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區體育會  北區射藝會 合辦   香港射箭總會  協辦 

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 

2022 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比賽日期 : 2022 年 11月 27 日 

比賽地點 : 北區運動場 (上水天平路 26 號) 

比賽時間 :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報到時間 : 請參閱稍後公佈的賽程表內的報到時間  

組    別 : 青少年組（6 至 20 歲之反曲弓新秀組射手）、 

           公開新秀組（完成射箭訓練班的學員及未達初級標準的射手） 

     及公開初級組(達香港射箭總會初級標準的反曲弓射手) 

 

比賽賽制：(1) 青少年男、女子甲 組 –18米 x 2 (80厘米內六環靶面) , 共72箭。 

  (2) 青少年男、女子乙 組 –18米 x 2 (80厘米內六環靶面) , 共72箭。 

  (3) 青少年男、女子丙 組 –18米 x 2 (80厘米內六環靶面) , 共72箭。 

  (4) 青少年男、女子丁 組 –18米 x 2 (80厘米內六環靶面) , 共72箭。 

  (5) 青少年男、女子幼年組–10米 x 2 (80厘米內六環靶面) , 共72箭。(非升級賽事) 

  (6) 男、女子公開新秀組  –18米 x 2（80厘米內六環靶面）, 共72箭。 

  (7) 男、女子公開初級組  –30米 x 2（80厘米內六環靶面）, 共72箭。 

(7) 青少年團體計分賽(非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只限青少年組別射手, 不分男女年歲, 

 以每團體最多提名4人,報名時請提交名單,取最高分三人計算及排列總名次。      

參加資格 : (1) 青少年甲組  ： 17 - 20 歲 (2002 年至 2005 年出生) 

(2) 青少年乙組  ： 15 - 16 歲 (2006 年至 2007 年出生) 

(3) 青少年丙組  ： 13 - 14 歲 (2008 年至 2009 年出生) 

(4) 青少年丁組  ： 11 -  12 歲 (2010 年至 2011 年出生) 

(5) 青少年幼年組： 6 -  10 歲 (2012 年至 2016 年出生) (非升級賽事) 

(6) 男、女子公開新秀組 

#以上各項參賽者須為完成射箭訓練班的學員及未達初級標準的射手並獲註冊教練推薦 

(7) 男、女子公開初級組︰參賽者必須為香港射箭總會相應組別的反曲弓註冊射手。 

 

( 每名參加者只可參加一組賽事 ) 

 

費    用  : (1) 報 名 費 (青少年組每人每項) ︰ 港幣 60 元正 (不設半價優惠)  

       (公開新秀或初級組每人每項) ︰ 港幣 100 元正 (不設半價優惠) 

            (2) 臨時註冊費 (每人)︰ 港幣 10 元正 

    (3) 青少年團體計分賽每隊 ︰港幣 80 元正 

(非香港射箭總會註冊參加者需另繳交港幣10元臨時註冊費及提供身份證副本以核實身份及年齡之用，註冊只於比賽當天有效) 

 

報名辦法  : 參加者須於 2022 年 10 月 28 日前將填妥之報名表格，連同抬頭為『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的劃線支票寄抵 上水新豐路 82-84 號全和大廈 D 座閣樓 

            青少年組別參加者必須透過學校或香港射箭總會屬會報名，個人報名恕不接受； 

男、女子公開新秀組別除外。 

 



 

裝    備  : : (1)參賽者須穿著所屬團體指定之服裝，可穿短袖或齊肩袖衫，不可穿著背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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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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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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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有組別參加者可使用 WA 射箭標準所指定之射箭裝備。 

 

天氣安排 : 如報到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或有效時間超過報到時間之黑色暴雨警告； 

該日賽事會取消。所有選手及工作人員無需到場。(天氣查詢：1878200) 

 

獎    品 : 青少年之男女子組個人賽 – 各設冠、亞、季軍獎座及四至八名優異獎。 

公開新秀及初級之男女子組個人賽 – 各設冠、亞、季軍獎座。 

青少年團體計分賽 – 設冠、亞、季軍獎座一個及獎牌三個。 

  

 

備    註 : 1. 報到時請出示香港射箭總會註冊射手證或身份證明文件。 

           2. 如在本會不可控制之情況下賽事取消，本會不會安排退回參賽費用。 

           3. 新秀組比賽的參加者需有香港射箭總會註冊教練，或香港射箭總會屬會的推薦， 

    方可報名參加。 

           4. 除本章程個別列明外，所有賽例根據 WA 室外賽賽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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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青少年團體計分賽(非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只限青少年組別射手, 不分男女年歲, 

