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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香港大學射箭公開賽 

The 30th HKU Archery Open Contest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 
 

 

香港大學學生會射箭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比賽日期 2021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 

比賽地點 牛池灣公園射箭場 

交通 巴士： 

3M (慈雲山(北)—彩雲) 

3P (慈雲山(南)—彩雲) 

21 (紅磡港鐵站—彩雲) 

606 (小西灣(藍灣半島)—彩雲) 

10 (彩雲—彩雲)(循環線) 

91 (清水灣—鑽石山港鐵站) 

91M (寶林—鑽石山港鐵站) 

 

專線小巴： 

16A (彩虹港鐵站—豐盛街紀律部隊宿舍) 

16B (彩虹港鐵站—曉暉花園) 

16S (彩虹港鐵站—峻弦) 

報到時間 所有組別 — 上午 10 時 

組別 比賽只設反曲弓組別 

 

反曲弓組別 個人賽（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初級、中級及高級組皆設男、女子組，參賽者必須為香港射箭總會相應組別的註冊射手。 

新秀組設男、女子組，曾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香港射箭總會或其屬會或各認可團體所舉辦之射箭訓

練班，而未達初級組參賽資格者皆可參加。 

 

反曲弓組別 團體賽（非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男女混合淘汰賽。每隊三個人。每隊的射手必須來自男子高級組，男子中級組，男子初級組，男子新秀組，

女子高級組，女子中級組，女子初級組或女子新秀組（以報名時所屬組別為準）。每隊最多只可以有一個

男子高級組或女子高級組隊員。可以全男子或全女子。隊員可來自不同屬會。 

 

參加隊際組別者，必須先參加相應的個人組別。各組隊際組別中，隊員個人排位賽得分總和最高之十四隊

可進入淘汰賽。 

 

射程 個人賽： 

高級組 — 男子 雙輪70米（122厘米靶面）／女子 雙輪70米（122厘米靶面） 

中級組 — 男子 雙輪70米（122厘米靶面）／女子 雙輪60米（122厘米靶面） 

初級組 — 男子 雙輪30米（80厘米六環靶面）／女子 雙輪30米（80厘米六環靶面） 

新秀組 — 男子 雙輪18米（80厘米六環靶面）／女子 雙輪18米（80厘米六環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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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賽： 18米（40厘米十環靶面） 

 

名額 個人賽：44 人 

團體賽：14 隊 

費用 (1) 個人賽：每人 100元正 

(2) 團體賽：每隊 60元正 

(3) 臨時註冊費每人港幣10元正(非香港射箭總會註冊參加者須另繳臨時註冊費，註冊只在比賽當天有效) 

 

報名手續 (1) 請將報名費用之總數以抬頭為「ARCHERY CLUB, HKUSU」的劃線支票支付 

(2) 填妥報名表格後連同支票寄抵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學生會射箭會（ARCHERY CLUB， 

HKUSU）。（注意：本會不接受現金報名，請於支票背面填上參加者姓名及註冊射手編號或身份証

號碼，個人賽和團體賽的支票必須分開繳交） 

 

截止日期 2020 年 12 月 24 日（以郵戳為準） 

裝備 (1) 參賽者服飾必須整齊端正，可穿著參賽者可穿短袖或齊肩袖衫，不可穿著背心，不可穿有任何迷彩

式樣之衣飾；可穿運動褲或西褲；如穿著短褲，垂直雙手時，短褲腳的長度必須長過手指尖到達的

位置。參加團體賽事各成員，必須穿著相同運動衫。凡運動員之比賽服飾有違規情況，裁判員可作

口頭警告並紀錄在案，屢勸不聽之運動員有可能被終止參與賽事。 

(2) 所有組賽員可使用 WA 射箭標準及規則所指定之射箭裝備。 

(3) 所有比賽用的箭，必須在箭杆上標上個人姓名或縮寫，射手編號及不同編號。而每組比賽所用的

箭、其箭杆、箭尾及箭羽的顏色亦必須相同。 

 

天氣安排 如天文台於開始報到前兩小時內，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紅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該日賽事將取

消，不設重賽，所有射手及工作人員無須到場，報名費用將不退還。如在比賽期間，因遇上惡劣天氣

（只限三號或以上風球、紅或黑色暴雨警告）或其他非本會可控制的情況發生；大會有權隨時修改賽

程、停止比賽或取消賽事。若因上述原因以致比賽時間不足，大會有權以運動員已賽的最佳成績作最後

判決，運動員不得異議。（天氣查詢：1878200） 

 

奬勵 個人賽各組分別設有冠、亞、季軍獎。（只有三位參賽者之組別會頒發冠、亞、季軍；少於三位參賽者

之組別將取消） 

 

