生年月日之身份証明文件正本
（例如身份証、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運動員証、學生証或學生手冊），如無証件不得參賽。

競賽細則
(一)

球

(二)

比賽時間:

例:

除下述附加球例列明或特別聲明外，概用國際手球聯會最新比賽規則。
全場20分鐘，上下半場各10分鐘。

(三)

計分方法:

首輪循環賽

： 勝一場得2分，負一場得0分，如有棄權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如遇同分時之名次判決：
兩隊同分

： 以雙方對賽時之勝方排名為先；

三隊或以上同分： 計算相關球隊對賽之得失局差額，多者為先；如得失局差有兩隊相
同，以雙方對賽時之勝方排名為先； 若再相同，則由賽會因實際情况決定：影響出線資
格者，以內場區走動射門決勝；出線首次名者以抽籤決定；不影響小組出線者，則採名
次並列。
次輪交叉及單淘汰賽 ： 以交叉及單淘汰形式進行，勝方將晉級至下圈，負方則被淘汰。

(四)

棄

權:

倘逾編定之開賽時間前15分鍾(以監場主委時間作準)仍未辦妥一切報到手續(請參閱其他事
項D點) )，將被判作棄權論。凡棄權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倘逾編定之開賽時間前15分鐘仍未辦妥一切報到手續或球員人數不足6人者，將被判作棄權
論，並須支付該場比賽費用$400。凡球隊於比賽4個工作天前以書面通知本會棄權，則可免
罰款。凡棄權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本會工作日計算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在政府憲報公布的公眾假期將不計算在內)。

(五)

附加球例:

以下球例將於比賽中實施﹕
1. 球衣號碼由1至99號。
2. 比賽開始時，球隊最少須有6名球員。
3.所有運動員必須穿著無袖運動衣及短褲比賽。前後均配有號碼，尺寸與正式賽事相同。

(六)

上

(七)

其他事項:

訴:

比賽進行中，以裁判之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異議。若有上訴，則須由報名表上所填報之領
隊當場以口頭提出，記錄在案，並須於48小時內向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作書面上訴，且須繳付
上訴費$1,000。上訴得值得發還，否則沒收。

A. 身份證明文件需包括球員彩色相片，姓名及出生年份方可出賽。(如球員無法提供上述所示
的合資料身份證明文件，如無証件不得參賽)。
B. 比賽中如有嚴重犯規被判取消資格者，根據規例球員須即時離場，往後不用停賽。然而，當
場裁判若認為情況嚴重，如打架、辱罵裁判等，經書面向大會報告，將交本會紀律小組審
議，有需要時更會召開紀律聆訊，處以較高罰則。為加強球賽紀律及保持本會透明度，如遭
紀律小組判罰停賽的球員或球隊，本會將會於本會網頁公佈其名字及罰則，敬請留意！
C. 比賽時同隊各球員之球衣須為同一款式及顏色，前後並須印上球員號碼；守門員之球衣應與
球員不同，但同隊守門員的球衣須為同一款式及顏色，前後並須印上球員號碼。（即同隊
球員球衣只有兩種顏色，一為普通球員球衣顏色，另一為守門員球衣顏色）。如穿號碼
衣，必須穿著同一顏色上衣（球員一種顏色，守門員另一種顏色），亦不得以箱頭筆或膠布
更改號碼。 否則如違反有關規則，可被拒出賽。
如遇兩隊球員球衣顏色相同時，則排頭名之主隊需更換球衣。凡球隊不填報球衣顏色或臨時
更換球衣顏色者，無論是否排頭名，均須更換。如雙方球衣都錯，則排頭名之主隊更換。守
門員間球衣處理方法相同。如守門員與對隊球員球衣顏色相同，無論球隊是否排頭名，則
守門員需更換球衣。凡球隊不填報守門員球衣顏色或臨時更換守門員球衣顏色者，均須更
換。如雙方球衣都錯，則守門員更換球衣。本會不會提供球衣或號碼衣與各球隊。黑色為
大會裁判服，各球隊不得以黑色作為球衣顏色。

