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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合辦 

(油尖旺區議會 贊助)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章 程  (先進及成年組) 

�目  的 ： 旨在為不同年齡組別的市民，提供參與網球比賽的機會，藉此維繫他們對網球的興趣；而運動員在互相切磋技術的同時，更可以鍛鍊健康的體魄。 
   

�日  期 ： 2018年9月1日至10月13日(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時  間 ： 下午2時至晚上11時（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11時（星期日） 
   

�地  點 ： 京士柏遊樂場網球場 (地址：九龍油麻地京士柏道23號) 
   

�組別、比賽項目及名額：：：： 項目 

組別 

年齡 ﹝以本區網球比賽開始首天(即
2018年9月1日)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男子 女子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名額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名額 正選 *候補  正選 *候補  單打 

先進 

55歲或以上 (1963年9月1日或以前) MA 40504417 8 3 FA 40504422 8 3 

45-54 (1963年9月2日至1973年9月1日) MB 40504418 16 5 FB 40504423 16 5 

35-44 (1973年9月2日至1983年9月1日) MC 40504419 64 21 FC 40504424 32 10 成年 

25-34 (1983年9月2日至1993年9月1日) MD 40504420 64 21 FD 40504425 32 10 

19-24 (1993年9月2日至1999年9月1日) ME 40504421 16 5 FE 40504426 8 3 備註： 1. 申請人須按出生日期填報參賽組別，不可越級作賽。 

2. 如賽事因任何原因而須延期舉行，參加者所屬的組別將會根據其在原定比賽首日的年齡而定。 

3. 如該組別的報名人數不足兩人/隊，該組別的賽事將會被取消；而已繳費的參加者可退回報名費。 

4. 為有效運用資源，大會可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而調整名額，申請人/參加者不得異議。 

5. * 候補名單只供在「正選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時以先到先得方式補上，詳情參閱第2頁報名辦法。 

 一. 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 
1. 為加強市民對地區的歸屬感，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人士，可用「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比賽。這類報名人士須填寫聲明書，才可享有優先抽籤權。在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區區區居住或就讀人士並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可獲優先抽籤權。「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http://www.eac.gov.hk/ch/distco/2015dc_elect_map.htm)內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在本區域內居住的 人 士 ； 或 根 據 教 育 局 網 頁 的 分 區 學 校 名 冊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ch-info/sch-

search/schlist-by-district/index.html)，就讀於本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2. 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即即即即2018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019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申請人只申請人只申請人只申請人只可用可用可用可用「「「「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籤權論籤權論籤權論籤權論。。。。 

3. 如已界定為享用了優先抽籤權，不得於同一財政年度內再用「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區的同類比賽，但可用「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區的同類比賽。 

4. 就雙打項目而言，如兩名隊員都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抽籤時會獲第一優先；如只有其中一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抽籤時會獲第二優先。 

5. 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重複報重複報重複報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還還還還。。。。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 

6. 如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在繳費時申請人必須出示印有其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本署核實身分。如申請人未能出示該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消。同時，本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提供該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本署查核有關資格，參加者不得有異議。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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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參加者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本署有權取消參加者在中籤名單中的正選或候補資格，並可拒絕其報名申請，甚至取消其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甲) 住址證明 

i. 在最近三個月內由公用或商業機構或銀行發出的單據（例如差餉通知書、電費單、水費單、銀行月結單或電話繳費單等）； 

ii. 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住址宣誓聲明； 

iii. 銀行按揭供款單、租約；或 

iv. 學生手冊（未能出示學生手冊的學童，可出示上述第(i)至(iii)項印有家長姓名的文件，另加學童的出生證明書）。 

(註註註註: 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乙)    就讀證明  有效的學生手冊或學生證。 

