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區籃球運動員選拔賽
元朗區議會

元朗區體育會 合辦

【 章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協辦

程 】

一.

目的

二.

全港運動會簡介 ： 全港運動會簡稱「港運會」，是一個以 18 區區議會為參賽單位的大型綜合運動
會，目的是在社區層面提供更多體育參與、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鼓勵市民積極參
與體育活動，增加市民對居住地區的歸屬感。第八屆港運會區際體育比賽定於
2022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29 日期間舉行，共設有八個比賽項目，包括田徑、羽
毛球、籃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網球及排球（詳情可瀏覽網頁
www.hongkonggames.hk）。第八屆港運會籃球比賽的組別、名額及年齡如下：

： 公開甄選符合參賽資格的運動員，代表元朗區議會參加「第八屆全港運動會」。

(1)
(2)

(3)

三.

選拔賽日期、
時間及地點

比賽組別：男子組 及 女子組
名額：每區可提名男、女子各一隊，每隊 5 至 14 人。
(註： 選拔賽的冠軍球隊將獲提名代表元朗區議會參加第八屆港運會籃
球比賽。如冠軍球隊的參賽名額未滿，主辦機構可因應情況從亞軍
球隊中揀選合適的球員填補冠軍球隊參賽名額的空缺；或舉辦個人
技術甄選賽，邀請曾參加元朗區選拔賽其他球隊的球員或任何符合
港運會參賽資格的人士報名參加，以選拔餘額。)
年齡：參賽運動員必須年滿 14 歲（於 2008 年或以前出生）
。如球隊的報
名人數在 10 人或以下，必須包括兩名 14-21 歲的年青球員（即 2001
年至 2008 年出生）。如報名人數超過 10 人則須包括三名 14-21 歲
的年青球員。

：

日期

時間

地點

2021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日）

上午 9 時至
晚上 9 時

鳳琴街體育館

四.

報名日期

：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

五.

選拔賽名額

：

組別

男子組

女子組

名額

8隊

8隊

註：每隊 5 至 14 人。
如申請參賽的隊數超額，曾代表本區參加第七屆港運會籃球比賽的球隊可獲優先
入選參加本選拔賽，其餘則計算每隊於香港籃球總會 2021/22 年度註冊組別得分
最高的其中 5 名運動員所得分數總和決定參加的優先次序（分數計算方法為男子
球員屬於甲一組得 3 分、甲二組得 2 分，而乙組得 1 分；女子運動員屬於甲組得
3 分，而乙組得 1 分）
，如遇報名隊伍分數相同，則以抽籤方法分配先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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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加資格

： (1)

(i)

-

報名參賽隊伍成員(包括申請人及教練等)必須不遲於比賽前 14 天完
成接種新冠疫苗，並保留接種紀錄於比賽當日向報到處工作人員出
示，方可出賽；比賽期間毋須佩戴口罩。如未能出示上述接種紀錄，
一概不得出賽。大會有權取消個別隊員或整個隊伍的參賽資格。有關
防疫要求或會因應疫情最新情況而有所調整。
如政府於本賽事的領隊會議前放寬《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
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規定而豁免運動員於室內體育場地進行隊
際體育比賽時毋須佩戴口罩的安排，主辦機構將考慮接受申請人於領
隊會議前或當日更改隊員名單一次，有關更新的隊員名單必須於領隊
會議前或當日交回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地址：元朗橋樂坊 2 號元
朗政府合署 2 樓)，否則將不被受理，而更新的隊員名單以主辦機構確
定接納為準。
- 如政府於領隊會議後才放寬上述《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
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規定的措施，主辦機構將不受理更新
隊員名單。

(ii) 主辦機構保留因應配合《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
規例》(第 599F 章)規定而隨時修改上述有關參加資格等安排的權利。
(2)

申請人必須於 2008 年或以前出生及持有有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
；或持有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並居港滿 3 年。
註： 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的申請人必須持有居港滿 3 年或以上（即
2019 年 3 月前到港）的「第一次入境證明書」的記錄（例如：單程
證、護照等）。

。

(3)

申請人必須於元朗區的所屬區議會轄下的地區居住（須持有住址證明）。
港運會認可為有效的「住址證明」文件包括：
(i) 在最近 3 個月內由公用或商業機構或銀行發出的單據（例如差餉通知
書、電費單、水費單、銀行月結單或電話繳費單等），但不包括由銀
行或保險公司發出的旅遊保險單據﹔
(ii) 在監誓員／執業律師／太平紳士面前作出的法定住址宣誓聲明﹔
(iii) 銀行按揭供款單或租約﹔或
(iv) 附有住址證明的學生手冊（未能出示有效住址證明的學生手冊的學
童，可出示上述第（i）至（iii）項印有其家長姓名的文件為證，另加
學童的出生證明書）。
（註：全港 18 區的區域範圍是根據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圖而界定（詳情請
瀏覽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 www.eac.gov.hk）
。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
均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4)

凡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期間，曾經參加下列任何一項
體育比賽的運動員，均不得參加第八屆港運會的籃球比賽。
賽事名稱
奧林匹克運動會 (不包括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錦標賽 (不包括世界青年/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錦標賽 (不包括亞洲青年/青少年錦標賽)
世界盃外圍賽
亞洲盃外圍賽

(5)

運動員若在 2022 年 1 月 31 日截止報名後才獲相關體育總會提名參加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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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4)的任何賽事，該名運動員仍可繼續參加第八屆港運會的比賽。

七.

