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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劉靳麗娟校長, SBS, JP
　　　　　(拔萃女書院)

副 主 席：張勇邦校長, MH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吳少祺校長, MH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義務司庫：杜永強校長
　　　　　(嘉諾撒小學)

委　　員：陳志雄校長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陳業樑老師
　　　　　(鳳溪第一中學)

　　　　　周偉強校長
　　　　　(深井天主教小學)

　　　　　洪楚英校長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賴永春校長
　　　　　(瑪利諾中學)

　　　　　李德輝校長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陸國森校長
　　　　　(聖公會蒙恩小學)

　　　　　吳偉成老師
　　　　　(德望學校)

　　　　　胡艷芬校長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黃悅明博士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任明敏老師
　　　　　(協恩中學)

秘　　書：鄧嘉珮女士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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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吳少祺校長, MH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副 主 席：劉靳麗娟校長,SBS, JP 

　　　　　(拔萃女書院)

委　　員：陳紹璣老師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鄭繼霖校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

　　　　　張蔚程老師

　　　　　(景嶺書院)

　　　　　霍平山老師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江鳳瑤老師

　　　　　(英華女學校)

　　　　　李紹良老師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吳偉成老師

　　　　　(德望學校)

　　　　　孫瑞強老師

　　　　　(棉紡會中學)

　　　　　謝嘉恒老師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胡卓琳老師

　　　　　(福建中學)

秘　　書：黃俊廉先生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陳業樑老師

(鳳溪第一中學)

鄭元山校長

(賽馬會體藝中學)

周維康老師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高錦棠老師

(玫瑰崗中學)

賴永春校長

(瑪利諾中學)

李慧慈老師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潘嘉衡老師

(香港培正中學)

鄧偉良老師

(趙聿修紀念中學))

溫家傑校長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葉嘉威老師

(荃灣聖芳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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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長：鄧嘉珮 副秘書長：黃俊廉

執 行 秘 書：港九地域小學：李啟茂 體育幹事：鄭偉傑

　　　　　　　新界地域小學：何 莊 體育幹事：韋珮盈

　　　　　　　港九地域中學：佘梓俊 體育幹事：張偉貞、鄧永賢

　　　　　　　新界地域中學：嚴鎮明 體育幹事：徐彥君

高級體育幹事：區佩蘭（對外辦事處） 體育幹事：勞傑朗、潘振聲、唐勺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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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賴永春校長
　　　　　(瑪利諾中學)

副 主 席：林偉才校長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孫瑞強老師
　　　　　(棉紡會中學)

委　　員：高錦棠老師
　　　　　(玫瑰崗中學)

　　　　　郭超群校長
　　　　　(德信學校)

　　　　　郭達華校長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潘嘉衡老師
　　　　　(香港培正中學)

　　　　　蔡劍冬校長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邢　毅校長
　　　　　(光明學校)

　　　　　葉嘉威老師
　　　　　(荃灣聖芳濟中學)

秘　　書：區佩蘭女士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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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年費

； $40 （快證)

港九中學

新界中學

1. 區分會主辦田徑、羽毛球、越野、游泳、乒乓球 $ 300 / 組

2. 區分會主辦籃球、足球、手球、排球 $ 350 / 組

3. 全港中學校際比賽：

 團體(女子足球、體操、曲棍球、拯溺、壘球) $ 350 / 隊

 團體(籃球馬拉松) $ 300 / 隊

 團體(投球、欖球) $ 150 / 隊

 個人(體操) $ 120 / 項

 個人(壁球) $ 120 / 人

4.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比賽：

 團體(射箭、沙灘排球、劍擊、室內賽艇、壁球、網球、保齡球) $ 350 / 隊

 團體(七人欖球) $ 300 / 隊

 個人(劍擊) $ 120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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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麥沃華校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副 主 席：林廣輝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吳少祺校長MH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黃增祥校長
　　　　　(鳳溪第一中學)

委　　員：鄺永燊校長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鄭思宏校長
　　　　　(王肇枝中學)

　　　　　夏文亮校長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余昌寧博士
　　　　　(大埔三育中學)

　　　　　陳俊平博士
　　　　　(粉嶺禮賢會中學)

　　　　　曹紹民校長
　　　　　(新界喇沙中學)

　　　　　陳業樑老師
　　　　　(鳳溪第一中學)

　　　　　伍偉洪老師
　　　　　(新界喇沙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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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溫家傑校長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副 主 席：鄭元山校長
　　　　　(賽馬會體藝中學)

　　　　　王裕泰校長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馮志德校長
　　　　　(基督書院)

　　　　　鄭美菁博士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委　　員：羅春平校長
　　　　　(德信中學)

　　　　　吳育智校長
　　　　　(培僑書院)

　　　　　陳偉佳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麗芬校長
　　　　　(沙田培英中學)

　　　　　劉國良校長
　　　　　(青年會書院)

　　　　　馮潤儀校長
　　　　　(五育中學)

　　　　　梁潔妍校長
　　　　　(沙田崇真中學)

　　　　　王穎欣老師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張　勇老師
　　　　　(五育中學)

　　　　　李擴領老師
　　　　　(賽馬會體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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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吳俊雄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副 主 席：陳京達校長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柳子權校長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黃秀蓮校長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黃穎東校長
　　　　　(萬鈞伯裘書院)

委　　員：林志明校長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馮金燕博士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紀思輝校長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雷志康校長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余國健校長
　　　　　(元朗公立中學)

　　　　　連鎮邦校長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陳家輝校長
　　　　　(伯特利中學)

　　　　　丘志良校長
　　　　　(元朗商會中學)

　　　　　鄧偉良老師
　　　　　(趙聿修紀念中學)

　　　　　李紹良老師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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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鄭鍾榮校長
　　　　　(青松侯寶垣中學)

副 主 席：鄭繼霖校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

　　　　　張建新校長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鍾偉成校長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吳聲展校長
　　　　　(宣道中學)

委　　員：方翠儀校長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黃冬柏校長
　　　　　(新會商會中學)

　　　　　梁文祺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楊秀鳳校長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胡少娟校長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英佩詞校長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霍平山老師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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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曹達明校長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副 主 席：蕭志新校長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惲福龍校長 MH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王偉校長
　　　　　(明愛華德中書院)

　　　　　葉俊傑校長
　　　　　(靈糧堂怡文中學)

委　　員：陳兆焯校長
　　　　　(基督教正生書院)

　　　　　羅靈芝校長
　　　　　(廖寶珊紀念書院)

　　　　　馬玉娟校長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馮雅詩校長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彭君華校長
　　　　　(聖公會李炳中學)

　　　　　鄧淑貞校長
　　　　　(荃灣官立中學)

　　　　　劉達光校長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葉嘉威老師
　　　　　(荃灣聖芳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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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張欽龍校長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副 主 席：鄧錦明校長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岑小瑩校長
　　　　　(裘錦秋中學(葵涌))

　　　　　蘇家樑校長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黃定康校長
　　　　　(棉紡會中學)

委　　員：羅穎忠校長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葉偉明校長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劉廣業校長
　　　　　(荔景天主教中學)

　　　　　許建業校長
　　　　　(皇仁舊生會中學)

　　　　　鄭航勇校長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吳家豪校長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簡偉鴻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葉天祐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孫瑞強老師
　　　　　(棉紡會中學)