D. 每隊必須於開賽時間前15分鐘完成報到手續。 報到手續包括:
A.主動到記錄台向監場主委或裁判員報到並填妥出賽球員名單，填寫出賽球員名單時字體務
必端正，以便核對球員身份，否則可能因未能核對球員身份致未辦妥報到手續。
B.最少6名球員到達球場並完成檢查程序
另球隊應向監場主委或裁判查詢報名球員名單，以免發生錯誤。倘逾編定之開賽時間前15分
鍾仍未辦妥一切報到手續，將被判作棄權論，並須支付該場比賽費用$400。
E. 由於比賽時間緊迫，本比賽將不會接受改期申請，敬希垂注。
F. 球隊必須遵守運動場地規則，並須保持職球員席清潔，離開時帶走空瓶及其他雜物。
G. 球員須赤腳作賽。另凡佩戴半框、無框或沒有眼鏡帶之眼鏡，均被拒出賽。
H. 若球員於賽前練習, 比賽後或比賽中受傷，須由球隊或球員自行承擔，本會並不負
任何形式之責任，球隊負責人在報名時須簽署有關聲明，敬請留意。
球隊負責人須聲明，解除對主辦機構的一切責任，在活動期間，本球隊或球員倘
有受傷、疾病、死亡或財物損失，慨與主辦 或 資助機構 或 協辦機構無涉。
I. 球隊不得在比賽場地內進行練習，若需練習，請在場外之空地進行，並須遵守場地管理人員
之指示，否則可被取消資格。
J. 惡劣天氣安排：
如因惡劣天氣或天雨影響比賽進行，本會盡可能於比賽前一至三小時內以電子形式(包括但
不限於網頁、電話、電郵、傳真或短訊)公佈最新安排。取消比賽的時段或時間安排以本會
公佈為準。如本會沒有特別公佈，則代表比賽如常舉行。

天氣情況

沙灘手球比賽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比賽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一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

照常進行*

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

比賽取消

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寒冷、酷熱天氣或雷暴
警告信號*

1. 如比賽開始前 3 小時懸掛信號或預計將懸掛信號，比賽取消
2. 若比賽在進行中，比賽取消
照常進行*

* 總會將根據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將比賽押後或取消，所有決定以本會公佈為準
# 如冠狀動脈心臟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呼吸道阻塞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和肺
氣腫
注意︰

請留意天文台發出之最新天氣報告（天文台查詢電話︰1878200）及本會電子形式

公佈(包括但不限於網頁、電話、電郵、傳真或短訊)。

K. 比賽進行中，如遇上特別原因或雷暴而要中斷比賽時，餘下比賽時間及成績將保留，日後補
賽時會於該時間及成績繼續剩餘之比賽，而補賽球員必須是最初分紙上之註冊球員，惟球隊
可根據球例補足球員。如遇有任何惡劣天氣變化，比賽是否繼續，以當場場監或裁判決定為
準，球隊不得異議。
L. 各球隊必須服從本會規則、裁判及大會判決，否則本會有權取消該球隊及球員往後參加本會
主辦或協辦之一切賽事之資格。
M. 所有比賽賽程及資料於開賽前4天於本會網頁（www.handball.org.hk）內發放，敬請各領隊注
意。
N. 球隊負責人及球隊職員對該隊職球員及與球隊有關之觀眾，應勸導和約束恪守球場秩序，以
免發生不愉快事件。
O. 本會有權接納或拒絕任何報名申請。
P. 本會最遲於開賽前4天於本會網頁公佈賽程。本會編定之賽程，球隊應依時派隊出場比賽，
不得請求改期。各隊須絕對依照賽會編定之時間，地點派隊出賽，如有特別情況或事故，本
會有權將之更改，再由本會以任何一種電子資料形式(包括但不限於網頁、電話、電郵、傳
真或短訊)發放有關資料。
本賽會有權臨時將賽事取消或改期，另行安排及通知補賽日期、時間及地點。球隊及參賽者
不得異議。
本賽事進行期間同時是其他比賽的賽期，如球隊或球員賽期有衝突時，請自行取捨，本會不
會遷就。。
Q. 由於比賽時間緊迫，本比賽將不會接受改期申請，敬希垂注
R. 各參賽球隊可能於一日內需要參加多場的賽事
S. 本規章有未盡之處，賽會有權因實際需要而加以修改。本章程以中文版本為準。
T.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資料用途：
你在報名表所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作競賽有關的用途，在報名表所提供
個人及有關的資料純屬自願。然而，你如果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
你的要求。
資料轉介：
本會可能會把你提供的資料提供給其他部門／組織／人士按有關條例及／或章程作報名、競
賽有關的用途。如果你不想把你提供的資料提供及其他部門/組織/人士，請以書面向本會提
出。
索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內所載的條款，你有權要求索閱及修訂所提供的個
人和其他有關的資料。該等要求應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U. 在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下建議採取的預防措施
1. 「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7)
如本港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的健康風險級別已達高水平(即空氣質素健康指數：7）。環
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
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患者、兒童和長者應減少戶外體力消
耗，以及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
在參與體育活動前應諮詢醫生意見，在體能活動期間應多作歇息。由於空氣污染對不
同人士的影響不一，如參加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諮詢醫生的意見。
2. 「甚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8 至 10)
如本港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的健康風險級別已達甚高水平（即空氣質素健康指數：8 至
10）。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
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患者、兒童和長者應盡量減少戶外
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應減少戶
外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
人士的影響不一，如參加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諮詢醫生的意見。
3. 「嚴重」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0+)
如本港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的健康風險級別已達嚴重水平（即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10+）。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
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患者、兒童和長者應避免戶外體力
消耗，以及避免在戶外逗留，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
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
的影響不一，如參加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諮詢醫生的意見。
註釋：
1. 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影響不一，如你有疑問或感到不適，宜徵詢醫生的意見。如
你患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例如冠狀心臟病及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
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在不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級別的運動量方面，應遵
從醫生的建議。
2. 每個人可應付的運動量因個別體能而異，應按本身的體能狀況做適量運動，和徵詢醫生
的意見。
3. 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10+ 屬“嚴重”健康風險時，應避免體力消耗。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沙灘手球組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本會地址﹕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2007室
查詢電話︰2504-8119