賽制

(6)

凡符合港運會參加資格的人士均可組隊報名參加本選拔賽。

(7)

申請人必須符合上述(1)至(6)項的參加資格，如發現申請人資格不符、虛報
資料、報名參加多於一個地區的運動員選拔，全隊參加港運會甄選的資格
會被即時取消，所得的甄選成績亦一併作廢。

(8)

「比賽場區」只准『必要人員』(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進入比賽場區，包
括參賽球員、臨場指導教練（最多一人）、領隊、裁判、救傷隊員、賽會
工作人員和特許人員(例如場地職員或清潔工需要處理突發事情或清潔場
地)。非參賽球員不得在「比賽場區」範圍逗留。所有「比賽場區」外的人
士 (包括後備球員席的球員)須配合法例配戴口罩。參加隊伍在進入「比賽
場區」前須在報到處登記及檢查有效的疫苗接種紀錄(包括：衞生署或「醫
健通」或「安心出行」發出的疫苗接種紀錄/電子紀錄)，否則賽會工作人
員有權拒絕其進場或請其離開比賽場地。比賽不設觀眾席。

(9)

所有隊員必須簽署「申請人個人資料及聲明」
（未滿 18 歲的申請人須由其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才可參加本選拔賽。

(10)

主辦機構保留拒絕任何申請人參加本選拔賽的權利。

： (1)

單淘汰制。

(2)

每場比賽時間為 40 分鐘，共分四節，每節 10 分鐘。

(3)

所有賽事將依照國際籃球規則計時法進行比賽。

(4)

如對賽雙方在法定時間賽和，則加時五分鐘；如再賽和，則每隊須各派五
名球員互射罰球，並採用「即時死亡」制決定勝負。

八.

費用

： 全免

九.

報名方法及
須知

： (1)

親臨報名
申請人可親身或由他人代表於上述第四項的報名日期內將填妥的「報名表
格」連同每名隊員的「申請人個人資料及聲明」，交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辦理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或其轄下體育館(天瑞體育館、天
暉路體育館及元朗體育館除外)或網球場（辦理時間：星期一至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在遞交報名表格時，須出示每名申請人的身份證【請
參閱本章程第六項（2）】及有效住址證明文件【請參閱本章程第六項（3）】
的正本或副本，以供核實參賽資格。

(2)

郵遞報名
如以郵遞方式遞交報名表格，請於上述第四項的報名日期內（以主辦機構
實際收到報名表格為準）把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每名隊員的「申請人
個人資料及聲明」、申請人的身份證【請參閱本章程第六項（2）】及住址
證明文件【請參閱本章程第六項（3）】的副本，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
寄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地址：元朗橋樂坊 2 號元
朗政府合署 2 樓)，信封面請註明「第八屆全港運動會元朗區籃球運動員選
拔賽」報名。

(3)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如申請人在甄選過程中搬遷，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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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電話：2478 4342)，否
則作虛報資料處理。在甄選期間搬遷而成為非元朗區人士，其參加資格將
被取消。
十.

公布入選參加
選拔賽名單

： 入選參加選拔賽的隊伍名單將於 2021 年 11 月 12 日於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
元朗區轄下體育館(天瑞體育館、天暉路體育館、元朗體育館除外)張貼，而入選
隊伍將獲發信通知。

十一. 領隊會議及
對賽抽籤時間

： 領隊會議及對賽抽籤於 2021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三)下午 6 時 30 分在屏山天水圍
體育館一樓會議室(地址: 天水圍聚星路 1 號)舉行。

十二. 上訴

： 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而所有甄選結果以本區選拔委員會／
工作小組的最後決定為準。

十三. 惡劣天氣安排

： (1)

(2)

如在比賽當日，第一輪賽事報到前兩小時天文台已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預警、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
效，該日賽事即告取消。主辦機構稍後會通知各申請人相應安排。
「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7)
比賽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
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
患者、兒童和長者應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
別在交通繁忙地方。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在參與體育活動前應諮詢
醫生意見，在體能活動期間應多作歇息。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影響
不一，如參加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諮詢醫生的意見。

(3)

「甚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8 至 10)
比賽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
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
患者、兒童和長者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的
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應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
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影響
不一，如參加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諮詢醫生的意見。

(4)

「嚴重」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0+)
比賽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
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
患者、兒童和長者應避免戶外體力消耗，以及避免在戶外逗留，特別在交
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
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影響不一，
如參加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諮詢醫生的意見。

十四. 注意事項

： 主辦機構保留日後修改本章程的權利

十五. 查詢電話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2478 4342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隨時修改本章程而無需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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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全港運動會
元朗區籃球運動員選拔賽
【報名表格】
申請人須知：
1.