團體賽各組分別設有冠、亞、季軍獎。（只有三隊參賽隊伍之組別會頒發冠、亞、季軍；少於三隊參賽

隊伍之組別將取消） 

備註 (1) 所有比賽規則根據香港射箭總會本地賽事守則（2018 年 3 月修訂版）為準。 

(2) 每位射手只可參加一項個人組別之賽事。如同時報名參加兩項或以上個人組別之賽事的射手將自動

失去其參賽資格，報名費用亦不會被發還。 

(3) 如報名人數超過名額上限，出賽名單將在截止報名後以抽籤形式產生。本會將聯絡未能參賽者，並

退回其報名費用。 

(4) 本會接納個人賽報名後，報名費用恕不退還。 

(5) 本會公佈團體賽參賽名單後，入選之參賽隊伍不得更改隊員，亦不會退回報名費用。但若參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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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進入淘汰賽，本會將退回該隊伍團體賽之報名費用。 

(6) 如射手於報名截止日期後，射手組別有所改變，射手有責任於比賽開始前 7 日或排靶表公佈前 (以

日期較早者為準)主動通知本會。如未有於指定日期前通知，而未能參賽，本會一概不會負責，參賽

費用亦將不獲發還。 

(7) 報到時須出示有效之香港射箭總會註冊射手證或身份證明文件。 

(8) 如在非本會可控制情況下，而令賽事取消或個別人士不能參賽，本會不考慮安排退回參賽費用。 

(9) 場外設收費停車場，先到先得。 

(10) 大會不設上訴，一切賽果以大會裁判之判決為準。當日賽事之安排如有任何更改，以當日大會之決

定為準。 

(11) 本會保留更改比賽賽制或時間表及任何成績異議的決定權，一切以最新發佈的版本為凖。 

(12) 因香港射箭總會處理註冊需時，本會呼籲各申請者於比賽開始前 14 個工作天完成香港射箭總會

之會員註冊或續會程序，以免未能趕及比賽日期前註冊，以及拖慢本次比賽申請者資料之覆核工

作。任何初組以上之申請者，因未能在比賽前 7 個工作天完成香港射箭總會之會員註冊或續會程

序而令個別人士不能參賽，本會一概不會負責，參賽費用亦將不獲發還。 

(13) 本會仿效香港射箭總會之做法，為減少不必要之人力資源及行政時間，本會將不會接收任何郵費

不足的郵件，如日後有郵件因郵費不足而引致寄失或未能處理申請等問題，本會一概不會負責。煩

請各申請者自行確保已支付足夠郵費，避免發生郵費不足而無法遞交之情況。另外，亦建議各位應

在郵件中寫上回郵地址，以避免郵件遺失。敬請各位留意。 

(14) 為方便行政處理，以及因身份証明文件涉及個人資料，請各臨時註冊射手用以核對身份之身份証副

本以個人形式影印(即一個人一張紙)，並在身份証副本之身份証右上角上劃線寫上“COPY”一字。

所有身份證副本會於比賽完結後一個月內銷毀。 

(15) 本會並不接受大量個人賽申請者之參賽費用合併為一張支票處理，如個人賽申請者之參賽費用須合

併為一張支票，上限為三人，並且最好為於團體賽同一組之成員(注意：個人賽和團體賽的支票必須

分開繳交)。 

膳食安排 是次比賽本會將不會為射手安排膳食。請注意場地內不准飲食。 

 

查詢 電郵: opencon.hku@gmail.com 

網址: http://www.hku.hk/arc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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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賽賽制 

（非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三名隊員個人排位賽得分總和最高之十四隊可進入淘汰賽。淘汰賽會根據個人排名賽中 3 名運動員的成績之總和排列出

第 1 至 14 名的名次。每隊 3 名射手，每回合每人各射 2 箭共 6 箭，時限 2 分鐘，上落線次序不限，上落線規則跟國際

隊制賽相同。 

 

淘汰賽射程為 18 米，採用 40 厘米十環靶面，每個靶上左右共 2 張靶紙，每個靶面上只能有 3 箭共 6 箭。若同一靶面上

有多於 3 箭，比賽只會計算該靶面上最低分之 3 箭而多出的 1 箭則當作 Miss。 

 

屆時每隊靶面如下： 

 

 

 

每場對抗賽有五局，得分較高之隊伍為勝方，勝方會得兩點，兩隊平分各得一點，先得六點者勝，勝者晉級。若兩隊點數

相同，將會每人加射 1 箭共 3 箭，時限 1 分鐘，所射靶面不限，得分較高之隊伍為勝方。若得分相同，則以最高分一箭

著點接近圓心者勝，又若雙方箭支與圓心之距離少於一毫米或仍相同，則需再進行附加賽，直至勝方出現。 

 

