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第十七屆中銀香港親子樂 FUN FUN 羽毛球雙打比賽暨同樂日 
 
 

宗旨： 

   

 透過「中銀香港親子樂 FUN FUN羽毛球雙打比賽暨同樂日」推廣羽毛球運動，促進

家庭融洽、社會和諧。 

日期/地點：  
初賽 

2018年 12月 15日 （星期六） 上午 10時至下午 8時 小西灣體育館 

  2018年 12月 16日 （星期日） 上午 10時至下午 8時 天瑞體育館 

  決賽、 

頒獎禮

暨 

同樂日* 

2018年 12月 23日 （星期日） 中午 12時至下午 5時 九龍公園體育館 

  *同樂日無須預先報名，歡迎活動當日即場參加。 
   

參賽組別：  甲、 公開組 
子/女必須於 2006年 12月 31日或以前出生 

父子雙打組 

父女雙打組 

母子雙打組 

母女雙打組 

  乙、 初級組 
子/女必須於 2007年 1月 1日或以後出生 

  
丙、 兄弟姊妹組 

參賽者不限性別組合，惟以 2018年 1月 1日計算，二人年齡總和不得超過 30歲。 

  
丁、 三人行混合組 

出賽時以 1成人（即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 1小朋友（即 2007年 1月 1日或以後    

出生的成員）作搭配。詳情請見備註 1。 
   

獎項：  每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得獎者獲頒發獎盃和禮券，冠軍港幣 1,000 元、    

亞軍 800元、季軍 600元。另設殿軍獎一名，得獎者可獲獎盃乙座。 
   

賽制：   採單淘汰制： 初賽至準決賽及季軍賽以 31 分一局決勝，決賽每場 21分三局兩勝，

直接得分制，以世界羽毛球聯會的規例作準。 

   

參加辦法：  參加者必需將報名表格連同下列各項一併交回或寄回香港羽毛球總會： 

- 報名費： 每隊港幣 25 元，請以劃線支票繳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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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和電話號碼。      

- 如只需本會寄回報名費收據而自行網上查閱賽程表，請附貼有$2 郵票的小型回郵

信封一個。如需本會寄回報名費收據及賽程表，請另附貼有$7.3郵票的 A4大小的

回郵信封一個，並於信封面書明參賽者姓名、地址和組別。 
   

報名表格：  1. 請親臨或連同回郵信封郵寄至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5 室「香港 

羽毛球總會」索取，或於 

2. 香港羽毛球總會網頁下載，網址：www.hkbadmintonassn.org.hk。 
   

總名額：  共 500隊  

(名額按比例以抽籤方式決定，落選者將另函通知並退回已繳付的報名費。)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至 2018 年 11月 2日（寄抵或交回本會） 
   

參加名單 

公佈日期： 

 2018年 11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於本會網頁公佈 

（參賽者須自行查核，如有任何問題，必須於 2018年 11月 30日或以前將正確資料

交回本會辦公室。） 
   

http://www.hkbadmintonassn.org.hk/


 

對賽抽籤 

日期： 

 

  

2018年 12月 5日（星期三）下午 3時（地點：奧運大樓一樓會議室） 

比賽賽程表：  為響應保護環境、節約用紙，請各參賽者於 2018 年 12 月 8 日或以後，自行於本會   

網頁瀏覽有關資料，網址： www.hkbadmintonassn.org.hk。 
   

雙打比賽 

備註： 

 1. 三人行混合組的比賽運作方式如下： 

 不限性別組合，每隊報名最少 3 人，最多 8 人，家庭成員包括祖父母、   

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其中 1名成員必須於 2007年 1月 1 日或以後出生。 

 出賽時以 1成人（即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 1小朋友（即 2007年 1

月 1日或以後出生的成員）作搭配。 

 初賽以 31 分一局比賽，當其中一方達到 16 分時（例：16 比 10），兩隊的

成人隊員需要轉換另一成人隊員，直至該局完結，小朋友則整局不需轉換。 

 決賽以 21 分三局兩勝比賽，在每局中，當其中一方達到 11 分時（例：11

比 7），兩隊的成人隊員需要轉換另一成人隊員，直至該局完結，小朋友則

整局不需轉換。 

2.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次活動報名和宣傳事宜。 

3. 本活動以中文及廣東話為指定文字及語言。 

4. 賽會有權根據報名情況調整比賽組別。 

5. 如發現申請者不符合參賽規定，賽會有權隨時取消其參賽資格，報名費將不予   

退還。 

6. 如有任何爭拗，以賽會作最後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7. 大會有權隨時修訂章程內容，不作另行通知。 

8. 查詢請致電香港羽毛球總會（聯絡電話：2504 8318）。 

 

 

 

第十七屆中銀香港親子樂 Fun Fun羽毛球雙打比賽暨同樂日 

http://www.hkbadmintonassn.org.hk/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第十七屆中銀香港親子樂 FUN FUN羽毛球雙打比賽 

報名表格 
 

請在適當位置 (每張表格只限申請一個參賽組別) 
 
本人現申請參加貴會舉辦的「第十七屆中銀香港親子樂 FUN FUN羽毛球雙打比賽」，並清楚了解
和願意遵守大會的所有規則，以及確認下列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 

 

 組別 ： 

 公開組-父子雙打 

 公開組-父女雙打 

 公開組-母子雙打 

 公開組-母女雙打 

 初級組-父子雙打 

 初級組-父女雙打 

 初級組-母子雙打 

 初級組-母女雙打 

  兄弟姊妹雙打組 
 

 三人行混合組 
 (最少 3 人，最多 8人，詳見備註 1) 

  

參加者資料（只需填上有關參賽組別的成員資料） 

 關係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出生年份 身份証號碼 
(首 4數字) 

1 祖父     

2 祖母     

3 外祖父     

4 外祖母     

5 父     

6 母     

7 子     

8 女     

9 兄     

10 弟     

11 姊     

12 妹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同意書：本人同意吾子女參加上述比賽，並明白子女在比賽期間如有任何損傷或造成任何財務 

          損失和破壞，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 請清楚填上回郵地址 >  <請剪下貼於郵寄信封面上> 

姓名:                    寄：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 1號 

地址:  奧運大樓 2005室 - 香港羽毛球總會 

  (第十七屆親子樂 FunFun 雙打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