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

贊助

香港中文大學射箭公開邀請賽 2022
CUHK Archery Open 2022
比賽日期：

2022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2022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

比賽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夏鼎基運動場

比賽時間：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六時

報到時間：

請參閱稍後公佈的賽程表

費

用

：

報名手續：

1） 報名費：
個人組別（總會認可賽事）：每人港幣 130 元正。半價優惠適用於 15 歲以下、60 歲
以上、全日制學生或殘疾人士。
團體組別（非總會認可賽事）：每隊港幣 60 元正。
2） 臨時註冊費：每人港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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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於比賽當天有效。身份證副本只作報名用途，並會於當日銷毀。）
請於截止日期前將以下文件電郵至 cuhkarchers@gmail.com：
1） 已填妥之報名表格（請以 PDF 格式遞交，檔案名稱應為參賽者或參賽隊伍之名稱，
如 ChanTaiMan.pdf）
2） 銀行入數紙或網上轉帳截圖
（請轉帳至 大新銀行 Dah Sing Bank 10-887-19533 CHAN PUI YU）
3） 身份證或學生證副本（臨時註冊及使用學生優惠者適用）
電郵標題請註明參賽者或參賽隊伍之名稱（如：CHAN Tai Man 2022 Application）。
個人賽和團體賽之報名表格及報名費必須分開繳交。收悉報名後，本會將發出確認電郵。

截止日期：
裝

備

：

202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1） 參賽者服式可穿短袖或齊肩袖衫，不可穿著背心，不可穿有全何迷彩式樣之衣飾；可
穿運動褲或西褲；如穿著短褲，垂直雙手時，短褲的長度必須長過手指尖到達的位
置。而參加團體賽事各成員，必須穿著相同有袖運動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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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比賽資格。
2） 各組運動員可使用 WA 射箭標準所指定之射箭裝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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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人姓名全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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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項

：

各組別均設有冠、亞、季軍。如組別僅有三人／隊，則只設冠、亞軍。如組別僅有兩人／
隊，則只設冠軍。

天氣安排：

如天文台於開始報到前兩小時內，仍然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該日賽
事將暫停舉行，所有射手及工作人員無需到場。 (天氣查詢：1878200)

比賽賽制：

反曲弓賽事

1） 個人組別（總會認可賽事）
新秀組
雙輪 18 米

80 厘米 6 環靶紙

一輪 36 箭；共 72 箭

初級組
雙輪 30 米

80 厘米 6 環靶紙

一輪 36 箭；共 72 箭

中級組
男子組：雙輪 70 米
女子組：雙輪 60 米
高級組
雙輪 70 米

122 厘米 10 環靶紙
122 厘米 10 環靶紙

122 厘米 10 環靶紙

一輪 36 箭；共 72 箭
一輪 36 箭；共 72 箭

一輪 36 箭；共 72 箭

2） 團體組別（非總會認可賽事）
以同比賽距離之 3 人為隊伍，屬會不限，性別不限，以總分決勝
（例：反曲弓 70 米組之參賽隊員可由男子中級組、男子高級組及女子高級組組成）
複合弓賽事

1） 個人組別（總會認可賽事）
初級組
雙輪 30 米

80 厘米 6 環靶紙

一輪 36 箭；共 72 箭

中級組、高級組
雙輪 50 米 80 厘米 6 環靶紙

一輪 36 箭；共 72 箭

2） 團體組別（非總會認可賽事）
以同比賽距離之 3 人為隊伍，屬會不限，性別不限，以總分決勝
（例：複合弓 50 米組之參賽隊員可由男、女子中、高級組成）

備

註

：

1） 如參賽人數過多，名額將先到先得。不獲參賽資格的參賽者將獲發還報名費。
2） 報名表格一經繳交，如需更改，需繳交港幣 50 元行政費（截止報名後升級之射手除
外，但請於 2022 年 2 月 5 日前通知本會，否則若因人數過多而無法參與賽事，該射
手之報名費將不獲發還）。
3） 報到時需出示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
4） 當日計分只參照分紙上的 6 箭小計所得出的總分，請射手交回分紙前計算及填妥所有
分數，並簽名作實。
5） 本籌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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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本屆籌委會，電郵：cuhkarchers@gmail.com。

香港中文大學射箭公開邀請賽 2022
CUHK Archery Open 2022
報 名 表（個 人 賽）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屬會／院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弓種：

反曲弓

組別：

新秀

初級

男

女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射手編號（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弓

性別：

中級

臨時註冊：

是

否

高級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輪椅射手：

是

否

教練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賽模式（如適用）：

輪椅

企立（站姿）

企立（坐姿）

教練註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欲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射箭公開邀請賽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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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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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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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新秀組參加者的推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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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港幣$________________
*如閣下之報名不獲接納，報名費將退還至此帳戶
請將報名費存入 大新銀行 10-887-19533 CHAN PUI YU，並將銀行入數紙或網上轉帳截圖連同報名表、身份證明文件電郵至 cuhkarchers@gmail.com。

香港中文大學射箭公開邀請賽 2022
CUHK Archery Open 2022
報 名 表（團 體 賽）
組別：

反曲弓組

複合弓組

距離：

18 米

30 米

50 米

60 米

70 米

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練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練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教練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名稱（中英皆可，不可多於 7 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賽組別*
中文姓名

射手編號
新秀組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1
2
3
*請於所屬組別內打 ü

本人欲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射箭公開邀請賽 2022」
本人謹聲明本人（或受監護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此項活動，本人（或受監護人）亦謹守大會之
一切比賽規則及決定。本人（或受監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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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 /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二十一歲之參加者需由監護人簽署免責聲明

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港幣$________________
*如閣下之報名不獲接納，報名費將退還至此帳戶
請將報名費存入 大新銀行 10-887-19533 CHAN PUI YU，並將銀行入數紙或網上轉帳截圖連同報名表、身份證明文件電郵至 cuhkarcher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