　　　　　謝嘉恒老師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12

大埔及北區總幹事：
陳業樑老師 
(鳳溪第一中學)

大埔及北區賽委會秘書：
伍偉洪老師
(新界喇沙中學)

沙田及西貢區賽委會秘書：
李擴領老師
(賽馬會體藝中學)

張　勇老師
(五育中學)

屯門區總幹事：
霍平山老師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元朗區總幹事：
李紹良老師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鄧偉良老師
(趙聿修紀念中學)

荃灣及離島區總幹事：
葉嘉威老師 
(荃灣聖芳濟中學)

葵青區總幹事：
孫瑞強老師 
(棉紡會中學)

葵青區賽委會秘書：
謝嘉恒老師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項目召集人：
李慧康老師 (射箭召集人)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黃敏儀老師 (羽毛球召集人)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彭展程老師 (沙灘排球及排球召集人)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葉嘉威老師 (劍擊及手球召集人)
(荃灣聖芳濟中學)

陳業樑 (室內賽艇召集人)
(鳳溪第一中學)

李紹良老師 (壁球召集人)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謝嘉恒老師 (乒乓球召集人)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秘書：
嚴鎮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李擴領老師 (田徑召集人)
(賽馬會體藝中學)

張　勇老師 (籃球召集人)
(五育中學)

霍平山老師 (越野召集人)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孫瑞強老師 (足球召集人)
(棉紡會中學)

伍偉洪老師 (七人欖球召集人)
(新界喇沙中學)

鄧偉良老師 (游泳及網球召集人)
(趙聿修紀念中學)

張梓烽老師 (保齡球召集人)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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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全港學界精英比賽

 (1) 比賽資料

1.1 比賽時間表 ( 暫定 ) [ 比賽詳情將另函通知各會員學校 ]

項 目 日  期 地  點

1. 乒乓球 2021 年 9-11 月 調景嶺體育館

2. 羽毛球 2021 年 10-12 月 康文署體育館

3. 越野跑 ( 團體 ) 2021 年 12 月 13 日 香港哥爾夫球會 ( 粉嶺 )

4. 籃 球
2021 年 12 月 16-24 日
2022 年 1月 22-23 日

康文署體育館
荃灣體育館

5. 排 球
2021 年 12 月 27-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青衣體育館
荃灣體育館

6. 手 球 2022 年 2-3 月 康文署體育館

7. 足 球
2022 年 2-3 月
2022 年 3月

康文署草地足球場
旺角大球場

8. 羽毛球 ( 團體 ) 2022 年 5月 康文署體育館

9. 田徑 ( 團體 ) 2022 年 5 月 灣仔運動場

  1.2 參賽資格

項目 組別 參賽隊數 資格

乒乓球
男、女子組
（單、雙打）

--

◆  各會員學校可選派精英運動員參賽

羽毛球
男、女子組
（單、雙打）

--

籃球
男子組
女子組

24
24

◆  新界地域中學分會 6區甲組冠、亞
軍共 12 隊

◆  港九地域中學分會則由有關比賽管
理委員會選派 12 隊

排球
男子組
女子組

24
24

足球 男子組 24

羽毛球
( 團體 )

男子組
女子組

24
24

越野跑
( 團體 )

男子組
女子組

24
24

田徑
( 團體 )

男子組
女子組

24
24

◆  新界地域中學分會 6區總冠、亞軍
共 12 隊

◆  港九地域中學分會則由有關比賽管
理委員會選派 12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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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組別 參賽隊數 資格

手球
男子組
女子組

16
16

◆  新界地域中學分會 6區甲組冠軍
◆  港九地域中學分會選派 6隊
◆  其餘名額，則以 2018-2019 年
度精英比賽前4名所屬地域(組別) 
/ 分區增派相應數目之參賽隊伍

  1.3 所有比賽以公開組形式作賽。

  1.4  港九地域中學分會將由各有關比賽管理委員會公佈有關選派隊伍
之方法。

  1.5 設「精英隊際最佳表現學校大獎」，計分方法如下：

   1.5.1  設男、女子組冠軍獎項，祇計算隊際項目成績，包括田徑 (團
體 )、籃球、羽毛球(團體 )、越野跑(團體 )、足球 (男子組)、
手球及排球六項。

   1.5.2  計分法 ( 凡出賽學校均可獲加 1分 )

    ◆  田徑(團體)、羽毛球(團體)、越野跑(團體)、足球(男子組)、
手球及排球

名 次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8名 第9-16名 第17-24名

得 分 8 6 5 4 3 2 1

    ◆ 籃球

名次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8名 第9-12名 第13-24名

得分 8 6 5 4 3 2 1

   1.5.3  如賽事並列雙季軍，則以第三及第四名總分除以 2計算，即
每隊各獲得 4.5 分。

   1.5.4  若總分相同，以獲冠軍多者為勝；再相同則計算亞軍數目；
如此類推。

 (2) 種籽編配

  2.1 乒乓球 【 單打項目最多設 16位種籽、雙打項目最多設 8位種籽。
乒乓球技術及遴選小組有最終決定權。】

   A) 單打項目 - 按以下順序編配 :

    A1). 上屆精英比賽單打成績列前 8名。

    A2).* 乒總球員單打排名榜列前 8名。

    A3). 上屆精英比賽單打成績列 9–16 名。

    A4).* 乒總球員單打排名榜列前 100 名。

    註：1). 小學組升中學組的運動員不考慮去屆精英賽成績。

      2). 來自同校的運動員將按抽籤編配於上、下線作賽。

   B) 雙打項目 - 按以下順序編配 :

    B1). 若配搭球員跟去屆相同 ~

      a).  上屆精英比賽雙打成績列前8名。(2021-2022年度不適用)

      b). * 乒總球員雙打排名榜列前 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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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若配搭球員跟去屆不同 ( 兩位球員均必須達到以下 a) 或 b)
點，才考慮其種籽位置。以兩位球員的成績總和優者計算，
如有兩隊或以上相同分數，以其中一名球員較優者先排 ) 

      a). 上屆精英比賽單打成績列前16名。(2021-2022年度不適用)

      b). * 乒總球員單打排名榜列前 100 名。

    註：如沒有適合隊伍，不設種籽隊。

  註 : 1)  * 參考乒總球員單打 (21 歲或以下 ) / 雙打排名榜 ( 截止 2019
年 9月 1日的乒總排名為準 )

   2)  參賽學校需在報名表上清楚填寫參賽運動員相關賽事成績，以
便核實種籽位置。若參賽運動員未有填寫或提供準確成績核
實，賽會將視之為放棄種籽位置資格。

  2.2 羽毛球 【 單打項目最多設 16位種籽、雙打項目最多設 8位種籽。
羽毛球技術及遴選小組有最終決定權。】

   A) 單打項目 - 按以下順序編配：

    A1). 上屆精英比賽單打成績列前 8名。

    A2). 上屆精英比賽單打成績列 9-16 名。

    A3). 羽總於該年所舉辦之公開賽單打成績列前 8名

     a) 中銀香港全港羽毛球錦標賽

     b) 中銀香港全港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

    註 : 1. 小學組升中學組的運動員不考慮去屆精英賽成績。

      2. 來自同校的運動員將按抽籤編配於上、下線作賽。

   B) 雙打項目 - 按以下順序編配：

    B1).  若配搭運動員跟去屆相同，以上屆精英比賽雙打成績列前
8名計算。(2021-2022 年度不適用 )