傳

真︰2577-5570

網

電

郵︰info@handball.org.hk

址︰www.handball.org.hk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沙灘手球公開賽2017-2018
報名表格(球隊資料)
請注意：如報名資料不全或未付上報名費及保証金者，報名將不獲受理。請以正楷填寫 (第1頁, 共5頁)
隊

名:

組

別:

球衣顏色:

男子公開組/ 女子公開組 / 男子青年組 / 女子青年組
(球員)

(守門員)

負責人姓名﹕

領隊姓名﹕

教練姓名﹕

教練姓名﹕

聯絡電話1 :

聯絡電話2: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退回保証金支票抬頭
報名費繳付方式

□

支票($400)

報名費支票銀行︰

報名費支票號碼︰

保証金繳付方式

□

支票($400)

保証金支票銀行︰

保証金支票號碼︰

致中國香港手球總會（參加者聲明）：

本人
(領隊姓名)同意在比賽期間(包括熱身及賽後檢討時間)，球員若有任何傷亡，則自
行負責，並不會向 貴會及合辦或協辦機構作出任何形式之追究。申請人/領隊聲明上述資料所報一切屬
實，所有18歲以下的參加者已獲得家長/監護人或經家長/監護人授權同意參加上述活動，以及各成員並無
任何疾病足令他/她不宜參加上述活動。申請人/領隊亦細閱、知悉並同意及遵守章程內各個事項。本人證
明已經取得以上成員個人同意加入本隊參與是次比賽，同時本人亦證明本隊提供的以上資料準確無誤。
本會會以電子資料形式(包括但不限於網頁，電話，電郵，傳真及短訊)發放有關本比賽及其他有關手球活
動之資料 及 本會會把球隊負責人的通訊資料刊登在通訊錄中並會於有需要時以電子資料形式(包括但不限
於網頁，電話，電郵，傳真及短訊)發佈。

領隊簽名﹕

( )

身份證號碼﹕

日期﹕

註：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與合辦機構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
如欲更改或查詢你的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如閣下日後不欲收取本會之資訊，請以書面通
知本會之職員。

此欄毋須填寫
報名費支票

保證金支票

報名

接納／不接納

退回保證金銀碼

銀行

銀行

經手人

支票號碼

支票號碼

支票號碼

資料輸入

經手人

致 :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家長同意書 *
請以正楷填寫

本人_______________為_____________家長/監護人 , 本人明白他/她將代表
_____________球隊出席沙灘手球公開賽2017-2018 , 亦明白有關是次比賽次章
程、規定和責任。
本人同意_____________出席上述賽事並為此負責。

家長/監護人簽署及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身份證 :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
二零

年

月

日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沙灘手球公開賽2017-2018
報名表格(球員名單)
請注意：如報名資料不全或未付上報名費及保証金者，報名將不獲受理。請以正楷填寫
此資料表將會素描後於本會網頁公佈，及/或 會於列印後存放於比賽場地中, 故請各球隊務必填寫清楚.
隊

名:

組

別:

球衣顏色

男子公開組/ 女子公開組 / 男子青年組/ 女子青年組
(球員)

(守門員)

負責人姓名﹕
球員名單
姓名(中文)

出生日期

球員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致中國香港手球總會（參加者聲明）：

本人
(領隊姓名)同意在比賽期間(包括熱身及賽後檢討時間)，球員若有任何傷亡，則自行負責，並不會向
貴會及合辦或協辦機構作出任何形式之追究。申請人/領隊聲明上述資料所報一切屬實，所有18歲以下的參加者已獲得家長/監護
人或經家長/監護人授權同意參加上述活動，以及各成員並無任何疾病足令他/她不宜參加上述活動。申請人/領隊亦細閱、知悉並
同意及遵守章程。本人證明已經取得以上成員個人同意加入本隊參與是次比賽，同時本人亦證明本隊提供的以上資料準確無
誤。
本會會以電子資料形式(包括但不限於網頁，電話，電郵，傳真及短訊)發放有關本比賽及其他有關手球活動之資料 及 本會會把
閣下的通訊資料刊登在通訊錄中並會於有需要時以電子資料形式(包括但不限於網頁，電話，電郵，傳真及短訊)發佈。
領隊簽名﹕

領隊姓名﹕

( )

日期﹕

註：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與合辦機構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改或查詢你的個
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如閣下日後不欲收取本會之資訊，請以書面通知本會之職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