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v. 16-09-2019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2019年全港空手道成人色帶組別大賽 

組手－賽員報名表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性別：               (男 / 女) 

道場名稱：                               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電郵住址：                       

地址：                                                                 

緊急聯絡人：                             電話：                        
(請用英文填寫及資料必須填寫，姓名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上資料相同) 
請在參賽項目加上() 
啡帶組 (1-3 級) 
男子組手  67 公斤以下  女子組手  55 公斤以下 
    75 公斤以下      55 公斤以上 
    75 公斤以上 
綠帶組 (4-6 級) 
男子組手  67 公斤以下  女子組手  55 公斤以下 
    75 公斤以下      55 公斤以上 
    75 公斤以上 
1. 所有組手賽員必須自備拳套、腳脛連腳面護具(紅色及藍色各一對)、護甲、護胸 (女性選手)及牙膠在比賽

時使用。 
2. 比賽實施WKF最新版本賽例(Version Effective from 1.1.2019)。 
3. 男子組手為 3分鐘制，女子組手為 3分鐘制。 
4. 賽員須填報確實資料，並須經所屬道場代表/教練/屬會決策人核實所有資料正確無誤，否則責任自負。 
5.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任何賽事或拒絕任何賽員參加比賽。 
6. 所有教練及賽員必須遵循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的安排及決定。 
截止日期： 2019年 10月 18日(星期五)中午 12時正(郵寄表格以郵戳日期為準，逾時概不接受報名) 

1. 因需分開編排各項比賽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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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費用： 每一項賽事港幣 80圓正 (已包括保險費港幣 30圓)，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上「中國香港空手道
總會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面填上道埸名稱及道場編號，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交，將不會退還。
為支持環保及減省行政時間，繳交會員費及參加費用時，請每個道場統一以獨立支票代表各道場
會員繳交費用(一張繳付參賽費用，一張繳付道場會員費)。 

申請表： 每一位賽員需要連同報名表格及相片 2 張 ( 1.5 x 2 吋，報名表格必需貼上相片及附上 1 張相片
作為賽員証之用) 交與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遞交之表格及文件不足，將不會處理。 

註：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合辦機構的康樂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表格後，如
欲更改或查詢 閣下之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各道場代表或道場教練必須核實所有參賽人士資料正確無誤。 

聲 明 
本人聲明其身體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 2019 年全港空手道成人色帶組別大賽。如因本人的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
是項比賽時出現意外傷害、死亡及物品丟失等突發狀況，主辦方、承辦方和其他參賽人員免責。另本人因前赴或離開比賽場
地或因是項比賽而引致之傷亡或財物損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或任何與比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之人士或機構，均
毋須負任何責任; 
本人允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無條件並不限形式地使用及發放有關肖像的權利。比賽期間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安排拍攝之
照片或影片可作推廣空手道之用，如照片或影片不是提交者本人所拍攝，則需確保得到照片或影片擁有人之授權，亦表示允
許和授權有關照片或影片可上傳至總會專頁及網站或其他宣傳渠道之用。 

運動員簽署：         日期：          

道場代表簽署：         道場代表姓名：        

表格 1 

 
 

貼上照片 

Photo 
 
 



Rev. 16-09-2019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2019年全港空手道成人色帶組別大賽 

形－賽員報名表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性別：               (男 / 女) 

道場名稱：                               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電郵住址：                       

地址：                                                                 

緊急聯絡人：                             電話：                        
(請用英文填寫及資料必須填寫，姓名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上資料相同) 
請在參賽項目加上() 
啡帶組 (1-3 級) 
男子個人形      女子個人形  
 
綠帶組 (4-6 級) 
男子個人形      女子個人形  
 
1. 個人形比賽採取每場報拳方式，賽員只需填寫第一場之形。 
2. 啡帶組個人形實施 WKF最新版本賽例(Version Effective from 1.1.2019)，「形」名單列於 WKF賽例中。 
3. 綠帶組個人形賽例根據中國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所編定為準則。 
4. 綠帶組個人形各參賽者可採用本身之流派「形」，表演之「形」不可重覆表演。 
5. 各參賽者請參照所屬組別之出線表以確定需要表演之「形」數量。 
6. 各賽員須填報確實資料，並須經所屬道場代表/教練/屬會決策人核實所有資料正確無誤，否則責任自負。 
7.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任何賽事或拒絕任何賽員參加比賽。 
8. 所有教練及賽員必須遵循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的安排及決定。 
 