    B2). 若配搭運動員跟去屆不同，以成績優者計算 ~

     a) 兩位運動員於上屆精英比賽單打成績列前8名。

     b) 羽總於該年所舉辦之公開賽雙打 (原配 ) 成績列前 8名。

     1. 中銀香港全港羽毛球錦標賽

      2. 中銀香港全港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

   註 : 1. 如沒有適合隊伍，不設種籽隊。

 汪意事項 :  參賽學校需在報名表上清楚填寫參賽運動員相關賽事成績，以
便核實種籽位置。若參賽運動員未有填寫或提供準確成績核
實，賽會將視之為放棄種籽位置資格。

  2.3  羽毛球團體賽、排球及足球 (24 隊 - 港九地域中學分會及新界地
域中學分會各 12 隊 )

   2.3.1 港九地域及新界地域平均分配 8個種籽位置

     港九地域

     羽毛球 ( 團體 )：  港島及九龍兩賽區以本年度校際賽第一
組首 2 支隊伍，參考去年精英賽成績
(2021-2022 年度不適用 )，分配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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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種籽位置。若有種籽隊伍不參加，其種
籽位置由該區該組的隊伍順序補上。同區
種籽隊將分開上、下線作賽。

     排球及足球 :  以本年度校際賽第一組首 4名隊伍按序
編入 4個種籽位置。若有種籽隊伍不參
加，其種籽位置由該組的隊伍順序補上。

     新界地域

      參考去年精英賽前8名成績 (2021-2022年度不適用 )，順
序以該區本年度冠軍隊伍編配入種籽位置；如名次相同隊伍
超過可編配種籽數目，則以抽籤决定。若有種籽隊伍不參加，
其種籽位置由該區的隊伍順序補上。

   2.3.2  除 8 名種籽外，其餘位置由港九地域及新界地域隊伍平均分
配，抽籤入位。

   2.3.3 第一輪賽事儘可能先由新界地域與港九地域隊伍對賽。

   2.3.4 同區隊伍儘可能分開上、下線作賽。

  2.4 籃球 (24 隊 - 港九地域中學分會及新界地域中學分會各 12 隊 )

   2.4.1  港九地域 6隊及新界地域 6區冠軍隊伍分配 6組種籽位置。
每組別平均由港九地域及新界地域 2支隊伍作賽。

     港九地域

      a.  港島及九龍兩賽區以本年度校際賽第一組冠、亞軍及第
二組冠軍隊伍，參考去屆精英賽成績 (2021-2022 年
度不適用 )，編配入 6個組別位置。

      b.  港島及九龍兩賽區餘下 6支隊伍以抽籤編配入 6個組
別。

      c.  若有種籽隊伍不參加，其種籽位置由該區的隊伍順序補
上。同區隊伍將在不同組別作賽。

     新界地域

      a.  參考去屆精英賽成績 (2021-2022年度不適用 )，以本
年度校際賽 6區冠軍隊伍分別編配入 6個組別位置。

      b. 新界地域 6區亞軍隊伍以抽籤編配入 6個組別。

      c.  若有種籽隊伍不參加，其種籽位置由該區的隊伍順序補
上。同區隊伍將在不同組別作賽。

  2.5 手球

   2.5.1  參考去屆精英賽前4名成績隊伍 (2021-2022 年度不適用 )
所屬地域 (組別 ) / 分區，分配 4個種籽位置。

   2.5.2  以本年度該地域 ( 組別 ) / 分區校際賽成績隊伍，順序編入種
籽位置。

   2.5.3 第一輪賽事應儘量避免各組 / 各分區的冠軍隊相互對賽。

   2.5.4 第一輪賽事儘可能先由新界地域與港九地域隊伍對賽。

   2.5.5 同區隊伍儘可能分開上、下線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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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香港學界代表隊賽事

每項賽事均由本會的技術及遴選小組在精英比賽或遴選比賽中揀選優秀運動員，
並組成香港學界代表隊參加比賽。有關遴選詳情，將稍後通知各會員學校。

(1) 四地學界埠際體育比賽
  由福建、廣東、香港及澳門四地輪流主辦，共有八個中學比賽，每年舉辦

四項，包括田徑、羽毛球、籃球、越野跑、足球、游泳、乒乓球及排球。
2019年工作會議議決由2020年起，每年其中兩項比賽加入小學組賽事。

項 目 參加組別 日 期 (待定) 比賽地點

1. 田徑 男、女子組 2021 - 2022 澳 門

2. 籃球 (中、小學) 男、女子組 2021 - 2022 福 建

3. 足球 男、女子組 2021 - 2022 香 港

4. 乒乓球 (中、小學) 男、女子組 2021 - 2022 廣 東

(2) 港、澳學界埠際體育比賽
  香港及澳門兩地輪流主辦的中學比賽，包括曲棍球及手球兩項。每年舉行

一項，同日並加設兩項小學賽事，於一天內完成三項比賽。

項目 參加組別 日期 (待定) 比賽地點

1. 羽毛球 (小學) 男、女子組

2021 - 2022 澳 門2. 七人足球 (小學) 男子組

3. 曲棍球 (中學) 男子組

(3) 亞洲中學生錦標賽
  由亞洲中學生體育聯合會會員主辦，項目分成 A,B,C 三個組別，每項目三

年一度舉行，每年約有四個比賽 :

項目 參加組別 日期 (待定) 比賽地點

1. 七人欖球 男子組 2022 /

2. 壁球 男、女子組 2022 /

3. 游泳 男、女子組 2022 /

4. 乒乓球 男、女子組 2022 /

*足球(U15) 男子組 2022 /

 * 足球項目由亞洲學界足球聯會獨立管理，香港每年輪流參與 U18 或 U15 比賽。

(4) 2021年大型海外賽事
 4.1 第十八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原定 2020 年 10 月 17-24 日於中國晉江舉行的第十八屆世界中學生運
動會將會延期至 2021 年 10 月 16-23 日舉行。

 4.2 第十九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將於 2022 年 5月 14-22 日於德國諾曼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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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U19)、初級組(U15)）

田徑、游泳比賽總分計算是所有同學在單項及接力項目所得的分數總和。

(一)  以甲、乙、丙組作賽之項目

(二)  以高級組(U19)及初級組(U15) 作賽之項目

27 21 18 15 12 9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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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港賽事新界區學校將與港九學校分開計算。新界區學校會按成績重新排列名

次，而所獲分數依3.3項處理。
新界地域中學賽事分數亦依照3.3項處理。

高級組(U19)、初級組(U15)

６

籃、足、手、排比賽

(二)  以高級組(U19)及初級組(U15)作賽之項目 (只限籃、足、手、排)
第一組

第二組

13.5 11.5 9 7.5 3.75 3.75 3.75 3.75

  27 21 18 15 12 9 6 3

(一)  以甲、乙、丙組作賽之項目(只限籃、足、手、排)

3.4 採用分組制度之區分會賽事計算如下﹕

第一組

第二組

9 7 6 5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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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港賽事新界區學校將與港九學校分開計算。新界區學校會按成績重新排列名

次，而所獲分數依3.3項處理。
新界地域中學賽事分數亦依照3.3項處理。

高級組(U19)、初級組(U15)