報名表一經遞交，即代表申請人／未滿 18 歲的申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已細閱並同意遵守章程／報名表的各項細則。

2.

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資料及簽妥聲明，如填寫資料不全、有誤或重複遞交報名表，申請將不獲受理，恕不另行通知。

3.

如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表格，投寄前請確保郵件上已貼上足夠郵資。主辦機構不會接收任何郵資不足的郵件，而此等郵件將由
香港郵政處理。有關郵費的計算，可參閱香港郵政網頁 (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postage_calculator/index.html ) 。

4.

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只作主辦機構處理報名事宜、公布名單、統計、日後聯絡及意見調查之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限獲主辦機
構授權的人員查閱。如欲更正或查詢已遞交的個人資料，請聯絡相關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的櫃檯職員。而其他填報資料則不得
更改。

(一) 參加組別（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男子組

□ 女子組

(二) 球隊名稱：
(三) 球衣顏色：(1)

(深)

(2)

(淺)

(四) 申請人姓名及認可資歷：
香港籃球總會
2021/22 年度註冊運動員
（請填寫所屬組別的代號，如適用）

申請人姓名
序號
中文
1.

英文

男子組：
1：乙組
2：甲二組
3：甲一組

女子組：
1：乙組
2：甲組

(隊長)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註：如政府於本賽事的領隊會議前放寬《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
規定而豁免運動員於室內體育場地進行隊際體育比賽時毋須佩戴口罩的安排，主辦機構將考慮接受申
請人於領隊會議前或當日更改隊員名單一次。有關更新的隊員名單以主辦機構確定接納為準。詳情請
參閱本章程《參加資格》第六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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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練／聯絡人資料：（必須年滿 18 歲）
姓名：
（中文）
年齡：

（英文）

性別：□男 □女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日）

（手提電話）

(六) 教練／聯絡人聲明：
本人聲明：
(1) 本隊所有隊員在元朗區居住及未曾報名參加其他地區的第八屆港運會運動員選拔，否則本隊會
被取消參加資格。
(2) 本隊所有隊員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本隊明
白，若有虛報資料或填報資料與事實不符，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
(3) 本隊願意服從主辦機構的甄選結果。
(4) 本隊聲明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5) 本隊願意遵守主辦機構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並於出賽前將各隊員身份證明文件（正
本）交主辦機構查閱，如有不符合規則，一律取消出賽資格，不得換人補上。
(6) 本隊所有隊員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7) 本隊明白如有隊員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賽事，本隊在該項賽事所獲得的成績及參加資格將被取
消。

*教練／聯絡人姓名 ：
*教練／聯絡人簽署 ：
日 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須再填上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傳真號碼/地址：

傳真號碼/地址：

元朗區籃球運動員選拔賽

元朗區籃球運動員選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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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全港運動會
元朗區籃球運動員選拔賽
【申請人個人資料及聲明】
（所有隊員必須填寫本表格，並連同報名表格一併遞交）

本辦事處專用
 已核實身份證明文件
 已核實年青球員的數目
已核實以下住址證明﹕
 公用或商業機構單據
 住址宣誓聲明
 銀行按揭供款單或租約
 學生手冊
收件日期：

申請人須知：
1.

報名表一經遞交，即代表申請人／未滿 18 歲的申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已細閱並同意遵守章程／報名表的各項細則。

2.

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資料及簽妥聲明，如填寫資料不全、有誤或重複遞交報名表，申請將不獲受理，恕不另行通知。

3.

如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表格，投寄前請確保郵件上已貼上足夠郵資。主辦機構不會接收任何郵資不足的郵件，而此等郵件將
由香港郵政處理。有關郵費的計算，可參閱香港郵政網頁 (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postage_calculator/index.html ) 。

4.

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只作主辦機構處理報名事宜、公布名單、統計、日後聯絡及意見調查之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限獲主辦
機構授權的人員查閱。如欲更正或查詢已遞交的個人資料，請聯絡相關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的櫃檯職員。而其他填報資料則
不得更改。

(一) 參加組別（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男子組

□ 女子組

(二) 球隊名稱：
(三) 申請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英文字母）
姓名： （中文）

（英文）

香港身份證號碼：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址︰
#緊急聯絡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有「#」號的欄目可選擇填寫與否。在填報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四) 申請人聲明：（未滿 18 歲的申請人，須由年滿 18 歲的家長 / 監護人作聲明）
本人聲明：
(1) 本人／（申請人姓名）
在元朗區居住及未曾報名參加其他地區的第八屆港運
會運動員選拔，否則本人／申請人會被取消參加資格。
(2) 本人／申請人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本人／申
請人明白，若有虛報資料或填報資料與事實不符，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
作廢。
(3) 本人／申請人願意服從主辦機構的甄選結果。
(4) 本人／申請人聲明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5) 本人／申請人願意遵守主辦機構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並於出賽前將身份證明文件（正
本）交主辦機構查閱，如有不符合規則，一律取消出賽資格。
(6) 本人／申請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7) 本人／申請人明白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賽事，本人／申請人在該項賽事所獲得的成績及參加資
格將被取消。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姓名 ：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簽署 ：
日 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自行影印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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