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 「明愛盃」 輕排球比賽章程
一、主辦單位︰

香港明愛

二、協辦單位︰

香港輕(氣)排球總會

三、支持單位︰

香港排球總會

修訂日期︰
2018 年 3 月 13 日

四、比賽時間與地點
日期︰

2018 年 6 月 23 至 27 及 30 日 (所有組別決賽及頒獎禮於 6 月 30 日)

時間︰

中學組：
星期一至三
大學及專上院校組： 星期六日
公開組：
星期六日

地點︰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新界調景嶺翠嶺路１８號 (調景嶺港鐵站 B 出口)

(中午12時至下午8時)
(上午9時至下午8時)
(上午9時至下午8時)

五、參賽單位

香港各大專院校
香港各區中學
香港各工商機構、私人組織
各區體育協會及教學團體

六、競賽組別


公開組:
1. 男子組 (18 歲至 59 歲，適合各工商機構、私人組織、體育協會、教學
團體)
2. 女子組 (18 歲至 59 歲，適合各工商機構、私人組織、體育協會、教學
團體)





大學及專上院校組:
1. 男子組 (各大專院校學生)
2. 女子組 (各大專院校學生)
中學組:
1. 男子組 (中一至中六學生)
2. 女子組 (中一至中六學生)
**各參賽組別視乎報名參賽隊伍數目多少而製定制定比賽方法及規則

七、參賽資格
1.
2.
3.
4.
5.

公開組別 必須為該工商機構體育協會教學團體的全職及兼職職員或私人組織
大學及專上院校 中學 學生組別 必須為該校在校學生
運動員必須來自同一所機構, 團體, 協會, 私人組織 及學校, 不得組成混合隊參賽
各參賽單位每個組別報名最多 1 支隊伍, 運動員只可參與同一隊伍
凡參賽人員, 必須是身體健康, 適合參加輕排球運動, 有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等疾病,
以及醫生囑咐不能參加體育活動的, 都不能參加比賽
*

參賽人員參加這次活動的行為, 將被視為參加者以對參加活動存在風險和意外已
做出審慎地評估並願意自行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 如在本次比賽期間出現傷病或其他意外事故, 由各參賽單位自行負責並負擔由此
產生的相關費用。
6. 比賽每隊可報運動員 8 人, 教練員 1 人, 領隊 1 人 (領隊及教練員可兼任運動員, 如作
兼任(中學組別除外), 必須符合該組別身份資格)

八、比賽規則
1.
2.
3.
4.

觸網犯規︰比賽過程中觸及標誌桿及標誌桿以內的球網為犯規；
過中線︰除腳以外,身體任何部位觸及對方場區即犯規；
過網攔網：在對方完成進攻性擊球後，允許手過網攔網；
跳發球︰跳發球時，必須在端線後 1 米處跳發球限制線後起跳，起跳踏及限制線即
為犯規; (* 所有組別都適用)

九、競賽辦法
(一) 執行中國排球協會最新審定的《氣排球競賽規則 2017-2020》
可於香港輕(氣)排球總會網頁下載 http://www.hklvb.org
(二) 「明愛盃」輕排球競賽規則
1.
2.
3.
4.

比賽人數︰採用五人制
比賽場地︰6 米乘 12 米
比賽用球︰愛格麗(AEGLE) 輕排球 型號︰SAA-360 比賽用球
比賽網高︰男子組: 2.1 米
女子組: 1.9 米

(三) 比賽方法
1. 第一階段進行小組單循環賽，第二階段進行交叉淘汰賽及名次賽，決出名
次。視具體報名情況決定賽制；
2. 無正當理由而未準時到場比賽的參賽隊，遲到 10 分鐘判為棄權，對方則應判
為以每局 21:0 的比分和 2:0 的比局取勝;

(四) 比賽賽制


比賽採用三局兩勝制。第一、二局為 21 分，當 20:20 時,直至勝出 2 分為勝
該局。第三局為 15 分, 當 14:14 時, 直至勝 2 分為勝該場。

(五) 單循環賽決定名次辦法



勝一場得 2 分,負一場得 1 分,積分高者名次列前,棄權取消全部比賽成績. 如
遇兩隊或者兩隊以上積分相等, 則採用以下方法決定名次: A(勝局總數)/
B(負局總數)-C 值, C 值高者名次列前.
如 C 值相等,則採用 X(總得分數) /Y(總 失分數)-Z 值, Z 值高者名次列前。
如仍相等,則採用抽籤 的辦法決定名次。

(六) 比賽服飾



同一顏色及款式的運動上衣，或可自備號碼背心。比賽服裝上的號碼和隊
長標誌必須按照規則要求設置。
比賽號碼限制 1 – 20 號

十、錄取名次和獎項
1. 男子組及女子組前 4 名給予獎項。當報名隊數不足 8 隊時，錄取前 2 名並給
予獎項。
2. 獎項如下︰
第 1 名: 錦旗 1 面、1 個獎杯及 10 面冠軍獎牌；
第 2 名: 錦旗 1 面、1 個獎杯及 10 面亞軍獎牌；
第 3 名: 錦旗 1 面、1 個獎杯及 10 面季軍獎牌；
第 4 名: 錦旗 1 面、1 個獎杯及 10 面殿軍獎牌；
其他隊伍： 紀念錦旗一面
十一、報名及注意事項
1. 請各單位將報名所需文件於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
前郵寄至以下報名地址。(只接受郵寄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 報名手續 : 填妥報名表格 連同劃線支票 寄新界葵興葵昌路 78-84 號富都工業
大廈 307 室 香港輕(氣)排球總會收 (** 可預先報名，提交 團體/學校，聯絡人
資料，及後於截止報名期內以傳真：3460 3309 後補運動員資料)
3. 賽事查詢︰電話: 3460 3302 或 電郵: competition@hklvb.org
賽事聯絡人：Rachel Ng 吳小姐
4. 報名表格 - 附件二
5. 索取報名表︰可於香港輕(氣)排球總會 網頁下載 http://www.hklvb.org
6. 領隊技術會議：
 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 19:00 召開 (暫定)，
 地點: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體育館
 地址: 新界調景嶺翠嶺路１８號 (調景嶺港鐵站 B 出口)
 請參賽單位務必派 1 名教練員，領隊或隊員(必須年滿 18 歲)參加。

十二、費用


每隊參賽報名費用:
中學組別
300 港元
大學及專上院校組別 500 港元
公開組別
500 港元

十三、仲裁


賽事裁判由香港輕(氣)排球總會委派, 賽會不設上訴機制, 一切以當場執法裁判的
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十四、本規程未盡事宜另行通知, 本規程解釋權屬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