６

籃、足、手、排比賽

(二)  以高級組(U19)及初級組(U15)作賽之項目 (只限籃、足、手、排)
第一組

第二組

13.5 11.5 9 7.5 3.75 3.75 3.75 3.75

  27 21 18 15 12 9 6 3

(一)  以甲、乙、丙組作賽之項目(只限籃、足、手、排)

3.4 採用分組制度之區分會賽事計算如下﹕

第一組

第二組

9 7 6 5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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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惡劣天氣之比賽安排
 將根據教育局、天文台或環保署發出下列之訊息，而作出取消賽事之安排︰

 6.1 室內賽事

情況 室內賽事安排

教育局 宣布停課 全日取消

天文台
上午 6:30 紅色或黑色暴雨信號、

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上午至下午 1:00 前之賽事取消

上午 11:00 下午 1:00 或以後之賽事取消

環保署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到 10 + 受影響地區之賽事取消

  如在比賽期間天氣轉壞，有關賽事主委、召集人、裁判可視乎情況決定比賽是否如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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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室外賽事

情況 室外賽事安排

教育局 宣布停課 全日取消

天文台

上午 6:30 

暴雨 黃色或更高暴雨信號 上午至下午 1:00 前之
所有室外賽事取消

颱風

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任何颱風信號
上午至下午 1:00 前之
室外排球賽事取消
（沙灘排球除外）

上午11:00

暴雨 黃色或更高暴雨信號 下午 1:00 或以後之
所有室外賽事取消

颱風

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任何颱風信號
下午 1:00 或以後之
室外排球賽事取消
（沙灘排球除外）

環保署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到 10 + 受影響地區之賽事取消

   如遇上天氣潮濕或下雨時，球隊應到場地報到，有關賽事主委、召集人、裁判
將視乎情況決定比賽是否如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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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有申請必須經「學生運動員註冊系統」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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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組別 獎杯
獎牌

證書
冠 亞 季 殿

田　徑 所有組別 1 0 0 0 0 0
羽毛球 所有組別 1 9 9 9 9 9

籃　球
甲、乙、丙 1 12 12 12 12 12
高級組(U19)、初級組(U15) 1 15 15 15 15 15

越　野 所有組別 1 8 8 8 8 8

足　球
男子11人 1 20 20 20 20 20
男子7人及女子 1 12 12 12 12 12

手　球
甲、乙、丙 1 16 16 16 16 16
高級組(U19)、初級組(U15) 1 18 18 18 18 18

游　泳 所有組別 1 0 0 0 0 0
乒乓球 所有組別 1 5 5 5 5 5
保齡球 所有組別 1 5 5 5 5 5

排　球
甲、乙、丙 1 14 14 14 14 14
高級組(U19)、初級組(U15) 1 16 16 16 16 16

體　操 所有組別 1 5 5 5 5 5
曲棍球 所有組別 1 16 16 16 16 16
拯　溺 所有組別 1 0 0 0 0 0
投　球 所有組別 1 14 14 14 14 14
欖　球 所有組別 1 20 20 20 20 20
壘　球 所有組別 1 15 15 15 15 15
沙灘排球 所有組別 1 4 4 4 4 4
劍　擊 所有組別 1 5 5 5 5 5

壁　球
男子 1 7 7 7 7 7
女子 1 5 5 5 5 5

網　球 所有組別 1 6 6 6 6 6
射　箭 所有組別 1 4 4 4 4 4
室內賽艇 所有組別 1 0 0 0 0 0
七人欖球 所有組別 1 12 12 12 12 12



32

20-41 拷貝.indd   10 24/8/2017   上午10:1420-41 拷貝.indd   9 24/8/2017   上午10:14

20-41 拷貝.indd   10 24/8/2017   上午10:14

項目 個人 / 接力 獎杯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田　徑
個　人

獎　牌 1 1 1 1
證　書 1 1 1 1

接　力
獎　牌 6 6 6 6
證　書 4 4 4 4

越　野 個　人
獎　牌

*前10名得獎者將獲發獎牌及證書
證　書

游　泳
個　人

獎　牌 1 1 1 1
證　書 1 1 1 1

接　力
獎　牌 6 6 6 6
證　書 4 4 4 4

劍　擊 個　人
獎　牌 1 1 2 0
證　書 1 1 2 0

拯　溺

個　人
獎　牌 1 1 1 0
證　書 1 1 1 0

雙　人
獎　牌 2 2 2 0
證　書 2 2 2 0

接　力
獎　牌 6 6 6 0
證　書 4 4 4 0

壁　球 個　人
獎　牌 1 1 2 0
證　書 1 1 2 0

保齡球 個　人
獎　牌

*前8名得獎者將獲發獎牌及證書
證　書

射　箭 個　人
獎　牌

*前8名得獎者將獲發獎牌及證書
證　書

室內賽艇

個　人
獎　牌

*前10名得獎者將獲發獎牌及證書
證　書

接　力
獎　牌 4 4 4 4
證　書 4 4 4 4

體　操 個　人
獎　牌 *前4名得獎者將獲發獎牌

 前8名得獎者將獲發證書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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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接受團體報名。

，每隊人數最少3人、最多5人， 

整個賽事 368

依比賽通則

暫停其參加比賽，直至該運動員

換上正確服飾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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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北區

19, 22, 23/11/2021 (五、一、二)

25, 26/11; 1/12/2021 (四、五、三)

29/11; 2, 3/12/2021 (一、四、五)

7, 9, 10/12/2021 (二、四、五)

13, 14, 16/12/2021 (一、二、四)

17, 20, 21/1/2022 (一、四、五)

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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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所訂

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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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所訂

後仍

20-41 拷貝.indd   14 24/8/2017   上午10:14

、殿

、季、殿 (個別區分會可能有不同安排，請留

意區分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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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即時被

判為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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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比賽用球由賽會供應，各區2021-2022

2019-2020

年度之比賽用球，可參閲學體會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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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時間賽和將額外加時

及第四節、加時(如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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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證

球衣，不可赤裸上身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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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證

球衣，不可赤裸上身作賽。

42-76 拷貝.indd   20 24/8/2017   上午10:13

台報

12.5 由於參賽情況越見踴躍，比賽將安排於復活節之星期日開始，請有意參賽學
校預早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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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021 (二)

3/11/2021 (三)

4/11/2021 (四)

5/11/2021 (五)

8/11/2021 (一)

9/11/2021 (二)

16/11/2021 (二)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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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021 (二)

3/11/2021 (三)

4/11/2021 (四)

5/11/2021 (五)

8/11/2021 (一)

9/11/2021 (二)

16/11/2021 (二)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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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自

行清理垃圾並帶離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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襪頭高度必須過膝蓋及

不能穿著黑色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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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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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

42-76 拷貝.indd   6 24/8/2017   上午10:13

每半場35分鐘（部份區分會視乎場地供應情況，初賽有可能
改為每半場25分鐘）

甲組/高級組(U19)：

乙組/初級組(U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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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甲組/高級組(U19)：三號手球
男子乙丙組/初級組(U15)、女子甲乙組/高級組(U19)：二號手球
女子丙組/初級組(U15)：一號手球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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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甲組/高級組(U19)：三號手球
男子乙丙組/初級組(U15)、女子甲乙組/高級組(U19)：二號手球
女子丙組/初級組(U15)：一號手球

