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 年度全港校際空手道大賽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主辦 及 林大輝中學協辦
1.

比賽資料
日期：2022 年 8 月 14 日 (星期日)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6:00
地點：林大輝中學主樓 5 樓體育館 (地址：沙田銀城街 25 號)

2.

參賽資格及組別
2.1

凡香港小學或中學學生(全日制或半日制) 均可報名參加。

2.2

是次空手道比賽只包括個人形(Individual Kata) 項目。

2.3

比賽分小學組及中學組兩大組別，每個組別再分男子甲組、乙組、丙組及女
子甲組、乙組、丙組，共 12 個組別。
組別

男子

女子

甲組：2009/1/1 至 2010/12/31 之出生者
小學組

乙組：2011/1/1 至 2011/12/31 之出生者
丙組：2012/1/1 或以後出生者
甲組：2003/1/1 至 2005/12/31 之出生者

中學組

乙組：2006/1/1 至 2007/12/31 之出生者
丙組：2008/1/1 或以後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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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規則及制度
3.1

所有比賽均以世界空手道聯盟 (World Karate Federation) 2020 年頒布的比賽
規則及是次比賽之附例進行。

3.2

附例如下︰

3.2.1 所有參賽者以學校為單位報名，每位參賽者只能按組別參加一項賽事，
不能重複報名。
3.2.2 參賽者必須穿著合適的空手道服及紅藍色帶出賽，不可以有任何名字，
會徽，或記號，生產商標籤除外。不適合的標籤必須用白布完全遮蓋方
可進行比賽。大會頒獎時，獲獎參賽者須穿著整齊空手道道衣或所屬學
校之運動服。
3.2.3 參賽者必須跟據 WKF 最新版本賽例(Version Effective from 1.1.2020)中所
列出之「形」名單，進行申報及比賽。在第一至第二回合賽事，選手需
要表演不同的形。在繼後的比賽中形是容許重複的，但每套形在同一項
賽事中只可重複一次，且賽員不能連續表演兩套相同形。
3.2.4 提交「形表格」時，請填寫首三回合套拳名稱，並確保有領隊/教練簽署
確認。首回合比賽過後，參賽者如有任何原因需要更改套拳，需儘快透
過領隊/教練聯絡場地人員作出更改。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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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參賽者須填報確實資料，並須經所屬學校及領隊/教練核實，所有資料正
確無誤，否則責任自負。
3.2.7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權合併或取消任何組別 (所有比賽賽事之參賽
人數不足 4 人，該項賽事可能會被取消，而參賽費用將會退還。)。

3.2.8 裁判由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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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界空手道聯盟 (World Karate Federation) 比賽規則
網址：https://www.wkf.net/pdf/WKF_Competition%20Rules_2020_EN.pdf

5.

6.

7.

棄權
5.1

參賽者於比賽報到時間仍未能完成報到手續 (包括未能出示賽員證)，作棄權
論 (以場地計時器為準)。

5.2

參賽者在主裁判宣佈比賽開始後仍未能出場或未能出示賽員證，作棄權論。

5.3

比賽進行中如有任何爭議，一經判決，比賽必須繼續進行。如參賽者放棄
繼續比賽，作棄權論。

上訴
6.1

比賽進行中之任何爭議，倘已明文規定者，或有同等意義註明者，由裁判判
定，不得異議。

6.2

如有任何上訴，需於比賽結果公布後，15 分鐘內向大會提交由領隊/教練簽
署之上訴書及保證金港幣 1,000 元。大會於接到上訴書後 30 分鐘內與上訴委
員會作出判決，以此判決為最終判決。

其他注意事項
7.1

除工作人員外，凡進入比賽範圍之人士必須配戴主辦單位提供的證件 (即賽
員證，教練證或領隊證) 及穿著不脫色平底運動鞋。

7.2

所有領隊/教練及參賽者必須遵循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的安排及決定。

7.3

比賽地點內除飲用清水外，嚴禁飲食及不可帶食物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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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團體計分方法

8.1

8.2

9.

11.

各組別成績

分數

冠軍

5

亞軍

3

季軍

2

每間學校只計算最高分的五位男參賽者及最高分的五位女參賽者之分數。如
遇相同團體分數，會以較多冠軍數目決定學校名次，然後亞軍數目，如此類
推。 如仍未能定出名次，則計算所有男參賽者及女參賽者的分數作決定。

獎項
9.1

10.