7. 每名申請人可同時參加最多一項單打及一項雙打項目，申請人只需繳付一次費用。為方便抽籤安排，申請人須分別填寫單打及雙打報名表格和聲明書。 

8. 每名申請人只可在單打及雙打項目分別遞交一份報名表格，如被發現重複投表，其所有報名表格將不獲受理。 9. 已報名參加單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雙打項目；或已報名參加雙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個人項目，除另填表格、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所需文件外，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其後的報名費用。 
10.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並須詳細填寫各項資料，報名表格一經遞交，直至「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完結前，所有填報資料包括本區/非本區人士身分、參賽項目及申請人資料不得更改(申請人如需更改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除外)。 

11. 虛報資料者，將被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12. 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更改通訊地址，應盡快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13.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簽署聲明書後，才可參加比賽。 

14. 賽會保留拒絕任何參加者參賽的權利。 
 二. 費  用 ： 每位港幣20元正，雙打項目每隊港幣40元正(如已參加單打項目，則只需繳付一次費用) (15歲以下、60歲或以上人士、全日制學生或殘疾人士，如於繳費時出示有效證明文件，可獲半費優惠。)收費劃分以「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比賽開始首天 (即2018年9月1日) 為計算基礎。 三. 報名辦法 ： � 以抽籤形式取錄 

� 申請人須在6月月月月27日至日至日至日至7月月月月4日日日日期間把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聲明書」交回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拱廊繳費處)或油尖旺區轄下體育館；或透過互聯網遞交 (http://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districtsports/ 

       searchrsprog.php)或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遞交報名表格 

� 如以郵遞方式遞交申請表格，請於7月月月月4日日日日或以前(以本署實際收到申請表格為準)把填妥的表格連同聲明書寄回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信封面請註明「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由於郵遞需時，請儘早寄出報名表格，以免因延誤而錯過抽籤機會。); 
� 如透過互聯網遞交或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遞交表格，請清楚填報各項個人資料包括參加組別、項目、性別等，並必須填報「聲明書」及是否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參賽。 

   繳費日期及手續  

 投表日期 抽籤日期 
正選中籤者 繳費日期 

候補中籤者繳費日期 

(只適用於正選繳費期過後仍有餘額) 公開候補 「本區人士 身分」 

「非本區人士 身分」 日 期 

2018年6月27日至 

2018年7月4日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7月17日 至 

2018年7月23日 

2018年7月25日 至 

2018年7月27日 

2018年7月26日 至 

2018年7月27日 

2018年7月31日 至 

2018年8月3日 備 註 

同 時 接 受 以「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以「本區人士身 分 」 申 請人，可獲優先 以「本區人士身分」申請人，必須出示有效住址於抽籤日已抽出候補名單，並以先到先得方式進行候補。 

如在候補中籤者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或遞交申請表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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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士身分」申請人遞交申請表格。 

抽籤權。 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 本 署 核 實 身分。 

單打項目： 以「本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可獲優先候補資格，並可在 7月
25日起以先到先得方式繳費。 

如仍有餘額，「非本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則可在7月
26日起繳費，額滿即止。 

數少於所訂的正選名額時，便以先到先得方法，公開接受報 名 ； 並 不設「本區人士身分」優先報名的安排。 如申請人同時參加單打及雙打項目，應確保已領取該兩個項目的收據。就雙打項目而言，同隊的申請人須一同辦理繳費手續；如申請人未能如期繳費或只有其中一名申請人已繳費，均視作全隊自動放棄中籤資格論，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還，該雙打項目名額將由其他申請人/隊伍補上。這些隊員如希望在公開候補期間重新報名雙打項目，全隊需再次繳交費用。(如已參加單打項目者除外，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雙打項目的報名費用) 
 四. 接受投表地點及時間: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油尖旺區轄下體育館或網球場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6時15分 上午7時至晚上11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五. 抽籤日期及地點 

： 各組別抽籤將於7月11日上午10時在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公開進行，歡迎市民到場參觀。 
   六. 正選 / 候補中籤安排 

 1. 如遞交申請表格人數超過所訂組別的正選名額，本處將以抽籤形式抽出與名額人數相同的正選中籤者，另抽出名額的三分一人數(或上限三十名)申請者（以較少者為準）列入候補名單。 