三 三

42-76 拷貝.indd   8 24/8/2017   上午10:13

或召集人

比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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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比賽項目      

項目
組別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300米

500米

1000米

2000米

4x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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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可於學生運動員註冊系統上辦理。

名之運動員可獲獎牌及證書。

名之運動員可獲獎牌及證書（只限出賽者）。

及顏色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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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當球員於同一日累積
3張黃牌，該球員將會於下一場比賽停賽一場。

所有參賽學校負責老師/領隊必須出席由本會及香港欖球總會合辦之「賽前老
師/教練工作坊」方可參賽。

並於下一場比賽停賽一場。

7.1

7.2

之前於學生運動註冊系統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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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當球員於同一日累積
3張黃牌，該球員將會於下一場比賽停賽一場。

所有參賽學校負責老師/領隊必須出席由本會及香港欖球總會合辦之「賽前老
師/教練工作坊」方可參賽。

並於下一場比賽停賽一場。

7.1

7.2

之前於學生運動註冊系統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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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通告執行。

參加壁球比賽之運動員可豁免本會所訂之比賽通則第7.4項之服裝要求，即全
隊運動員並不需要穿著同色同款比賽衣

9.
9.1
9.2

運動員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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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通告執行。

參加壁球比賽之運動員可豁免本會所訂之比賽通則第7.4項之服裝要求，即全
隊運動員並不需要穿著同色同款比賽衣

9.
9.1
9.2

運動員服裝

42-76 拷貝.indd   10 24/8/2017   上午10:13

28/9 ; 4/10/2021 (二、一)

5, 6/10/2021 (二、三)

7, 8/10/2021 (四、五)

11, 13/10/2021 (一、三)

15, 19/10/2021 (五、二)

20, 21/10/2021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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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前

、季、殿 (個別區分會可能有不同安排，請留意區分會

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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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

在四強賽或決賽中使用

最多一次暫停。



64

42-76 拷貝.indd   14 24/8/2017   上午10:13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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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賽事均採用“No Let Rule”

2.7



66

42-76 拷貝.indd   15 24/8/2017   上午10:13

所有賽事均採用“No Let Rule”

2.7

42-76 拷貝.indd   13 24/8/2017   上午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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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高級組(U19)：2.35米
女子高級組(U19)：2.20米 女子初級組(U15)：2.15米

男子初級組(U15)：2.25米

該兩隊之間的比賽勝負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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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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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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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考網頁中“足球比賽申請使用保護裝備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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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別

 設男子組及女子組 : 甲組、乙組、丙組。

2. 比賽項目

 2.1 甲組： 包括團體、個人全能及單項

 2.2 乙組： 包括團體、個人全能及單項

 2.3 丙組： 包括團體及單項

3. 報名資格及人數

 3.1 團體賽每校每組限報 1隊，每隊最多報 5人，最少報 3人。

 3.2  個人全能及單項賽每校每組報名總人數最多 15 人。( 參加個人全能運動員必須
完成所屬組別之所有項目 )

4. 「教練證」申請方法

 4.1  為加強及保障運動員在比賽期間之安全，所有中國香港體操總會主辦的賽事，
在比賽場區協助運動員熱身及作賽的人士，必須成為體操總會之註冊教練或體
育教師。

 4.2  於比賽期間，教練證持有人必須配帶「教練證」才能進入場區保護及協助運動
員作賽。

 4.3  有關中國香港體操總會註冊教練事宜，請直接聯絡中國香港體操總會查詢。

5. 比賽服裝

 5.1 運動員應穿著合適之比賽服裝，如不符規定者，將被扣分。

  5.1.1 甲組必須穿著體操服 ( 按國際體操比賽規則 )。

  5.1.2 乙組及丙組可穿著體操服或學校運動服。

 5.2 參加團體賽運動員必須穿著劃一比賽服裝。

 5.3  所有參賽運動員號碼由賽會編訂，並由賽會提供號碼布。參賽運動員必須佩戴
號碼布方能出賽，號碼布可用針線 / 扣針縫合於比賽服裝背面，以能清楚顯示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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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賽規則

 6.1  除特別聲明外，比賽將依照「中國香港體操總會」所訂之規則及學體會所訂之
「中學體育比賽通則」執行。

 6.2 所有參賽學校必須遵守賽會所訂定的各項規則及編排。

 6.3  所有裁判員將由中國香港體操總會派出及執法。本賽事不設上訴，所有有關技
術性事宜的裁決，應以當日總裁判決定為最後裁決。

 6.4 所有評分準則將依照『2022-2024 年國際體操聯盟 - 評分規則』執行。

 6.5  有關比賽動作及評分準則資料，將由中國香港體操總會編定。詳情請瀏覽學體
會及體操總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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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1日（四） 日期 : 2021 年 11 月 19 日 ( 五 )
時間 : 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地點 : 九龍公園游泳池

1. 參賽資格及報名 

 1.1 男、女子甲組 : 持有甲組註冊證之學生參加。

 1.2 男、女子乙組 : 持有乙、丙組註冊證之學生參加。

 1.3 每項個人項目只可填報二人，而接力項目只可填報一隊。

 1.4 每名運動員只可參加最多兩項個人及一項接力項目。

2. 比賽項目

 2.1 個人項目 :

  1. 200 米游泳障礙賽

  2. 100 米混合拯救賽

  3. 100 米穿蛙鞋運送假人賽

  4. 50 米運送假人賽 

  5. 100 米穿蛙鞋拖帶假人賽 

  6. 200 米超級施救員賽 

 2.2 接力項目 :

  1. 4x50 米混合接力賽 

  2. 4x25 米運送假人接力賽 

  3. 拋繩賽 

3. 換 人

   報名截止後一律不准換人。如運動員生病或受傷而有醫生紙證明者，始可以在比賽當
日向召集人申請換人。後補運動員亦須遵守章則 1.4 之規限。

4. 裁 判

 4.1 技術裁判由香港拯溺總會委派。

 4.2  參賽學校須委派一位體育教師或職員擔任裁判工作。如拒絕委派者，管委會有
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5. 比賽規則 

 5.1  除特別聲明外，全部採用香港拯溺總會最新規定之競賽規則「國際救生總會競
賽規則 2015-2019 版」第三章游泳池比賽項目及本年度之學體會「中學體育運
動比賽手冊通則」執行。http://www.hklss.org.hk/zh-hant/works/subpage/21/

 5.2 報到程序
   每項目將宣布召集兩次。運動員應向召集處報到而不能直接前往起點。召集程

序完畢後，由工作人員帶領運動員前往起點。

 5.3  運動員在召集時，必須出示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簽發之有效註冊證；未能出示者，
將不准出賽。

 5.4  所有項目均為決賽，以時間 ( 電子計時 ) 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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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運動員於其賽事成績宣布後方可離開。如賽事須要重賽而運動員無故離開，該
運動員之重賽資格則會被取消。

