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時間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組別
上午 8:20-8:40

約上午 9:00 1 200米自由泳 男子各組
2 200米自由泳 女子各組
3 200米背泳 男子各組
4 200米背泳 女子各組
5 200米胸泳 男子各組
6 200米胸泳 女子各組
7 200米蝶泳 男子各組
8 200米蝶泳 女子各組
9 200米個人四式 男子各組

10 200米個人四式 女子各組
11 4x50米四式接力 男子各組
12 4x50米四式接力 女子各組
13 50米自由泳 男子各組
14 50米自由泳 女子各組
15 50米背泳 男子各組

16 50米背泳 女子各組

下午 2:00 17 50米胸泳 男子各組

18 50米胸泳 女子各組

19 50米蝶泳 男子各組
20 50米蝶泳 女子各組
21 100米自由泳 男子各組
22 100米自由泳 女子各組
23 100米背泳 男子各組
24 100米背泳 女子各組
25 100米胸泳 男子各組
26 100米胸泳 女子各組
27 100米蝶泳 男子各組
28 100米蝶泳 女子各組
29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各組

30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各組

註:  

上午賽事完成

1 :  本賽程表只作參考，召集時間及實際比賽時間以當日賽會的宣佈為準。賽會有權因應當日比賽進

度， 隨時修改，請參賽者留意賽會宣佈。

葵 青 區 分 齡 游 泳 比 賽 2018
< 賽 程 表 >

2 :  賽會可按各項賽事於最後召集後出席人/隊數，安排該組賽事與其他組別合併一起作賽；惟比賽成

績將獨立處理，並以時間定各組別名次。

3 :  各項賽事不設初賽，以最佳成績定名次。

參賽者熱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葵青區議會 贊助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 
參賽者須知 

 

1.  一經報名，本處將不接受參賽者申請更改任何比賽資料。賽會亦不接受臨場報名。  

2.  參賽者必須於比賽當天攜帶參賽證到達 青衣游泳池看台等候賽會召集。參賽者必須小心保管參賽證， 如

有遺失，賽會概不補發。無證者不得參賽。  

3.  賽程表所列時間只供參考，賽會有權因應當天比賽進度，隨時修改；請參賽者留意賽會宣佈。  

4.  參加者必須留意賽會宣布，準時報到及參賽，否則作棄權論。  

5.  參加者須於賽會指定報到時間前十五分鐘到場報到及出席全部 賽事。  

6.  賽會將採用兩次召集制度，分別為第一次召集及最後召集。參賽者必須留意大會當日宣佈 ，每場賽事於

裁判召集出場五分鐘後仍未能出賽者，作棄權論，參加者在該項賽事的成績及得獎資格亦會全部被取

消，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不得異議。  

7.  參加者於報到時，須出示由賽會發出的參加証及以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 

 香港居民  

 香港身份證正本  

-  11 歲至 14 歲兒童：香港身份證 (正本或副本 )。  

-  11 歲以下兒童：香港身份證 /出生證明書 /簽證身份書 /回港證 /前往港澳通行證  (正本或副

本 )，如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沒有相片，必須同時出示附有相片 的有效學生證 /學生手冊正本，

以供查核。  

 非香港居民  

-  報名參加活動時使用的有效旅遊證件正本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 )。  

如參加者未能出示有效證明文件或與報名表格的資料不符，均不得出賽及會被取消參賽資格，所繳報名

費用將不獲退還。參加者不得異議。  

註：香港學界聯會運動員註冊證、體育總會或體育機構的球員證恕不接納。  

8.  參加者須於比賽日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便賽會核實參加者的「本區人

士身分」資格 (只適用於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參賽者 )。賽會如對參加者的身分有疑問，有權隨時 (包

括比賽日 )要求參加者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本區人士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若有不符，該參加者不得出賽

及其所有成績將被取消，且不得參加其餘賽事。如有關參加者已報名參加接力賽事，其空缺不得由其他

參加者補上。  

9.  賽會如對參加者的身分有疑問，有權要求參加者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若有不符，該運動員不得出賽及其