     以每團體最多提名 4 人計分,報名時請同時提交名單。 

  7. 報名表格一經繳交如有任何更改，需繳交港幣 50 元行政費用(每次只限 1 人易名)。 

     比賽當日早上九時正後不得更改。      

  8. 人數所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    詢 : 何倩文 : 98329585、 程小冬先生 : 9422 7123、 李慧康女士 : 9340 0844 



北區體育會  北區射藝會 合辦   香港射箭總會  協辦 

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 

2022 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報名表(青少年組) 

學校或香港射箭總會屬會名稱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或香港射箭總會屬會名稱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隊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間)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  

 

 

 

 

 

※※※所有參賽運動員必須由香港射箭總會註冊教練推薦及簽署確應，每張表格須由同一教練推薦，如不同教練可填寫另一張報名表。

否則將不計算於鳴謝教練計劃內。比賽開始後，其教練姓名不作更改。※※※ 

 
：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每名參加者只可參加一項賽事。(本會接納申請人報名後，報名費恕不退還。)  

# 團體計分賽，每團體限提名四名運動員參與賽事。 

本學校或香港射箭總會屬會謹聲明以上參加者的健康及體能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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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附上_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支票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港幣$ _____________ □ 收據  

參加者須於 2022年10月28日下午五時或之前 將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抬頭為「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的 劃線支票 寄抵上水

新豐路82-84號全和大廈D座閣樓 「北區體育會收」或親臨本會遞交。〔本會不接受直接存入或轉帳本會銀行户口之付款方法〕

※支票背面請填上學校或屬會名稱。(臨時註冊射手報名時請附身份証副本以核實身份之用) 

報

名

次

序 

報名 中文姓名 *性別 出生 

年份 

註冊射

手號碼 

    *青少年組  

團體計分賽

# (請限四

位)每隊$80 

男 女 甲組

(02-05) 

 

乙組

(06-07) 

丙組

(08-09) 

丁組

(10-11) 

幼年組

(12-16) 

            

            

            

            

            

            

            

本人同意及推薦下列參加者參加此項比賽 

註冊教練推薦簽署：  

註冊教練姓名：  

註冊教練編號: 

日期: 

本人同意及推薦下列參加者參加此項比賽  

學校或香港射箭總會屬會蓋章：  

 

日期︰  



北區體育會  北區射藝會 合辦   香港射箭總會  協辦 

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 

2022 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報名表(公開新秀組) 

(下列各項,必須填寫,資料不全,恕不受理,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女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香港射箭總會屬會 ____________   註冊射手號碼(如適用) __________ 

  

臨時註冊射手身份證號碼(臨時註冊射手適用)__________________ (請附身份証副本以核實身份之用) 

 

註冊教練/香港射箭總會屬會推薦簽署/蓋章：__________ 註冊教練姓名： ________註冊教練編號：_______  

*教練資料將計算於鳴謝教練計劃內，如教練推薦與鳴謝教練計劃教練不同，請另行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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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據 (請註明收據抬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上________________ 銀行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港幣$)_____________ 

(本會接納申請人報名後，報名費恕不退還。) 

退票回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未滿二十一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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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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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輪椅射手參加者聲明： 

本人希望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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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須於 2022 年 10 月 28 日下午五時或之前 將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抬頭為「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的劃線支票 寄抵上水

新豐路 82-84 號全和大廈 D 座閣樓 「北區體育會收」或親臨本會遞交。〔本會不接受直接存入或轉帳本會銀行户口之付款方法〕 

 



北區體育會  北區射藝會 合辦   香港射箭總會  協辦 

鳴謝 民政事務總署 

2022 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報名表(公開反曲弓初級組) 

(下列各項,必須填寫,資料不全,恕不受理,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女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香港射箭總會屬會 ____________   註冊射手號碼(如適用) __________ 

  

註冊教練姓名： ________註冊教練編號：_______  

*教練資料將計算於鳴謝教練計劃內，如教練推薦與鳴謝教練計劃教練不同，請另行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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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據 (請註明收據抬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上________________ 銀行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港幣$)_____________ 

(本會接納申請人報名後，報名費恕不退還。) 

退票回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未滿二十一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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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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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輪椅射手參加者聲明： 

本人希望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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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須於 2022 年 10 月 28 日下午五時或之前 將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抬頭為「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的 劃線支票 寄抵上

水新豐路 82-84 號全和大廈 D 座閣樓 「北區體育會收」或親臨本會遞交。〔本會不接受直接存入或轉帳本會銀行户口之付款方

法〕※支票背面請填上參加者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