 5.6  凡參加接力隊的學校，須於該項接力賽事進行前 90 分鐘，將參賽名單交到記錄
室，逾時作棄權論。賽會將於召集前整理有關名單，必要時重新分配線道。

 5.7 非比賽之參與者須符合下列要求
  5.7.1  拋繩賽中之溺者須與參賽者屬同一組別及性別，並於召集時出示運動員

註冊證。
  5.7.2  協助扶持假人之學生須與參賽者屬同一組別及性別，須穿上印有該校校

徽或簡寫之運動服裝，並於召集時出示運動員註冊證。

6. 計 時 

 6.1 康文署泳池如設有電子計時系統，則以該系統為正式計時。

 6.2  如遇電子計時系統失靈，則該項賽事之全部分組時間均以手計時間為正式成績。
而紀錄亦以正式成績為準。

 6.3  若運動員在比賽中刷新香港紀錄，而他 /她持有香港拯溺總會基本銅章或以上，
可獲香港拯溺總會承認為新香港紀錄 ( 只限電子計時項目 )。

7. 計分方法 

 若名次相同時，則以相關名次所得之分數總和平均分配。

8. 獎 項

 8.1 個人賽 – 每項目設冠、亞、季獎牌及證書。

 8.2 團體賽 – 每組設冠、亞、季、殿獎盃。

 8.3  設男子組團體總冠軍及女子組團體總冠軍各一名。將計算其甲、乙組團體得分
總和，分數最高之學校獲得。( 如總分相同，則計算同分隊伍所獲金牌數目多寡
而定名次，如此類推。)

9. 上 訴

 9.1  只有受有關事件影響之學校方可進行上訴。負責老師應於宣布有關成績後 30 分
鐘內以書面呈交秘書處職員。學生及觀眾之上訴均不受理。

 9.2  上訴有關技術規則，可呈交上訴委員會；有關技術之演繹則以總裁判之解釋為
準。上訴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

10. 器 材 

 10.1  除蛙鞋需要自備外，其他比賽器材一律由賽會提供。有關器材款式，請直接與
香港拯溺總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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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特別聲明外，所有比賽均依照香港投球總會所定訂之比賽規則舉行。

2. 參賽學校會議

 參賽學校會議將於九月上旬舉行，商討比賽詳情。

3. 比賽制度

 3.1 分為甲組、乙組及丙組賽事。

 3.2 每一運動員只能填報一隊，而她必須參加其持有之有效註冊證的賽事。

 3.3 甲組及乙組的比賽日期由九月至十二月。

 3.4 丙組的比賽日期由一月至四月。

4. 球隊名次之制定

 4.1 勝一場得三分，和一場得一分，負一場得零分，棄權者負三分。

 4.2 若兩隊積分相等，將以下列方法處理︰

  4.2.1 以該兩隊之間的比賽勝負定名次，勝者排先。

  4.2.2  如該兩隊之間的比賽打和，則以相關球隊在該組比賽之平均得失球率定
名次。 

 4.3 如遇三隊或以上同分時，則以下列方法處理︰

  4.3.1  計算相關球隊之間比賽之平均得失球率定名次。

  4.3.2  如仍未分名次，則以相關球隊在該組之平均得失球率定名次。

 4.4 平均得失球率的計算方法如下︰

     總入球  
X
     100     

     總失球    比賽場數

  4.4.1  棄權者的賽事，將計算在相關球隊的比賽場數內；若是對手棄權，該場
賽事的比賽場數則不計算在內。

 4.5  若依據第 4.3 項之判定標準，僅餘兩隊仍相等，則應依據第 4.2 項之判定標準定
名次。

5. 比賽時間

 5.1 分四節，每節 10 分鐘。

 5.2  如淘汰賽階段賽事賽和，將加時三分鐘，再和則以黃金入球定勝負。比賽進入
黃金入球時段，一經有入球，賽事立即結束，而所有仍未執行之罰則應繼續執
行，所獲分數計算入全場正式比數。

6. 比賽用球

 比賽用球應為五號投球或英式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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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註冊證

 各運動員必須辦妥註冊手續及於比賽前出示註冊證。

8. 裁判

  各參賽學校須提供一名裁判，而該裁判須曾參加香港投球總會主辦的裁判訓練班。未
能提供裁判的學校可被判棄權。

9. 球衣顏色

 參賽學校須於賽前申報其球衣顏色，並應避免比賽時與對隊球衣顏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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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特別聲明外，所有賽事均依照世界欖球總會所訂之比賽規則舉行。

2. 比賽制度

 2.1 初賽階段將以單循環作賽。

 2.2 隊伍將根據初賽成績進入淘汰賽。

3. 比賽隊伍

 3.1 設男子甲、乙、丙組。

 3.2  因應國際欖球總會頒佈之安全守則，為保障青年球員安全，對賽球員年齡不可
超過四年。在 3.3 項的括號內所列出之年份或以後出生的學生，將不可參加相
關組別賽事。

 3.3 甲組（2007 年或以後出生者不能參加甲組賽事）

  乙組（2010 年或以後出生者不能參加乙組賽事）

  丙組（2012 年或以後出生者不能參加丙組賽事）

4. 球隊名次之制定

  勝方得三分，負方得零分，打和則各得一分，棄權者得負三分（棄權之記錄為二十比
零）。如球隊在一場比賽中取得四個或以上入球，或以不多於七分  落敗，將獲一分
額外分數。

5. 主隊責任

 主隊須負責供應比賽用球及急救箱。

6. 運動員服裝

 6.1  所有球員須穿上印有該校名稱或簡寫或校徽之運動服裝，球衣須為同一款式及
顏色，而球衣背後需印上球員號碼。

 6.2  如球員未能穿著同一款式及顏色的球衣，必須穿著由大會借用之球衣，否則可
被拒絕出賽。

 6.3  如對賽隊伍球衣顏色相同，大會將以擲毫決定所屬球隊更換由大會借用之球衣。

 6.4 運動員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長襪、球靴，並必須佩戴護口膠。

7. 領隊

  參賽運動員由學校全職運動員或校長向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申請所授權的非學校教職員
領隊出賽，直至比賽完結。「非本校教職員領隊申報表」需於執行領隊工作四個工作
天之前送達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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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紀律

 8.1  黃牌︰球員在比賽中被黃牌警告，該球員將會被罰離場比賽時間十分鐘，該段
時間將由被罰球員在指定位置坐下後開始計時。當該段時間完結後，該被罰球
員可以經球證示意在下一死球回球場作賽。當球員在同一場比賽中收到兩面黃
牌，該球員將被逐離場，不能再參與該場比賽。

 8.2  紅牌︰當球員被出示紅牌後，該球員即被勒令離場，並不能參與該場比賽。

 8.3  如參與運動員違反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大會有權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並且所得之成績亦將會作廢。

9. 上訴

 一切賽果以當場裁判判決為準，不設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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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全港中學校際壘球比賽需要和適應場地設施，本章則只列出部份補充辦法和臨場特

殊規則，其他無列出之規則，一律參照世界棒壘球總會 (WBSC) 2018-2021 壘球規則 ( 快

投 ) 和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KSSF) 所訂之比賽通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有權對所有競賽規