所有成績將被取消，且不得參加其餘賽事。如有關參加者已報名參加接力賽事，所屬隊伍不得另補參加

者。  

10.  參賽者只能參加參賽證上所填報的項目。如被發現參加其他項目、資格不符、故意作弊、違反賽會規 則、

故意影響其他參賽者、虛報資料或冒名頂替，賽會有權取消有關 參賽者的所有參賽資格、取消全部成績

及收回獎牌 /座。其名次由餘下的優勝者依次補上。  

11.  賽會可按各項賽事於最後召集後出席人 /隊數，安排該組賽事與其他組別合併一起作賽；惟比賽成績將

獨立處理，並以時間定各組別名次。  

12.  如比賽當日只得一位參加者 /隊伍出席該項比賽，該項目仍照常比賽，該參加者 /隊伍仍可獲取有關獎項。 

13.  各項賽事不設初賽，以最佳時間成績定名次。為避免影響賽事進行，賽會不會宣佈各項比賽的得獎名單



及成績；參賽者請自行往成績公佈板查看。  

14. 每一接力隊伍，必須由同一年齡組別的成員所組成。參賽者不可在同一項接力賽事中，同時代表兩隊或

以上隊伍參賽，否則將會被取消所有賽事的參賽資格及收回所得獎牌。  

15.  全部賽事均採用一次起跳 ( On e - St a r t - R u le )，如有參賽者犯規，將於賽事完成後被取消資格，參賽者不得

異議。  

16.  於比賽完畢後，參賽者必須依照指示在領證處取回參加證，然後 立即返回觀眾席，不得停留在比賽池面。 

17.  參賽者泳裝須乎合規定，否則將於賽事完成後被取消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泳裝必須是紡織品，且型

式如下：  

- 男子泳裝包覆範圍為肚臍以下到膝蓋以上（不得包覆肚臍及膝蓋），  

- 女子泳裝包覆範圍為頸部以 下到膝蓋以上（不得包覆膝蓋），不得延展過肩，並且不允許使用拉

鍊或任何固定裝置。  

18.  除本章程列明外，比賽規則將參考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的規則執行。  

19.  賽會不設上訴，以大會裁判的即場判決為最後決定。  

20.  每個項目均設冠、亞、季軍獎，得獎者各獲頒發獎牌乙枚；而每組接力賽亦設冠、亞及季軍，並獲獎座

乙個。得獎者須於領獎前出示參賽證、有相片的身 分證明文件﹝如學生證、手冊等﹞及填妥領獎表格。  

21.  參賽者請自行看管私人物品，如有遺失，賽會概不負責。  

22.  參賽者如感身體不適，請立即通知賽會工作人員及避免出賽。  

23.  參賽者在比賽或休息時間均須遵守賽會 及游泳池內的各項規 則。  

24.  如參賽者在比賽當天已進行其中一項比賽，即使無法參與餘下的項目、或因天氣惡劣或其他原因而不能

進行比賽，參賽者亦不能申請退款。  

25.  凡缺席比賽或被賽會取消參賽資格者，所繳交的費用將不獲退還。  

26.  比賽當天如遇特別事故引致賽事不能如期進行，本處有權隨時終止比賽。  

27.  如在比賽當日，天文台於比賽當日第一輪賽事報到前兩小時 已發出八號預警 (天文台在發出八號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之前兩小時內發出預警信息 )、仍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該日賽事即告取消。補賽將順延至 9 月 23 日 (星期日 )同樣時間及地點舉行，賽會恕不另行通知，敬請

留意。  

28.  比賽當日，習泳池及 嬉水池會照常開放予其他公眾人士使用，請各參加者及其陪同人士不可進入上述區

域。  

29.  賽會不設泊車位。  

30.  本區游泳比賽最佳成績 將張貼於比賽場地內。  

3 1 .  本須知如有未盡善之處，賽會有權隨時修改。  

3 2 .  如對此須知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424 7201 與本辦事處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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