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大大大大賽賽賽賽 2019 

201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參賽運動員報名表(初級男子組 - 形) (公開組)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性別︰    M    空手道級別︰              (級) 

所屬道場︰                                  總會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家長 / 監護人聯絡電話︰                        

請在參賽項目加上(�)                   

初級男子組初級男子組初級男子組初級男子組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 形 6至 7歲 29/07/2011-28/07/2013 

� 形 8至 9歲 29/07/2009-28/07/2011 

� 形 10至 11歲 29/07/2007-28/07/2009 

� 形 12至 13歲 29/07/2005-28/07/2007 

� 形 14至 15歲 29/07/2003-28/07/2005 

� 形 16至 17歲 29/07/2001-28/07/2003 

注︰初級組別為六級或以下學員 

 

截止日期︰201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時正時正時正時正（（（（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日日日日期為準期為準期為準期為準））））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 

1. 請以單面影印形式遞交表格； 

2. 逾期遞交報名表格、資料不全或傳真報名者，概不接受報名； 

3. 報名時，需遞交所屬學校之學生證副本。 

 

參賽費用︰每項賽事為港幣 180 元正，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上「「「「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並於

支票背面填上個人比賽資料，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費，將不會退款。 

 

注意事項︰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合辦機構的報名及活動事宜，將尊重個人私隱並保密，不會

用作比賽以外的用途。遞交表格之後，如有更改或查詢  閣下的個人資料請與本會聯絡。 

 

聲 明   ︰本人聲明身體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或活動。如因本人的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

於參加是項比賽或活動時受傷，主辦機構無需負責。另本人因前往或離開比賽場地或因是項比賽或活動

而引致之傷亡或財物損失，主辦單位或任何比賽有直接或間接之人士或機構，均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賽員簽署︰                                   日期︰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道場代表姓名︰                                 道場代表簽署︰                             

 

賽事抽籤：7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 時正時正時正時正，抽籤結果及比賽程序表會發放在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的官

方網站 http://www.hkkaratedo.com.hk，相關人士可以自行下載。 

所有領隊/教練及賽員證將於比賽日當天報到時派發予領隊/教練或已授權人士。 

表格 9 



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大大大大賽賽賽賽 2019 

201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參賽運動員報名表(高級男子組 - 形) (公開組)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性別︰    M    空手道級別︰           (*級/級) 

所屬道場︰                                  總會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家長 / 監護人聯絡電話︰                        

請在參賽項目加上(�)                    *請刪去不適用者 

高高高高級男子組級男子組級男子組級男子組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 形 6至 7歲 29/07/2011-28/07/2013 

� 形 8至 9歲 29/07/2009-28/07/2011 

� 形 10至 11歲 29/07/2007-28/07/2009 

� 形 12至 13歲 29/07/2005-28/07/2007 

� 形 14至 15歲 29/07/2003-28/07/2005 

� 形 16至 17歲 29/07/2001-28/07/2003 

注︰高級組別為五級或以上學員 

 

截止日期︰201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時正時正時正時正（（（（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日日日日期為準期為準期為準期為準））））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 

1. 請以單面影印形式遞交表格； 

2. 逾期遞交報名表格、資料不全或傳真報名者，概不接受報名； 

3. 報名時，需遞交所屬學校之學生證副本。 

 

參賽費用︰每項賽事為港幣 180 元正，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上「「「「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並於

支票背面填上個人比賽資料，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費，將不會退款。 

 

注意事項︰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合辦機構的報名及活動事宜，將尊重個人私隱並保密，不會

用作比賽以外的用途。遞交表格之後，如有更改或查詢  閣下的個人資料請與本會聯絡。 

 

聲 明   ︰本人聲明身體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或活動。如因本人的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

於參加是項比賽或活動時受傷，主辦機構無需負責。另本人因前往或離開比賽場地或因是項比賽或活動

而引致之傷亡或財物損失，主辦單位或任何比賽有直接或間接之人士或機構，均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賽員簽署︰                                   日期︰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道場代表姓名︰                                 道場代表簽署︰                             

 

賽事抽籤：7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 時正時正時正時正，抽籤結果及比賽程序表會發放在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的官

方網站 http://www.hkkaratedo.com.hk，相關人士可以自行下載。 

所有領隊/教練及賽員證將於比賽日當天報到時派發予領隊/教練或已授權人士。 

表格 10 



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大大大大賽賽賽賽 2019 

201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參賽運動員報名表(初級女子組 - 形) (公開組)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性別︰    F    空手道級別︰              (級) 