截止日期： 2019年 10月 18日(星期五)中午 12時正(郵寄表格以郵戳日期為準，逾時概不接受報名) 

1. 因需分開編排各項比賽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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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費用： 每一項賽事港幣 80 圓正 (已包括保險費港幣 30 圓)，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上「中國香港空手道
總會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面填上道埸名稱及道場編號，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交，將不會退還。為
支持環保及減省行政時間，繳交會員費及參加費用時，請每個道場統一以獨立支票代表各道場會員
繳交費用(一張繳付參賽費用，一張繳付道場會員費)。 

申請表： 每一位賽員需要連同報名表格及相片 2 張 ( 1.5 x 2 吋，報名表格必需貼上相片及附上 1 張相片作
為賽員証之用) 交與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遞交之表格及文件不足，將不會處理。 

註：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合辦機構的康樂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表格後，如欲
更改或查詢 閣下之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各道場代表或道場教練必須核實所有參賽人士資料正確無誤。 

聲 明 
本人聲明其身體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 2019 年全港空手道成人色帶組別大賽。如因本人的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
是項比賽時出現意外傷害、死亡及物品丟失等突發狀況，主辦方、承辦方和其他參賽人員免責。另本人因前赴或離開比賽場
地或因是項比賽而引致之傷亡或財物損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或任何與比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之人士或機構，均
毋須負任何責任; 
本人允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無條件並不限形式地使用及發放有關肖像的權利。比賽期間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安排拍攝之
照片或影片可作推廣空手道之用，如照片或影片不是提交者本人所拍攝，則需確保得到照片或影片擁有人之授權，亦表示允
許和授權有關照片或影片可上傳至總會專頁及網站或其他宣傳渠道之用。 

運動員簽署：         日期：          

道場代表簽署：         道場代表姓名：        

表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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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16-09-2019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2019年全港空手道成人色帶組別大賽 

教練報名表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性別：               (男 / 女) 

道場名稱：                               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電郵住址：                       

地址：                                                                 

緊急聯絡人：                             電話：                        
(請用英文填寫及資料必須填寫，姓名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上資料相同) 
 
截止日期： 2019年 10月 18日(星期五)中午 12時正(郵寄表格以郵戳日期為準，逾時概不接受報名) 

1. 因需分開編排各項比賽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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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費用： 每一項賽事港幣 80 圓正 (已包括保險費港幣 30 圓)，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上「中國香港空手道
總會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面填上道埸名稱及道場編號，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交，將不會退還。為
支持環保及減省行政時間，繳交會員費及參加費用時，請每個道場統一以獨立支票代表各道場會員
繳交費用(一張繳付參賽費用，一張繳付道場會員費)。 

申請表： 每一位教練需要連同報名表格及相片 2 張 ( 1.5 x 2 吋，報名表格必需貼上相片及附上 1 張相片作
為賽員証之用) 交與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遞交之表格及文件不足，將不會處理。 

註：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合辦機構的康樂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表格後，如欲
更改或查詢 閣下之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各道場代表或道場教練必須核實所有參賽人士資料正確無誤。 
 
 

*教練必須年滿十八歲，每一場組手賽事及形獎牌戰，各道場只許派一位教練出場。 

 (教練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飾，本會有權要求服飾不合之教練離開比賽場區) 
 

聲 明 

本人聲明其身體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 2019 年全港空手道成人色帶組別大賽。如因本人的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
是項比賽時出現意外傷害、死亡及物品丟失等突發狀況，主辦方、承辦方和其他參賽人員免責。另本人因前赴或離開比賽場
地或因是項比賽而引致之傷亡或財物損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或任何與比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之人士或機構，均
毋須負任何責任; 
本人允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無條件並不限形式地使用及發放有關肖像的權利。比賽期間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安排拍攝之
照片或影片可作推廣空手道之用，如照片或影片不是提交者本人所拍攝，則需確保得到照片或影片擁有人之授權，亦表示允
許和授權有關照片或影片可上傳至總會專頁及網站或其他宣傳渠道之用。 
 

