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屆香港科技大學室內射箭公開賽 

 

比賽日期：2019 年 2 月 24 日 (星期日) 

比賽地點：香港科技大學何善衡體育館 (S.H. Ho Sports Hall, HKUST) 

比賽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比賽賽制：室內雙輪 18 米排位賽 (60 箭) 及 淘汰賽 

組別： 

大學生組 

參賽資格 

設男女混合反曲弓組 – 個人排位賽、淘汰賽及 隊際賽 

參賽者必須爲香港全日制大學生 

隊際賽三人一隊，隊員必須參加個人排位賽 及 自同一院校 

隊際賽將以隊員個人成績總分排位  

公開組 

 

參賽資格 

設男女混合反曲弓組 – 個人排位賽、淘汰賽及隊際賽 

男女混合複合弓組 – 個人排位賽、淘汰賽 及隊際賽 

參賽者必須爲香港射箭總會注冊初級組或以上射手 

隊際賽三人一隊，隊員必須參加個人排位賽 但 無需爲同一屬會射手 

隊際賽將以隊員個人成績總分排位 

名額： 大學生組 – 共 24人 

 公開組 – 反曲弓組 及 複合弓 各 32人，共 64人(或會調整) 

費用：(1) 報名費 (每人)： 

大學生組：港幣 100 元正  

 (非香港射箭總會注冊射手需額外繳交港幣 10元正作臨時注冊費) 

公開組： 港幣 120 元正  

(2) 團體報名費 (每隊)： 

大學生組：港幣 120 元正 

公開組：港幣 150 元正 

備注： 

1. 參加者必須為香港射箭總會認可之初級組或以上射手。(大學生組除外) 

2. 在參賽名單公佈後，如參賽選手欲退出比賽，必須於 2019 年 2 月 14 日或之前通知本

會。然參賽隊伍須在 2019 年 2 月 17 日或之前透過電郵方式通知本會更改隊員名單或退

出比賽，更改後所有隊員必須為個人賽的參賽者。 

3. 如隊伍成員名單有任何改動，更改後所有隊員必須爲個人賽參加者 

4. 於限期前退出比賽或未獲中籤之選手／隊伍之參賽費用將於賽後以支票形式退回。 

5. 只有於排名賽位列頭八名之隊伍能夠進入隊際賽，進入隊際賽而未能參與之隊伍 將不獲

退款。 

6. 未能進入隊際賽之隊伍將獲退款，隊際報名費用將於賽後以支票形式退回。 



7. 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將以抽籤決定參賽名單，名單會於 2019 年 2 月 14 日或之前公

佈。 

8. 抽籤以個人為單位，但以下射手可獲參賽優先權：(只適用於公開組) 曾於上屆香港科技大

學室內射箭公開賽相應個人組別奪得頭三名者；和/或港男子反曲弓、男子複合弓排名首

八位，香港女子反曲弓、女子複合弓排名首四位。(排名以 截止日期當天刊登於香港射箭

總會之最新排名作準)  

9. 是次比賽設有後補名單，如有選手退出，將以電話通知後補名單的參賽者順序 補上。 

 

報名手續： 

參加者須於 2019 年 2 月 8 日或之前 (以郵戳爲準) 將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抬頭「CHAN COLIN 

CHUN YIP & CHEUNG CHUN YIU」的劃線支票寄抵「九龍清水灣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84 號郵箱 

香港 科技大學學生會箭藝學會收」。 

※支票背面請填上學校或屬會名稱。(本會恕不接受現金或入數紙報名，支票背後請註明參賽者姓名

及射手編號) 

 

裝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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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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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賽事。 

(2) 參賽者可使用 WA 射箭標準及本地賽事守則所指定之射箭裝備。所有比賽用的箭，必須在箭杆上

劃上個人姓名或縮寫、總會註冊編號及不同箭杆編號；臨時註冊射手必須在箭杆上劃上個人姓全

名，不能只劃上姓名縮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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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射手姓名例如 CHAN TAI MAN 其英文縮寫必須為 TM CHAN。) 

 

計分方法： 

所有組別使用 WA 40 厘米內五環垂直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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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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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有權以運動員已

賽的最佳成績作最後判決。(天氣查詢：1878200) 

 

查詢：林卓堯小姐 93551115  或 張竣堯先生 53968683 

 電郵：su_archy@ust.hk 

 網址：http://archy.su.ust.hk/ 

 

mailto:su_archy@ust.hk


備註： 

1. 報到時須出示有效之總會註冊射手證或身份證明文件，否則不能參加當日比賽。  

2. 如在本會不可控制之情況下賽事取消，本會將不會安排退回參賽費用。 

3. 除本章程個別列明外，所有賽例根據香港射箭總會本地賽事守則及 FITA室內賽賽例。  

4. 本會保留對更改比賽賽制或時間表、任何成績異議及其他事項的最終決定權。  

5.   是次比賽設有少量免費泊車位，只供傷健射手及工作人員使用。報名表格附有停車場收費

表。 

  



