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2021/2022 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星章公開考試(一、二、三星章)章程 
日 期： 2022年 1月 30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 

地 點： 彩虹道體育館 (地址: 黃大仙彩虹道 150號) (電話: 2326 2714) 

參加資格： 參加者必須為中、小學學生  

考試範圍： 

一星章 
⚫ 正手握拍 
⚫ 基本步法 
⚫ 向上控球 
⚫ 上手擲球 
⚫ 正手發球 
 

二星章 
⚫ 正確掌握正反手握拍 
⚫ 前後場步法 
⚫ 向上控球(正反手) 
⚫ 上手擲球 
⚫ 正手發高遠球 
*【需持有一星章証書】 

三星章  
⚫ 正反手網前擊球 
⚫ 上手擊球 
⚫ 前後場移動步法附加交換步 
⚫ 前後場擊球 
⚫ 正手發高遠球 
*【需持有二星章証書】 

考試時間： 約 30分鐘 (包括輪候時間)。 

獎勵： 
 合格者可申請由香港羽毛球總會發出的星章徽章乙枚和證書乙張。 

 費用港幣$ 35元，在遞交報名表時連同報名費一同繳付。 

成績公報方法：  無論合格與否，考試成績將於考試後兩星期內，以郵寄方式通知參加者。 

名額：  400人 (根據當時防疫措施的規定有所調整; 如報名人數超額，將以抽籤決定) 

報名費及 

證書費: 

報名費: 每位港幣$ 32元;  

證書費 (包括星章徽章乙枚): 每位港幣$ 35元。 

報名手續： 

參加者必須於截止日期前連同下列各項一併郵寄(以郵戳為準)或交回  
“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5室”「香港羽毛球總會有限公司」 
信封面請註明「星章公開考試報名」(本會不接受傳真報名): 
1. 報名表 
2. 報名費支票 $32 
3. 證書費支票 $35 (包括星章徽章乙枚)。如考試不合格，已繳的證書費將退回。 

*報名費及證書費必需分開以劃線支票繳付（報名費一張支票，證書費一張支
票），抬頭書明「香港羽毛球總會有限公司」。支票背面請寫上參加者姓名及電
話號碼 (注意: 請勿郵寄現金) 

4. 【個人報名】: 一個貼有$2 郵票的小型回郵信封及一個貼有 $3.7 郵票之 A4
尺寸 (229x304亳米) 回郵信封;  
【團體報名 (以 7 人計算)】: 一個貼有港幣$5 郵票的小型回郵信封及一個貼
有 $7.3 郵票之 A4尺寸 (229x304亳米) 回郵信封。 

5. 【如報考三星章，必須附上二星章証書副本】【如報考二星章，必須附上一星章
証書副本】 

截止日期： 2021年 12月 10日 (星期五)  

公佈報名名單： 
2021年 12月 17日於本會網頁（參加者須自行查核，如有任何問題，必須於 2021

年 12月 23日或以前將正確資料交回本會辦公室。） 

參加者須知： 

1. 本會將因應疫情最新情況，適時檢討上述安排並作公佈，請密切留意本會網頁
「最新消息」及閣下之電子郵箱。 

2. 本活動以中文及廣東話為指定文字及語言。 
3. 每位參加者只可填交一份報名表格，違者將被取消資格。本會恕不接納資料不

全的報名表。(參加者申請一經接納，其報名費恕不退回)  
4. 5人或以上的參加者可以團體名義參加。 
5. 考試通知書將於考試前一星期以書面通知各參加者，如考試前 3 天尚未接到

通知，請致電本會查詢。 
6. 考試時間由本會編排，參加者不得異議。 
7.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和活動宣傳之用。 
8.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改或查詢所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聯絡。 
9. 本會保留一切更改此章程內容的權利。 

查詢電話： 香港羽毛球總會  2504 8318 

網址: www.hkbadmintonassn.org.hk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2021/2022 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星章公開考試 個人報名表   

 

＜為方便資料存檔，請用正楷清楚填寫＞                           『本會亦接受影印的報名表格』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年齡:     性別:  □男 / □女 
 

英文地址:                          
  

                          
 

學校名稱:                          
 

                          
 

電郵地址:                          
 

傳真:          

 
報考星章:      一星章 □          二星章 □                  三星章 □ 
                            (必須附上一星章証書副本)      (必須附上二星章証書副本) 
                              (否則恕不接納報名)            (否則恕不接納報名)   
     
欲參加考試的時間次序:   09:30 □ 

 

10:00 □ 

 

10:30 □ 

 

11:00 □ 11:30 □ 12:00 □ 

請填寫次序(1 – 12) 14:00 □ 14:30 □ 15:00 □ 15:30 □ 16:00 □ 16:30 □ 

**如考試時間額滿，本會有權安排考試時段，而不再作另行通知。 

 

聲明:  

     本人 #欲參加 / 准許敝子弟  ____________ 參加貴機構主辦的羽毛球星

章獎勵計劃，並聲明本人 / 敝子弟並無任何疾病，令本人 / 其不宜參加此項

活動，以及明白在活動期間如非因主辦機構之疏忽所引致的意外，主辦機構

及康文署概不負責。  
 

#請刪去不適用者  
 

未滿十八歲的參加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下列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參加者須填寫下列 

家長/監護人姓名:   參加者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參加者簽署:  

日期:   日期:  
     

 

請填寫以下一欄，並剪下貼於回郵信封面上：             請剪下貼於郵寄信封面上： 

 

聯絡電話:         

姓名:                                      寄：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 

地址:                                       奧運大樓 2005室 - 香港羽毛球總會 

                                               「星章公開考試報名」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2021/2022 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 

星章公開考試 團體報名表(5人或以上) 
 

 

＜為方便資料存檔，請用正楷清楚填寫＞                           『本會亦接受影印的報名表格』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學校/團體名稱：                         
 

                        
 

英文地址:                         
 

                         
 

電郵地址:                         
 

欲參加考試的時間次序:   09:30 □ 

 

10:00 □ 

 

10:30 □ 

 

11:00 □ 11:30 □ 12:00 □ 

請填寫次序(1 – 12) 14:00 □ 14:30 □ 15:00 □ 15:30 □ 16:00 □ 16:30 □ 

**如考試時間額滿，本會有權安排考試時段，而不再作另行通知。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報考星章 

(一星/二星/三星) 

1.        

2.        

3.        

4.        

5.        

6.        

7.        

** 報考三星章必須附上二星章証書副本、報考二星章必須附上一星章証書副本，否則恕不接納報名。 

聲明:  
     負責人謹此聲明，上述所報資料全部屬實，所有參加者已獲其本人 /家長 /

監護人同意，才參與上述機構主辦的羽毛球星章獎勵計劃，並聲明各參加者並無

任何疾病，令其不宜參加此項活動，以及明白在活動期間如非因主辦機構之疏忽

所引致的意外，主辦機構及康文署概不負責。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簽署:                           

日期:                            

 

 

（負責人必須為 18歲或以上人士） 

 

請填寫以下一欄，並剪下貼於回郵信封面上：             請剪下貼於郵寄信封面上： 

 

姓名:                                      寄：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 

地址:                                       奧運大樓 2005室 - 香港羽毛球總會 

                                               「星章公開考試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