2. 抽籤後，本辦事處將分別發信通知各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落選者恕不另函通知。如提供的通訊地址錯誤或不詳以致郵遞延誤，本辦事處恕不負責。 
   七. 公布日期 ： 正選及候補中籤名單將於7月17日(星期二)下午張貼於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本區轄下各體育館的壁佈板。所有抽籤結果將會於抽籤日期起計五個工作天內在本署網頁內公布。 
   八.繳費文件 ： 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於繳費時，必須帶備以下文件繳費作實: 

(1) 繳費通知書 

(2) 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 (符合優惠收費者，須出示有效証明文件)： 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 香港身份證 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    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3) 出示印有申請人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只適用於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中籤者) 供本署核實優先報名資格，請參閱第一項「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第
6點之(甲)及(乙)項)」；如未能出示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供本署核實身分，本署有權取消他/她的正選或候補的中籤者資格。 

   九.繳費手續  1. 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須按第三項「報名辦法」詳情及以下所列的「繳費手續及時間」，並帶同以上文件辦理有關手續。 2. 正選中籤者於繳費期限屆滿而未完成繳費手續者作棄權論。餘下名額由候補中籤者以先到先得方式補上，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可於指定期限內獲優先候補資格。  (甲) 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    
� 以「「「「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必須帶同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第第第(1)(1)(1)(1)、、、、(2)(2)(2)(2)及及及及(3)(3)(3)(3)項的文件項的文件項的文件項的文件及費用於以下指定時間內前往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油尖旺區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理繳費手續(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除外)，以供辦事處職員核對其「本區居住」或「本區就讀」的證明文件；  
� 以「「「「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必須帶同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第第第(1)(1)(1)(1)及及及及(2)(2)(2)(2)    項的項的項的項的文件文件文件文件及費用於以下時間內前往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任何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理繳費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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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繳費地點及時間：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油尖旺區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 (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除外) 以「本區本區本區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之人士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4時30分 上午8時30分至晚上10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各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各區設有 「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 康體通自助服務站 以「非本區非本區非本區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之人士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4時30分 上午8時30分至 晚上10時 上午8時30分至 晚上11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乙) 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只適用於正選中籤者) 

� 以「「「「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正選中籤者必須把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2)及及及及(3)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連同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納)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於截止繳費日期前 (以本署實際收到支票的日期為準)寄回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 

� 以「「「「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正選中籤者必須把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及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
(2)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連同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納)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於截止繳費日期前 (以本署實際收到支票的日期為準)寄回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信信信信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 註1: 

 

申請人須確保支票上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及遵照該通知書的付款指示，否則本署將無法處理有關申請，中籤資格亦會被取消。 

 

 註2: 由於郵遞需時，請儘早寄出支票，以免因延誤而被取消資格。  
    十.公開候補 安排 

： 1. 如在候補中籤者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或遞交申請表格人數少於所訂的正選名額，本處將於7月31日(上午8時30分開始)至8月3日在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任何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以先到先得方法報名；屆時將不設「本區人士身分」優先報名的安排。 

2. 申請人須提交填妥的報名表格及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親自或委託代表辦理繳費手續作實。 

3. 由於須即時核對申請人的報名資料，因此此階段不接受電話預訂、康體通網上及康體通自助服務站方式報名。 4. 已報名參加雙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單打項目；或已報名參加單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雙打項目者，除另填報名表格及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及所需文件正本外，報名時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其後的報名費用。 
   十一.對賽抽籤 ： 賽會將於8月20日(星期一) 上午10時在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舉行賽程抽籤，歡迎市民到場參觀。本辦事處將以書面通知參加者對賽抽籤結果(即賽程表)；如參加者於比賽前尚未收到有關的書面通知，可參閱上載於本署網頁的賽程表(http://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districtsports/dag.php)或致電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查詢。 十二.賽  制 ： 1. 賽事採單淘汰制，一盤定勝負，不設暫停。 

