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活木球公開賽 2017
暨 香港活木球排名賽

1. 宗旨
2. 主辦單
位
3. 比賽日
期
4. 比賽地
點

比賽章則
六人一隊並計算六人成績，宣揚共同努力，共同進退理念，帶出團隊重要性；
另外劃分青年組及成年組，推動青年球員發展
香港活木球協會
2017 年 11 月 11 及 12 星期六,日
大嶼山大澳鹽田壆運動場

5. 比賽項
目

男、女子個人桿數賽；男、女子青年個人桿數賽；團體桿數賽；團體球道賽；
遠距離擊球賽。

6. 報名人
數

團體賽每隊必須為 6 人，當中必須包括最少兩男兩女；參加團體球道賽人選
必須與團體賽相同。

7. 獎項

8. 報名日
期
9. 參加辦
法

男、女子個人桿數賽前八名
男、女子青年個人桿數賽前八名
團體桿數賽前四名
團體球道賽前四名
男、女子遠距離擊球賽前三名

2017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2 時起至 2017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
請使用以下連結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b6s5EUEmc947xqEsT6Mwf_
n6dCQPAMlzOrDlK4eG_EOR5iQ/formResponse
請使用以下連結上傳入數紙
https://script.google.com/macros/s/AKfycbxO17o4flRsnkrlPWrPB69hpVLGZ77h-GnlO3zaAr4aAS_C88/exec
請將報名費轉賬至以下恆生銀行戶口 202133757668 (W*** Y** Y**)

10. 比賽制
度

比賽通則
1.桿數賽中決定名次進入決賽時，如遇桿數相同，將計算較多 1 桿進門，多
者為勝；如再次相同將計算較多 2 桿進門，如此類推。
3.運動員只可以參加成年組桿數賽或青年組桿數賽其中一項(個人)。
4.團體賽組合方式:
A) 每隊必須為六人，男、女子混合組，當中至少有兩男及兩女
B) 香港排名第一的運動員是 50 分；第二是 49 分…….第五十名是 1 分；第

五十一名或以後是 0 分 (跟據第三次排名賽成績)
C) 每隊組合的分數總和，不能超過 150 分
D) 組員名單在遞交報名後不能作出修改，惟恐有個別原因而缺席比賽，故
此每隊有一個換人名額，換人亦要遵守以下規則:
- 新換入的球員不能比原有的球員較高分
- 新換入的球員不能是其他隊伍的球員
- 11 月 8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提出的換人，會免費處理；之後的換人需
要繳交$50 行政費(於比賽當日繳交)
-所有換人都必須在第一場比賽前一小時提出
個人桿數
賽

男、女子個人桿數賽: (成年組)
分組
盡量跟據現時香港排名分組，例如香港排名第 1 至 4 會成為第一組，5 至 8
為第二組。
初賽
每日進行 12 門比賽，兩日共 24 門。24 門成績會計算香港排名。
決賽
頭 24 門賽事後成績最佳 12 名將進入決賽，決賽為 12 門賽事，所有決賽桿
數將重新計算(fresh score)
男、女子青年個人桿數賽:
只限 1994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出生的球員參賽，青年組賽事會與成人組分開
計算，但 24 門成績仍然計入香港排名。
分組
將以隨機分組作賽
初賽
每日進行 12 門比賽，兩日共 24 門。24 門成績會計算香港排名。
決賽
頭 24 門賽事後成績最佳 12 名將進入決賽，決賽為 12 門賽事，所有決賽桿
數將重新計算(fresh score)

團體桿數
賽

每隊必須為六人，男、女子混合組，當中至少有兩男及兩女。團體成績是計
算六位運動員個人桿數賽 24 門成績總和。

團體球隊
賽

報名名額:
-如報名隊數多過 24 隊，將以先到先得形式採納頭 24 隊報名，分 8 組，每
組 3 隊，小組首名晉級八強
-如報名隊數多過 16 隊但少於 24 隊，將以先到先得形式採納頭 16 隊報名，

分 4 組，每組 4 隊，小組首次名晉級八強

報名名單須與桿數賽相同，先以小組單循環形式比賽，出線再以單淘汰形式
比賽。每隊派出三組雙打共六名球員作賽，由大會指定的場區及球道開賽，
分組賽，八強及四強比賽 8 門；冠軍及季軍賽為 12 門，單場勝出單位得 1
分，得 2 分隊伍勝。
如隊內有 1 名或 2 名運動員缺席，會當作放棄一組雙打(先輸局數 0:1)，
該場比賽只有兩組可作賽，但仍可繼續比賽。
小組賽勝出一場有 2 分，落敗有 1 分，棄權 0 分。如遇分數相同，先計算
相關隊伍對賽成績；如未能分出名次，會計算小組三場的總得失局差；如相
同會計算總得失分差；再相同會抽籤決定名次。
出場名單:
當報名完成及抽籤後，賽會會公佈成功參賽隊伍名單，同時發放用於分組賽
的預先出場表，填寫每場分組賽的三組雙打組合給排位︿，各隊必須在限期
前將預先出場表 EMAIL 給賽會。在比賽當日，球隊如需要更改，必須在比
賽時間前 10 分鐘提出更改，如賽會在指定時間前未收到更改提出，會以預
先出場表名單作準。
遠距離擊
球賽
11. 服裝

分男女子組別，於球道中一桿打出最遠距離者為勝。每人先有 1 次機會擊球，
如過了標準線可有第二次機會。頭三名勝出者將獲獎牌。
穿著有領的球衣及運動鞋，不可穿涼鞋或拖鞋 參加團體賽同隊的運動員必
須穿著同一款式有領上衣，方能出賽。

12. 裁判員 比賽進行中，參賽運動員需輪流擔任計分工作

13. 報名費 個人桿數賽$100；團體球道賽每隊$300；遠距離擊球賽免費；中學生免費參
加桿數賽(請註明學校名稱)。請在截止報名前把報名費交到恆生戶口
14. 查詢

15. 交通安

202133757668，逾時報名或繳交報名費用，恕不受理。
郭宸嘉先生 email : kwoksenka@yahoo.com.hk whatsapp：91212660
請自行安排交通並預早到達球場，比賽會準時開始

排

16. 附例
(一)
17. 附例
(二)
18. 附例
(三)

賽前練習及比賽進行中，運動員如有受傷，香港活木球協會概不負責
如遇上惡劣天氣或其他原因影響比賽，主辦單位有權將比賽縮短、取消或延
期，報名費用恕不發還
本規章解釋權屬主辦單位，如有未盡妥善之處，賽會將另行通知

比賽時間表:
首天

08:00
09:15
12:00
15:45
16:45
18:00

次天
球員熱身
團體球道賽（8 門）分組賽
個人桿數賽（12 門）及午飯
團體球道賽（8 門）八強 /
遠距離擊球賽

團體球道賽（8 門）四強 /
遠距離擊球賽
比賽結束

08:00 球員熱身

09:15 個人桿數賽（12 門）

13:00 團體球道賽（12 門）決賽/季軍賽及午飯

14:30 個人桿數決賽（12 門）男女子及男女子青年
16:00 比賽結束
16:30 閉幕禮

17:00 收拾場地及拍照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