則及賽程作出修訂，但會作事前通知。

1. 參賽資格

 1.1 參賽隊伍以學校為單位，男、女學生分開作賽；

 1.2 每場比賽必須有學校委派之領隊或老師在場；

 1.3 所有參賽球員必須為應屆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註冊運動員；

 1.4 每場比賽每隊只容許最多十五名合乎資格之球員參賽；

 1.5  若開場時球員仍未到達球場，學校領隊可在出場紙上預先填上球員姓名。有關

球員到場後必須向記分員核實身份，該球員只容許以後備球員身份加入比賽；

 1.6 參賽球員必須將學界運動員註冊證交給記分員核實身份。

2. 主、客隊

 2.1 每場比賽由擲毫決定主隊和客隊；

 2.2 客隊先進攻、主隊先防守。

3. 比賽場地

 3.1 壘間距離 = 18.29 米  (60 英呎 )；

 3.2 投手板前緣中點至本壘板斜邊頂點之距離：女子 = 12.2 米    (40 英呎 )；

 3.3 投手板前緣中點至本壘板斜邊頂點之距離：男子 = 13.11 米  (43 英呎 )；

 3.4 全壘打： 

  3.4.1 天光道球場：

   擊出之場內高飛球超越外野藍色圍板。

  3.4.2 石硤尾 3號場及 4號場 ( 近更衣室之場地 )：

   3號場：擊出之場內高飛球落在外野全壘打線外範圍(標誌筒將放於線外)；

   4 號場：擊出之場內高飛球落在外野石屎跑步徑或以外範圍。

 3.5 球例規範進佔兩壘 ( 石硤尾場地 )： 

  3.5.1 3 號場： 擊出之界內滾地球 (不論該球在出界前有否接觸到防守球員或裁

判員 ) 彈過或碰撞外野標誌筒、或滾出外野標誌筒範圍；

   4 號場： 擊出之界內滾地球 (不論該球在出界前有否接觸到防守球員或裁

判員 ) 進入外野石屎跑步徑；

    以上情況判死球，給予擊球員進佔兩壘，另給予所有跑壘員於投球時所

佔領之壘包位置，再進兩個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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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若比賽進行中，防守球員將球誤傳至球場死球界外 ( 不論該球在出界前

有否接觸到防手球員或裁判員 )；判死球，給予擊跑員及壘上跑壘員於球

離開防守球員時已佔有之壘再進兩個壘。若跑壘員被申訴離壘過早或漏

觸壘包時跑壘員可重踏壘包後再次進壘。

4. 三振出局

  不採用三振不死規則，若擊球員未能擊出第三個好球，無論捕手是否漏接，判擊球員

出局。

5. 奪權比賽

  開賽時或因受傷而不足比賽規定人數的隊伍均判「奪權比賽」，負方的失分數以首輪

同組賽事中最多失分之比賽成績計算，其他情況的棄權也按此條款執行。

6. 比賽時限

 6.1 所有比賽會依時開賽，不接受延時申請；

 6.2 比賽前不容許隊伍作內場熱身訓練；

 6.3 首輪：

  6.3.1 比賽時間以七局或時限一小時二十分鐘 (80 分鐘 ) 計算，達者為先。

  6.3.2  比賽達一小時二十分鐘 (80 分鐘 ) 不再開新局，若完整局時得分相同，

則判賽和；

  6.3.3  比賽時間達一小時二十分鐘 (80 分鐘 ) 及至完成上半局，如主隊領前，

比賽即時結束；如客隊領前或雙方得分相同，比賽必須繼續至主隊反勝

或至完成整局為止；

  6.3.4  比賽時間達一小時二十分鐘 (80 分鐘 )，如一方領先 10 分或以上，比賽

即時結束；

  6.3.5  比賽時間達一小時二十分鐘 (80 分鐘 )，客隊領先 9分及獲得一出局，比

賽即時結束；或，客隊領先 8分及獲得兩出局，比賽即時結束。

 6.4 複賽：

  6.4.1  比賽時間以七局或時限一小時三十分鐘 (90 分鐘 ) 計算，達者為先。

  6.4.2  比賽完成七局或完局時已達一小時三十分鐘 (90 分鐘 ) 不再開新局，賽

和除外；

  6.4.3  比賽完成七局或完局時已到達一小時三十分鐘 (90 分鐘 )，若比賽仍然賽

平手，則以「突破僵局」方式直至比賽勝負分明為止，複賽不設和局；

  6.4.4  比賽時間達一小時三十分鐘 (90 分鐘 ) 或至完成上半局，如主隊領先，

比賽即時結束；如客隊領先或雙方得分相同，比賽必須繼續至主隊反勝

或至完成整局為止；

  6.4.5  比賽時間達一小時三十分鐘 (90 分鐘 )，如一方領先 10 分或以上，比賽

即時結束；

  6.4.6  比賽時間達一小時三十分鐘 (90 分鐘 )，客隊領先 9分及獲得一出局，比

賽即時結束；或，客隊領先 8分及獲得兩出局，比賽即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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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決賽：

  6.5.1  比賽時間以七局或時限一小時四十分鐘 (100 分鐘 ) 計算，達者為先。

  6.5.2  比賽完成七局或完局時已達一小時四十分鐘 (100 分鐘 ) 不再開新局，賽
和除外；

  6.5.3  比賽完成七局或完局時已達一小時四十分鐘 (100 分鐘 )，若比賽仍然賽
和，則以「突破僵局」方式直至比賽勝負分明為止；決賽不設和局；

  6.5.4  比賽時間達一小時四十分鐘 (100 分鐘 ) 或至完成上半局，如主隊領先，
比賽即時結束； 如客隊領先或雙方得分相同，比賽必須繼續至主隊反勝
或至完成整局為止；

  6.5.5  比賽至第六整局或達一小時四十分鐘 (100 分鐘 )，如一方領先 10分或以
上，比賽即時結束；

  6.5.6  比賽時間達一小時四十分鐘 (100 分鐘 )，客隊領先 9分及獲得一出局，
比賽即時結束；或，客隊領先 8分及獲得兩出局，比賽即時結束。

 6.6  突破僵局：

   只用於複賽及決賽，上局攻隊之末棒球員，延長局時即為二壘跑壘員，然後開
始比賽，直至勝負分明為止。

7. 首輪比賽計分方法

 7.1 勝一場得3分；和一場得1分；負一場得0分；棄權負3分，積分多者名次列前；

 7.2 如遇兩隊積分相等：

  7.2.1 按勝者為勝決定名次，勝方在前；

  7.2.2  若首輪比賽賽和，則計算兩隊在所有循環比賽中的總失分數決定名次，
失分少者名次列前；

  7.2.3  如再相等，則計算兩隊在所有循環比賽中的安打總數決定名次，多者名
次列前；

  7.2.4  如再相等，則計算兩隊在所有循環比賽中的殘壘總數決定名次，多者名
次列前；

  7.2.5 如再相等，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安排抽籤決定。

 7.3 如遇超過兩隊積分相等：

  7.3.1  按照有關隊伍在循環賽互相對壘之成積決定名次，全勝者名次列前、全
負者名列最後 ( 餘下隊伍則照 7.2 和 7.3 規例排列名次 )；

  7.3.2  如初賽時勝負相等，則計算有關隊伍在循環比賽中互相對壘的總失分數
決定名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 ( 餘下相同失分數之隊伍則照 7.2 和 7.3 規
例排列名次 )；

  7.3.3  如再相等，則計算隊伍在循環比賽中的總失分數決定名次，失分少者名
次列前  ( 餘下相同失分數之隊伍則照 7.2 和 7.3 規例排列名次 )；

  7.3.4  如再相等，則計算隊伍在循環比賽中的安打總數決定名次，多者名次列
前  ( 餘下相同安打之隊伍則照 7.2 和 7.3 規例排列數名次 )；

  7.3.5  如再相等，則計算隊伍在循環比賽中所獲的殘壘總數決定名次，多者名
次列前 ( 餘下相同殘壘數之隊伍則照 7.2 和 7.3 規例排列數名次 )；

  7.3.6 如再相等，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安排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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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賽規則