第二十屆香港科技大學室內射箭公開賽 

報名表格 

聯絡人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聯絡電話：(日間)   (晚間)    電郵地址：    

聯絡地址：             

屬會：      香港射箭總會注冊編號：     

申請人資料 

#隊名 個人賽

組別 

中文姓名

(如有) 

英文姓名

(如有) 

屬會/院校 性別 ##注冊射手

編號 

聯絡電話 教練姓名 

及 編號 

*參賽者/監護人

簽名 

          

         

         

退款支票抬頭：     寄至：         

銀行：      戶口號碼：        

#隊名 個人賽

組別 

中文姓名

(如有) 

英文姓名

(如有) 

屬會/院校 性別 ##注冊射手

編號 

聯絡電話 教練姓名 

及 編號 

*參賽者/監護人

簽名 

          

         

         

退款支票抬頭：     寄至：         

銀行：      戶口號碼：        

#隊名 個人賽

組別 

中文姓名

(如有) 

英文姓名

(如有) 

屬會/院校 性別 ##注冊射手

編號 

聯絡電話 教練姓名 

及 編號 

*參賽者/監護人

簽名 

          

         

         

退款支票抬頭：     寄至：         

銀行：      戶口號碼：        



#隊名 個人賽

組別 

中文姓名

(如有) 

英文姓名

(如有) 

屬會/院校 性別 ##注冊射手

編號 

聯絡電話 教練姓名 

及 編號 

*參賽者/監護人

簽名 

          

         

         

退款支票抬頭：     寄至：         

銀行：      戶口號碼：        

#隊名 個人賽

組別 

中文姓名

(如有) 

英文姓名

(如有) 

屬會/院校 性別 ##注冊射手

編號 

聯絡電話 教練姓名 

及 編號 

*參賽者/監護人

簽名 

          

         

         

退款支票抬頭：     寄至：         

銀行：      戶口號碼：        

傷健人士姓名(如有)：(1)   (2)   (3)    

 

以上資料需如實填寫，如有不誠實填寫以取得參賽優先權，將會被取消資格。 

#只適用於參加隊際射手，如欲報名參加個人賽者，則無須填寫。 

##如非香港射箭總會註冊之新秀組射手，請填寫身分證號碼及提供身分證副本。  

**簽名表示認同以下聲明 (如未年滿十八歲者，則需監護人簽名) ： 

“本人/參加者謹聲明本人/參加者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此項活動，本人/參加者亦會謹守大會之一切比

賽規則及決定。本人/參加者若在此項活動中有任何傷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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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參加者同意 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代表本人/參加者處理所有報名及款項事

宜。” 

- 報名表格可自行影印，亦可到香港射箭總會或本會網頁下載。 

申請免費泊車位： 

車牌號碼：   (只供傷健射手使用) 

共款： 

公開($120 x    + $150 x  ) = $    

學生($100 x    + $120 x  ) = $    

總計：$    

支票銀行：    號碼：      

聯絡人簽署：    日期：      



 
 

科大校園地圖 
 



附件 
 

科大校園泊車位置 
 



附件 

 

來往科大的交通 

 
綠色 11 號小巴 

路線:坑口來回彩虹港鐵站(途經科技大學) 

服務時間:05:20-23:50 (由坑口開出) 

05:40-23:50 (由彩虹港鐵站開出) 

收費: 每程$7.10 

 

綠色 11M 號小巴 

路線:坑口港鐵站來回科技大學 

服務時間:07:00-00:00 

收費: 每程$5.20 

 

綠色 12 號小巴 

路線:西貢來回寶林(途經科技大學) 

服務時間:06:40-23:15 (由西貢開出) 

05:40-22:25 (由寶林開出) 

收費:每程$10.80 

 

綠色 104 號小巴 (循環線) 

路線: 香港科技大學來回觀塘(途經牛頭角港鐵站) 

服務時間: 06:25-21:40 

收費:每程$7.60 

 

 

九巴 91M 

路線: 鑽石山地鐵站來回寶林(途經科技大學) 

服務時間: 06:00-00:00 (由鑽石山地鐵站開出) 

05:40-23:45 (由寶林開出) 

收費:每程$6.10 

 

九巴 91 

路線: 鑽石山地鐵站來回清水灣(途經科技大學) 

服務時間: 06:00-22:25 (由鑽石山地鐵站開出) 

06:20-23:15 (由清水灣開出) 

收費: 每程$7.40 

 

新巴 792M 

路線: 調景嶺地鐵站來回西貢市中心(途經科技大學) 

服務時間: 05:45-23:00 (由調景嶺地鐵站開出) 

06:30-23:45 (由西貢市中心開出) 

收費: 每程$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