是次比賽將設有小學、中學組，男子及女子獎項。各學校可透過其運動員出
席賽事或獲得獎項而取得團體分數，計算方法如下：

個人項目：每個組別均設冠軍一名、亞軍一名及季軍兩名。

領隊/教練安排
10.1

領隊/教練必須年滿十八歲。

10.2

每位參賽者比賽時最多只可有一位領隊/教練進入比賽範圍協助。

10.3

領隊/教練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大會有權要求服飾不合的領隊/教練離開比
賽場地。

防疫政策
11.1

參賽者如在比賽當天有發燒或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應立即求醫，請不要
前往比賽地點。

11.2

所有人士必須在比賽地點正門接受體溫檢測，任何人如有發燒或出現上呼吸
道感染症狀，將不獲准進入比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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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由於人數限制及避免人群聚集，請各參賽者及陪同者不要過早前往比賽地
點，陪同者亦不應於登記處等候。

11.4

參賽者報到時工作人員為核實其身份或會要求參賽者暫時除下口罩以確認其
身份。

11.5

比賽地點的觀眾席暫不對外開放。但容許參賽者比賽時，其一位家長在觀眾
席等候。當參賽者比賽完畢後，隨行家長亦須離開比賽地點的觀眾席。

11.6

為配合政府指引及學校場地相關之要求，參賽者、領隊/教練及到場人士必
須要符合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之要求，大會要求參賽者、領隊/教練及家長
在比賽當日出示相關之「疫苗通行證」，疫苗接種紀錄或豁免信函。

11.7

主辦單位會派出工作人員在比賽地點出入口作核對，確保比賽地點於同一時
段之總容納人數，不超過法例第 599F 章及 599G 章之規定。

11.8

所有人士進入比賽地點時，必須遵守場館防疫規定，例如佩戴口罩及掃描安
心出行二維碼等。

11.9

所有進入比賽地點之人士必須提交在比賽當天進行快速核酸檢測試 RAT，
並填妥健康申報表格（表格 4），提交 RAT-陰性結果之照片予大會，大會
只接受 RAT-陰性結果的人士進入場所。

11.10 所有在比賽地點之人士必須嚴格遵守主辦單位及《康樂及體育設施使用條件》
各項防疫措施及指引。
11.11 防疫政策會根據當時政府最新發布的防疫守則和場地要求，作出調整或更改。
11.12 如果比賽舉行前出現特殊情況，例如社群聚集或政府公告指引等考慮，主辦
單位將透過電郵或網頁通知各參賽者、領隊/教練最新之安排。

12.

惡劣天氣安排
12.1
12.2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或三號颱風訊號、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報時，將照常比賽。
當天文台於比賽前 2 小時發出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報時，有關
比賽將會延期舉行， 日期容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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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報名方法
13.1

是次活動將以網上登記形式報名, 連結如下:

參賽者報名:
https://forms.gle/eEJxaMgjYCMjPknK6

領隊/教練報名:
https://forms.gle/vWxFBWe8EDtYG5Lq5

成功登記後, 報名表及其他相關表格將發送到登記之電郵地址，請列印後交給學校
簽名及蓋章，領隊/教練必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2022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正)，郵寄或遞交以下文件到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地址為「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
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1031 室」，方為完成報名手續。逾期遞交報名表格、資料不
全或傳真報名者，概不接受報名。
13.2

13.3

13.4

參賽者
1.
所有已填妥的參賽者報名表(表格 1)
2.

所有已填妥的領隊/教練報名表(表格 2)

3.

已填妥的總項目列表(表格 5)

4.

參賽費用(所有參賽費用必須以支票繳付，一概不接受現金繳付)

領隊/教練
1.
所有已填妥的參賽者報名表(表格 1)
2.

所有已填妥的領隊/教練報名表(表格 2)

3.

已填妥的總項目列表(表格 5)

4.

參賽費用(所有參賽費用必須以支票繳付，一概不接受現金繳付)

費用
13.4.1 每位參賽者費用為港幣 180 元正 (已包括保險費港幣 30 元 正)。
13.4.2 每位領隊/教練報名表費用為港幣 180 元正 (已包括保險費港幣 30 元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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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截止日期
2022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 中午 12 時正(郵寄報名以郵戳日期為準，逾時
不接受報名。)

14.

參賽者名單
14.1

參賽者名單將於 2022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 於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網站
(http://www.hkkaratedo.com.hk/) 公布。

14.2

如發現參賽者資料有任何錯漏，請於 2022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正
或之前，以電郵形式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通知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辦事處，以
作跟進。

15.

16.

17.

分組抽籤結果及比賽程序表
15.1

分組抽籤將於 2022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 於中國空手道總會辦事處內舉行。

15.2

分組抽籤結果及比賽程序表將於 2022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 於中國香港空手道
總會網站 (http://www.hkkaratedo.com.hk/) 公布。

參賽者，領隊/教練證領取安排
16.1

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16.2

代領授權書（需有受托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16.3

請各領隊/教練或受托者於 3/8/2022 - 12/8/2022 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及下午 2 時至 5 時)到總會辦事處領取

查詢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辦事處
電話 : 2504-8243
電郵：kfhkc@hk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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