 8.1  每局比賽，進攻隊伍只能順序派出最多 9位擊球員；

 8.2  若第 9 位擊球員擊出之界內球 ( 不論該球在出界前有否接觸到防手球員 ) 彈過

或碰撞外野標誌筒、或滾出外野標誌筒範圍 (3 號場 )； 或石陝尾場地之外野石

屎跑步徑 (4 號場 ) 時，判場內全壘打。所有壘上跑壘員及擊球員可獲「全壘保

送」，所有進攻球員可依次序進壘得分；

 8.3  若比賽仍少於 2人出局，第 9位擊球員擊出界內球，防守球員可選擇直接封殺

進攻隊員或將球傳回本壘完局，否則比賽繼續，「全壘保送」情況除外；

 8.4 「全壘保送」：若第 9位擊球員被主球審判：

  a) 「觸身球」;

  b) 「四壞球」；

  c) 「捕手阻礙」；

  d)  第 9 位擊球員擊出之界內球，防守球員將球誤傳至球場死球界外；

  壘上的跑壘員及擊球員可依次序進壘得分；

 8.5  當投球被合法出時，壘上的跑壘員及球員可依法進壘得分，負險的跑壘員

可被觸殺出局；

 8.6  在以下情況，三壘起步的跑壘員亦可進本壘得分，其他壘上跑壘員可依法及依

序進壘：

  a) 滿壘情況，當主球審判「四壞球」、「觸身球」或「捕手阻礙」時；

  b) 當投手投球違規時 ;

  c) 當主審判第 9球員「全壘保送」。

  在以上情況中，若主審判死球時，其他負險的跑壘員不會被觸殺出局。

 8.7  在以下情況，三壘起步的跑壘員不可進本壘得分，其他壘上跑壘球員可依法及

依序進壘，但只能最多進佔三壘，不得直接盜本壘得分：

  a) 當投手暴投或捕手漏捕，包括該球是否接觸到捕手而進入後場區或死球區；

  b) 當捕手將球回傳至投手時，包括誤傳；

  c) 當捕手 / 防守球員嘗試傳球觸殺盜壘者時，包括誤傳。

   在以上情況，負險的跑壘員可被觸殺出局。例外：以上情況中，若主審判死球時，

其他負險的跑壘員不會被觸殺出局。

9. 出場名單

 9.1  出場名單正本及學界運動員證必須在比賽前 30 分鐘交到記分員，隨後相方隊伍

交換出場名單副本；

 9.2  當出場名單交到記分員後不得隨意更改打序或位置，其後之修改則要按替換球

員程序處理；

 9.3  領隊人員或老師必須將球員 ( 包括後備球員 ) 之全名、球衣號碼及守備位置清楚

地填寫出場名單上：

 9.4 負責領隊之人員或教練必須將名字填寫及簽署於出場名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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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比賽改期

 10.1  比賽前或比賽進行時遇場地欠佳、天氣惡劣、天色昏暗或地區之一般空氣質素

健康指數達嚴重水平 ( 即級別 10+)，裁判會根據情況決定能否作賽，比賽隊伍

必須服從；

 10.2 延期比賽； 

  10.2.1  因天氣或環境欠佳而暫停比賽，將採取封局形式，需另擇日期補賽並要

依封局時的出場名單及局面繼續比賽；

  10.2.2 若比賽完成三整局，比賽結束，不會補賽；

  10.2.3 若比賽未完成三整局，比賽延期：

  10.2.4 若比賽進行時客隊領先而主隊未完成進攻反勝，比賽延期。

11. 球員替補

 先發球員被替補後，可再上場一次，但僅限返回原本的打序位置。

12. 投手熱身

 12.1 首局比賽或更換新投手時，投手有五個投球練習；

 12.2 其他開局則以三球為限

 12.3 延長局不設投手熱身。

13. 比賽裝備

 13.1  同隊球員必須穿著顏色及款式相同並有明顯背號的比賽球衣，同一球隊的比賽

球衣不可以有相同背號。背號只能選用 01 至 99；

 13.2 男子隊防守時必須配戴合規格之壘球帽 ( 鴨舌帽 )，捕手除外；

 13.3 捕手、擊球員和跑壘員必須配戴經認可的安全頭盔；

 13.4 所有球員不得穿著金屬釘片鞋；

 13.5 服裝上不得縫上閃亮物和金屬扣；

 13.6 所有比賽球員不得配戴被球證認為有危險的飾物；

 13.7 比賽用之球棒必須附合 ISF/ASA/JSA Approved Official Softball 之認證。

14. 提訴與申訴

 14.1 裁判及計分員由主辦單位提供；

 14.2  所有「提訴」必須於下一投球前、或最後一位球員 /裁判員離開球場之前提出，

球員資格問題除外，否則不受理。

 14.3 裁判只接受下列事項的「提訴」：

  a) 裁判員誤解比賽規則；

  b) 裁判員不履行正確規則處理所發生之情況；

  c) 對於違規情況，不履行正確的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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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面授機宜

 15.1  每局比賽防守和進攻隊伍可要求各一次教練進場與任何一位球員商討的暫停，

全場比賽防守和進攻隊伍不得超過三次此類的暫停。

 15.2  在突破僵局情況下，防守和進攻隊伍每延長局可獲各多一次此類暫停的機會。

 15.3 攻隊的面授機宜：若領隊或教練堅持再一次面授時，則判領隊或教練驅逐離場；

 15.4  守隊的面授機宜：若領隊或教練堅持再一次面授時，則判投手為違規投手，以

後只可擔任其他防守位置。

16. 不君子行為

 16.1  若球員揮棒後隨意將球棒拋擲，若沒有球員受傷，裁判會給予球員一次警

告。若第二次重犯，裁判會判球員死球出局，跑壘員不得進壘。若第三次重

犯，裁判會判球員出局及停止該球員作賽。

 16.2  若球員揮棒後隨意將球棒拋擲並傷及其他人員，裁判在無需警告下判球員

死球出局。若第二次重犯，裁判會判球員出局及停止該球員作賽。 

 16.3  球員、教練或領隊均不得對職員、觀眾或對方球員發生有損運動員風度之行為，

若仍然輕蔑裁判警告，裁判有權將違規者「驅逐離場」；

 16.4 若情況嚴重，大會有權終止該名球員、教練或領隊參與餘下賽事。

17. 球員流血規則

 17.1  在比賽中，若球員因傷流血，在短時間內流血不停，或其球衣服沾污血跡，則

該員必須更換退場，除非已止血，清洗乾淨及覆蓋，如有必要須更換球衣服，

始得上場繼續比賽；

 17.2  退場處理受傷之球員，可由一名「暫代球員」代理，其可代理該局的剩餘部份。

18. 球員義務

 比賽隊伍必須保持場地及球員席的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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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中學 參賽學校派出老師

新界中學 該區會員學校派出老師 # 參賽學校派出老師

港九小學 參賽學校派出體育老師 —

新界小學
邀請他區體育老師

擔任裁判
參賽學校派出
體育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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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體育舘 元朗馬田路52號元朗文化康樂大樓3樓 2891 9207 2891 9021

兆麟體育舘 屯門兆麟街19號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2-5樓 2659 2311 2659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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