所屬道場︰                                  總會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家長 / 監護人聯絡電話︰                        

請在參賽項目加上(�)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女女女女子組子組子組子組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 形 6至 7歲 29/07/2011-28/07/2013 

� 形 8至 9歲 29/07/2009-28/07/2011 

� 形 10至 11歲 29/07/2007-28/07/2009 

� 形 12至 13歲 29/07/2005-28/07/2007 

� 形 14至 15歲 29/07/2003-28/07/2005 

� 形 16至 17歲 29/07/2001-28/07/2003 

注︰初級組別為六級或以下學員 

 

截止日期︰201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時正時正時正時正（（（（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日日日日期為準期為準期為準期為準））））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 

1. 請以單面影印形式遞交表格； 

2. 逾期遞交報名表格、資料不全或傳真報名者，概不接受報名； 

3. 報名時，需遞交所屬學校之學生證副本。 

 

參賽費用︰每項賽事為港幣 180 元正，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上「「「「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並於

支票背面填上個人比賽資料，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費，將不會退款。 

 

注意事項︰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合辦機構的報名及活動事宜，將尊重個人私隱並保密，不會

用作比賽以外的用途。遞交表格之後，如有更改或查詢  閣下的個人資料請與本會聯絡。 

 

聲 明   ︰本人聲明身體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或活動。如因本人的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

於參加是項比賽或活動時受傷，主辦機構無需負責。另本人因前往或離開比賽場地或因是項比賽或活動

而引致之傷亡或財物損失，主辦單位或任何比賽有直接或間接之人士或機構，均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賽員簽署︰                                   日期︰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道場代表姓名︰                                 道場代表簽署︰                             

 

賽事抽籤：7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 時正時正時正時正，抽籤結果及比賽程序表會發放在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的官

方網站 http://www.hkkaratedo.com.hk，相關人士可以自行下載。 

所有領隊/教練及賽員證將於比賽日當天報到時派發予領隊/教練或已授權人士。 

表格 11 



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大大大大賽賽賽賽 2019 

201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參賽運動員報名表(高級女子組 - 形) (公開組)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性別︰    F    空手道級別︰           (*級/級) 

所屬道場︰                                  總會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家長 / 監護人聯絡電話︰                        

請在參賽項目加上(�)                    *請刪去不適用者 

高高高高級級級級女女女女子組子組子組子組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 形 6至 7歲 29/07/2011-28/07/2013 

� 形 8至 9歲 29/07/2009-28/07/2011 

� 形 10至 11歲 29/07/2007-28/07/2009 

� 形 12至 13歲 29/07/2005-28/07/2007 

� 形 14至 15歲 29/07/2003-28/07/2005 

� 形 16至 17歲 29/07/2001-28/07/2003 

注︰高級組別為五級或以上學員 

 

截止日期︰201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時正時正時正時正（（（（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郵寄表格以郵戳日日日日期為準期為準期為準期為準））））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逾時概不接受報名。。。。 

1. 請以單面影印形式遞交表格； 

2. 逾期遞交報名表格、資料不全或傳真報名者，概不接受報名； 

3. 報名時，需遞交所屬學校之學生證副本。 

 

參賽費用︰每項賽事為港幣 180 元正，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上「「「「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並於

支票背面填上個人比賽資料，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費，將不會退款。 

 

注意事項︰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合辦機構的報名及活動事宜，將尊重個人私隱並保密，不會

用作比賽以外的用途。遞交表格之後，如有更改或查詢  閣下的個人資料請與本會聯絡。 

 

聲 明   ︰本人聲明身體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或活動。如因本人的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

於參加是項比賽或活動時受傷，主辦機構無需負責。另本人因前往或離開比賽場地或因是項比賽或活動

而引致之傷亡或財物損失，主辦單位或任何比賽有直接或間接之人士或機構，均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賽員簽署︰                                   日期︰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道場代表姓名︰                                 道場代表簽署︰                             

 

賽事抽籤：7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 時正時正時正時正，抽籤結果及比賽程序表會發放在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的官

方網站 http://www.hkkaratedo.com.hk，相關人士可以自行下載。 

所有領隊/教練及賽員證將於比賽日當天報到時派發予領隊/教練或已授權人士。 

表格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