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Title Sponsor:

閃避城-全港兒童閃避球分齡賽2022
章程

目的：促進兒童閃避球發展，提升兒童閃避球比賽經驗，讓球員保持對閃避球運動的興趣和參與度。

日期及時間： 2022年12月22日 (星期四)          U6, 12:00 nn - 15:30 pm                U8, 15:30 pm - 19:00 pm

2022年12月23日 (星期五) U10, 12:00 nn - 15:30 pm U12, 15:30 pm - 19:00 pm

倘當日天文台於早上7點仍然懸掛3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又或因特別事故，比賽將會順延或取消。

地點：閃避城 (九龍觀塘道398號Eastcore 3樓01室)

主辦單位：香港閃避球總會 Hong Kong Dodgeball Association

冠名贊助：Dodge City ( hello@dodgecity.hk )

比賽人數：每隊場上正選 3 人；拾球員最多2人。

報名人數：最少報名人數為3人，連後備一隊最多共5人。球員需完成會員註冊，並在比賽當日出示有效證明文件驗證身份。

組別：

組別 名額 姓別 比賽人數 + 拾球員 年齡範圍

U12

8 隊 無限制 3+2

2010-01-01或以後出生

U10 2012-01-01或以後出生

U8 2014-01-01或以後出生

U6 2016-01-01或以後出生

*球員但同一組別只能報名參加一隊球隊。惟要留意組別之間有機會重複比賽時間，領隊/教練應安排足夠球員作賽。不可超齡作賽。

*如報名隊數眾多/不足，本會將按實際情況更改賽制及比賽安排。

費用：每隊 $600
(可以一張支票支付多於一隊的費用，惟要注意支票背後必須清楚列名隊伍名稱、參加組別以及聯絡人姓名和電話）

截止日期：2022年 12 月 15 日

報名方法：

首先透過網上報名表格報名，待收到本會確認後，於截止日期前將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回以下地址。

抬頭為︰“Hong Kong Dodge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地址︰柴灣豐業街12號啟力工業大廈B座15樓04室。

信封面請寫明「全港兒童閃避球分齡賽2022 」及隊伍名稱。

而球員名單以Word檔則於截止報名日期當日或之前請Whatsapp 5342 2559。

獎項：按組別及成績進入「盃賽」及「碟賽」，分別設冠、亞、季、殿軍，得獎隊伍獲獎盃1個及獎牌4枚。

附則：大會有權修訂章程而不作另行通知。大會不設上訴，所有判決及賽果以球證判決為最後判決。如有任何爭議，賽會有權

作出最後決定，不得異議。

mailto:hello@dodgecity.hk
https://3cfcc6b1-27ac-4e1c-81d0-5f26d3ef51b2.filesusr.com/ugd/9d3a72_74b38df8d18646e08eba90b053a841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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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相關︰

1. U12 及 U10 使用「WDBF官方認可7吋海棉閃避球」，比賽以6個球進行。 U8 & U6 使用6吋海棉閃避球，比賽以4個球進行。
2. 場地

3. 人數︰正選3人於內場比賽。拾球員(0-2)人於球場外拾球，拾球員不可以為出局球員。如有需要，球員名單以外的人可以在獲得主裁
判批准後作為拾球員。

4. 隊伍場內比賽人數少於3人時，大會將有權取消該場比賽或更改該場比賽形式。

須知事項︰

1. 為遵守香港政府現時防疫安排及保障參與者健康安全，所有入場人仕必須遵守及服從政府及本會的防疫措施，違者將被取消比賽資
格及不得進入場區範圍。

2. 參賽球員需於比賽當日帶備香港居民身份證或能有效證明身份之文件以作查證。
3. 各隊伍須於比賽十五分鐘前報到，並於比賽前作好準備並接受檢錄。
4. 所有球員均不得配戴手錶、戒指、或頸鍊等飾物出賽。
5. 大會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球證判決為最後判決。
6. 領隊及教練必須管理球員之行為，督促球員遵守各項規則，並且保持場地清潔及愛惜公物。此外球員在比賽時應保持良好的體育精
神，積極參與比賽，尊重各位球員、裁判及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及裁判有權就球員、教練及領隊之不當行為提出警告，如警告後仍未

改善，本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敬請留意。

賽制︰

1. 雙循環淘汰賽制。賽制會按最終參賽隊伍數目作調整。
2. 整個比賽採用5局3勝制，每局限時2分鐘。
3. 時間完結但雙方仍有球員在場，會進入驟死賽。
4. 每局比賽中令對手全部出局將會取得1分，率先取得3分之隊伍勝出訛場比賽。
5. 詳細可參閱「香港閃避球總會」最新頒布的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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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則注意︰