射手組別以報名時所屬組別為準，如若其中一名新秀組隊員於上午賽事達到升組分數而升上初級組，該隊員於下午團體

賽賽事仍會被視作新秀組射手。 

  

130cm +/- 5cm 

Minimum 10 cm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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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香港大學射箭公開賽 

個人報名表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香港大學學生會射箭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姓名: (中)                 (英) 性別* : 男 / 女 輪椅射手*: 是 / 否 

聯絡電話:  屬會: 註冊射手編號／身份證號碼** : 

***所屬教練: (姓名)                              (註冊編號) 

臨時註冊* : 是 / 否 左手弓 / 右手弓* 

電郵地址: 

住址: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與參賽者關係) 

支票銀行: 支票號碼: 金額(港幣$): 

*如屬傷健射手，請註明比賽模式： 輪椅 / 企立(站姿) / 企立(坐姿) 

*如屬傷健射手，請註明是否可以參與搬運器材的射手義務工作： 是 / 否 

*請刪去不適用 

**臨時註冊射手需提交身份證副本以供核對身份之用，所有身份證副本會於比賽完結後一個月內銷毀。 

***教練姓名將計算於鳴謝教練計劃內，比賽開始後，教練姓名將不作更改。 

 

本人欲參加第三十屆香港大學射箭公開賽（請圈起參賽組別，每位參賽者衹可參加其中一組） 

反曲弓組別 個人賽：  高級組  中級組  初級組  新秀組 

 

（請繼續往下頁填寫相關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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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的參加者須填寫此聲明： 

本人謹聲明本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此項活動，本人亦謹守大會之一切比賽規則及決定。本人若在此項活動中

受傷，主辦機構、贊助商及其他有關合辦機構及人士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加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未滿二十一歲的參加者須填寫此聲明： 

本人謹聲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年 〕 (參加者姓名及出生年份)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此 

項活動，參加者亦謹守大會之一切比賽規則及決定。參加者若在此項活動中受傷，主辦機構、贊助商及其他有關合辦機

構及人士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非香港射箭總會註冊射手的參加者的聲明： 

本人明白非香港射箭總會註冊射手的參加者，除了繳交每人每項的報名費外，還須另繳交臨時註冊費港幣 10 元及提供

身份證副本或親臨總會提交身份證作核實；否則不可出賽。 

 

參加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輪椅射手參加者聲明： 

本人希望香港射箭總會接受本人的報名並希望在編制排靶位置時作特別安排。同時謹聲明本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

參加此項活動，本人亦願意謹守大會之一切比賽規則及決定。本人若在此項活動中受傷，主辦機構、贊助商及其他有關

合辦機構及人士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參加者的推薦聲明 (只適用於新秀組)  (*請刪去不適用者)： 

 

* 本會(屬會名稱) / 本人(註冊教練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上述參加者參加此項比賽。 

 

* 屬會蓋章 / 教練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練註冊編號 (如適用)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上列之報名表格及連同支票於 2020 年 12 月 24 日或之前，寄抵: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學生會射箭會（Archery Club, HKUSU） 

注意： 

1. 本會不接受現金報名，請於支票背面填上參加者姓名及註冊射手編號或身份証號碼。個人賽和團體賽的支票

必須分開繳交。 

2. 為方便行政處理，以及因身份証明文件涉及個人資料，請各臨時註冊射手用以核對身份之身份証副本以個人

形式影印(即一個人一張紙)，並在身份証副本之身份証右上角上劃線寫上 “COPY”一字。 

3. 本會並不接受大量個人賽申請者之參賽費用合併為一張支票處理，如個人賽申請者之參賽費用須合併為一張

支票， 上限為三人，並且最好為於團體賽同一組之成員(注意：個人賽和團體賽的支票必須分開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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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香港大學射箭公開賽 

團體報名表 

（非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香港大學學生會射箭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聯絡人姓名（中文）: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支票銀行  

支票號碼 金額（港幣$） 

 

本隊伍欲參加第三十屆香港大學射箭公開賽 之 團體賽。 

 

隊名 隊員姓名(中文) 所屬組別* 註冊射手編號（如有）／身份證編號 

    

   

   

*所屬組別請清楚列明相關射手為男子高級組，男子中級組，男子初級組，男子新秀組，女子高級組，女子中級組，女

子初級組或女子新秀組。 

 

請填妥上列之報名表格及個人報名表連同支票於 2020 年 12 月 24 日或之前，寄抵: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學生會射箭會（Archery Club, HKUSU） 

（注意：本會不接受現金報名，請於支票背面填上參加者姓名及註冊射手編號或身份証號碼。個人賽和團體賽的支票必

須分開繳交。本會公佈參賽名單後，參賽隊伍不得更改隊員，亦不會退回報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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