教練簽署：          日期：          

 
 

道場代表簽署：         道場代表姓名：        

表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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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16-09-2019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2019年全港空手道成人色帶組別大賽 

形申報表格  
 
*Male / Female Kata (Individual) 
(*男子 / 女子個人形) 
*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請刪去不適用者) 
 
所有參加形比賽選手於比賽當日必須填妥以下表格及交回召集處，方可比賽。 
All contestants have to fill up this form and return to the registration desk 
before competition. 
 
Name  :             
(運動員姓名) 
 
Category :             
(比賽項目) 
 
No.   :             
(賽員號碼) 
 

 
首回合 

First Round 

次回合 

Second Round 

第三回合 

Third Round 

獎牌戰 

Medal Bouts 

形名稱 

(必須以英文填寫) 
    

形號碼 

(WKF 形編號) 
    

 
1. 個人形比賽採取每場報拳方式，賽員只需填寫第一場之形。 
2. 「形」名稱必須以英文填寫，而「形」號碼請根據 WKF內形編號作填寫。 
3. 啡帶組個人形實施 WKF最新版本賽例(Version Effective from 1.1.2019)，「形」名單列於

WKF賽例中。 
4. 綠帶組個人形賽例根據中國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所編定為準則。 
5. 綠帶組個人形各參賽者可採用本身之流派「形」，表演之「形」不可重覆表演。 
6. 各參賽者請參照所屬組別之出線表以確定需要表演之「形」數量。 
7. 各賽員須填報確實資料，並須經所屬道場代表/教練/屬會決策人核實所有資料正確無誤，

否則責任自負。 
8.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任何賽事或拒絕任何賽員參加比賽。 
9. 所有教練及賽員必須遵循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的安排及決定。 
 
 
Signature：       Coach Signature：      
(運動員簽署)       (教練簽署) 

表格 4 



Rev. 16-09-2019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2019年全港空手道成人色帶組別大賽 

參賽會員總項目列表 

   

只供本會使用 Official Use Only 

收據編碼：  收款日期：  

負責同事：  總金額 ：  

 
為確實收妥賽員報名表、所有之資料及參賽費用，所有參加賽事者皆需填寫本列表，一併交予總會秘書
處。請用劃線支票寫上「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面填上道埸名稱及道場編號，所有
參加費用必須以支票繳付，概不接受現金繳付，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交，將不會退還。為支持環保及減
省行政時間，繳交會員費及參加費用時，請每個道場統一以獨立支票代表各道場會員繳交費用(一張繳
付參賽費用，一張繳付道場會員費)。 

道場名稱及編號：  (  ) 

 

會員姓名 會員號碼 參賽費用 
付款方式： 

支票(號碼)／現金 

    

    

    

    

    

    

    

    

    

    

 總金額：    

 

道場代表姓名：  聯絡電話：  

道場代表簽署：  日期  ：  

＊註：如所需列出之項目太多，請自行複印表格。 

表格 5 



Rev. 16-09-2019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會員年費支付列表 

  

只供本會使用 Official Use Only 

收據編碼：  收款日期：  

負責同事：  總金額  ：  

 
為確實收妥會員年費，所有會員皆需填寫會員年費支付列表，一併交予總會秘書處。請用劃線支票寫上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面填上道埸名稱及道場編號，所有參加費用必須以支票繳
付，概不接受現金繳付，所有參加費用一經繳交，將不會退還。為支持環保及減省行政時間，繳交會員
費及參加費用時，請每個道場統一以獨立支票代表各道場會員繳交費用(一張繳付參賽費用，一張繳付
道場會員費)。 

 

道場名稱及編號：  (  ) 

 

會員姓名 會員號碼 
會員需支付會費 付款方式： 

支票（號碼） 年度 金額 

     

     

     

     

     

     

     

     

     

     

     

道場年費︰    

總金額：    

道場代表簽署：  道場代表姓名：  

聯絡電話：  日期：  

＊註：如所需列出之項目太多，請自行複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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