1. 任何違反體育精神﹑不誠實﹑有機會傷害到他人等行為一律禁止，裁判將按事件程度及情況判罰警告﹑黃牌﹑紅牌或黑牌。
2. 內場球員禁止刻意跳過中線或其他界線進行攻擊，違者將視作對球員作出有違體育精神及可能對他人做成肢體碰撞的行為判罰紅
牌；該球員即時離場並取消該球員參加剩餘比賽場次的資格，該球隊在該場比賽需要以缺少1名內場球員的情況下作賽。

3. 拾球員不能越區或在內場區拾球，如有上述違規情況則將該球給予對方。
4. 若內場區球員成功接到對隊之活球，則可令復活區的隊友「復活」從底線重返內場。
5. 「復活」次序為先出局的球員返回內場，並不可累積「復活」機會。
6. 內場球員﹑拾球員及後備球員可於每局重新開始時換人；除受傷或在主裁批準之情況下，在每局途中則不能換人。
7. 驟死賽即為"Sudden Death”，以球作擋擊(Blocking)也視為擊中身體論。驟死賽無時間限制。
8. 詳細可參閱「香港閃避球總會」最新頒布的賽例。

服裝：

請聯絡 閃避城(Whatsapp 9192 0800)　查詢服裝或球衣購買以取得特別優惠！
1. 強烈建議內場球員必須穿著相同顏色並前後附有號碼之上衣。
2. 拾球員必須穿著主裁認為明顯有別於內場球員之球衣。

查詢︰電郵：info@hkdodgeball.com 電話：5342 2559

最新信息將發佈於本會網頁或 Whatsapp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閃避球總會有權作出最終決定。

mailto:info@hkdodgeb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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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避城-全港兒童閃避球分齡賽2022
報名表格((每隊只需提交1份)

隊伍名稱 ：

參賽組別： [    ] U12                       [    ] U10                                [    ] U8                                [    ] U6
(請在合適括號內填上剔號)

領隊中文姓名：                                                                    先生／女士 手提電話(WhatsApp)：

電郵：

參賽費用：HKD $600/隊              付款方法: 支票號碼 CQ____________ / 網上轉賬 (請Whatsapp 付堤記錄到5342 2559)

本人聲明──

1. 本人乃上述團體合法負責人，能代表此團體作出是項申請，本人亦已獲得各球員的同意代表本隊參加本比賽，並授權

為其辦理報名手續。

2. 為此申請所有部份（包括球員名單表格）所提供之資料出於自願及正確無訛，並同意香港閃避球總會所使用，直至本人

作出書面指示為止。

3. 本人及所有職球員會遵守比賽規章，及遵從比賽場地安全守則及賽事負責人或裁判員之一切指示，若違反以上的守則

或指示，賽事負責人有權取消本隊的參賽資格。

4. 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只作本會處理活動報名事宜、公布名單、統計、日後聯絡﹑宣傳及意見調查之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只限獲本會授權的人員查閱。如欲更正或查詢已遞交的個人資料,請聯絡本會職員。

5. 同意成為香港閃避球總會之屬會會員，接收有關閃避球消息。

6. 本人(領隊)玆證明敝隊未滿18歲之球員均獲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參加本比賽，並證明所有球員均身體健康、適宜參加

閃避球比賽。

7. 本人特此聲明在活動期間，本球隊或球員倘有受傷、疾病、死亡或財物損失，慨與主辦、協辦機構及贊助機構無關。

8. 明白香港閃避球總會對此申請有最終決定權。

下列簽署證明本人 /本團體已閱讀、符合及同意所有比賽的條件及聲明。

日期：

姓名正楷：

團體負責人簽署 (團體印鑑，如有)
：

截止報名日期 : 2022年 12 月 15 日
首先透過網上報名表格報名，待收到本會確認後，於截止日期前將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回以下地址。

抬頭為︰“Hong Kong Dodge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地址︰柴灣豐業街12號啟力工業大廈B座15樓04室。

信封面請寫明「全港兒童閃避球分齡賽2022 」及隊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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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避城-全港兒童閃避球分齡賽2022
球員名單(每隊1份)

參加組別：U12 / U10  / U8 / U6 or  (請刪去不適用之選項)

隊伍名稱 ：

領隊姓名 ：

(最多5人，最少3人 ; 請勿超出限定人數)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M/F)

身份證號碼(頭5位)
e.g.A1234 會員編號

出生年份
(YYYY)

1

2

3

4

5

.

球員必須為香港閃避球會員，請瀏覽 https://www.hkdodgeball.com/membership以取得有關資訊。

截止報名日期 : 2022年 12 月 15 日
球員名單以Word檔則於截止報名日期當日或之前請Whatsapp 5342 2559。

https://www.hkdodgeball.com/memb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