2. 初賽至四強賽及季軍賽採用一盤六局制，如遇五平時，以先到七為勝，如遇六平時，以七分決勝局定勝負。 

3. 冠軍賽則以一盤八局制，如遇七平時，以先到九為勝；如遇八平時，以七分決勝局定勝負。
4. 每局如遇"40"平時，採用一球決勝制，以定此局勝負。接發球者有權選擇接球位置(即在原邊球場的左方或右方接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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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賽  規 ： 1. 除本章程列明外，其他賽規均依照香港網球總會現行的比賽規則辦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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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參加者仍可獲取有關獎項。 
   十四.獎  勵 ： 各組別設冠、亞、季及殿軍獎，各獲獎杯/牌乙座/枚。 
   十五.報  到 ： 1. 參加者必須留意賽會宣布，準時報到及參賽，否則作棄權論   2. 參加者須於賽會編定的比賽時間前十五分鐘到場報到及出席全部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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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加者於報到時，須出示以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 香港身份證正本 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    報名參加活動時使用的有效旅遊證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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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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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裁        判 ： 各場比賽的執法工作由合資格裁判擔任，各參加者須服從裁判的判決。 
   十七.上  訴 ： 賽會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 
   十八.惡劣天氣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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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會稍後會通知各參加者相應安排。 
   十九.注意事項 ： 1.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會及運動場內的各項守則。 2. 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本章程及報名表格。 3. 參加者需自備球拍，網球則由賽會提供。比賽時參加者需穿著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如不符合者，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4. 凡未能完成所有賽事者，其所得成績一律作廢並將不獲發任何獎項。 
   二十.附        則 ： 1. 比賽日各分組比賽賽程均以即場宣布為準。 

  2. 如被發現冒名頂替，或有參加者經賽會認為有破壞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者，賽會有權判他/她(們)退出比賽，該名參加者在整個賽事的成績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本署有權把比賽成績向外公布。 

  4 除本章程列明之賽規及備註外，參加者亦須遵守另附的參加者須知上各項細則。 
   廿一.接受投訴 ： 任何人士如欲投訴有人濫用「本區人士身分」，應在比賽舉行前至少十個工作天提供以下資料，包括投訴人的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以及被投訴人的資料（包括姓名、參賽組別及主辦比賽的地區）以便可在比賽開始前進行調查。若果本署在比賽前不足十個工作天內收到投訴，有關調查可能會在比賽結束後才能完成。 
   廿二.「全港運動會」 

 

 這項比賽的成績將列為「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 網球比賽」運動員地區選拔的認可比賽成績，詳情將由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公布。 

   廿三.查詢電話 ： 2302 1762 

 

 

 

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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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範圍 （按區議會選區界線劃分） 
(參考網址：http://www.eac.gov.hk/ch/distco/2015dc_elect_map.htm) 

下列界線以內為油尖旺區陸地範圍 

東面界線 北面界線 港鐵東鐵線以西 紅荔道行車道中央以南 紅樂道行車道中央以西 建灣街行車道中央以西 

界限街行車道中央以南 通州街行車道中央以東北 聚魚道行車道中央以南 深旺道行車道中央以東北 

海輝道行車道中央以東南 西九龍公路行車道中央以西南 欽州街西以東南 

 下列街道/屋苑/屋邨/門牌號數並不列入不列入不列入不列入油尖旺區範圍： （如未有載錄於下列的街道/屋苑/屋邨/門牌號數並不表示其地點包括在油尖旺區的範圍之內。） 

九龍城區 亞皆老街 雙數門牌98號及以後 亞皆老街 單數門牌113號及以後 窩打老道 雙數門牌66號及以後 窩打老道 單數門牌61號及以後 太子道西 雙數門牌222號及以後 太子道西 單數門牌195號及以後 

界限街 雙數門牌104號及以後 界限街 單數門牌101號及以後 嘉道理道 自由道 勝利道 培正道 

何文田街 何文田山道 漆咸道北 太平道 基堤道 勵德街 

巴芬道 公爵街 布力街 理工大學學生宿舍 半島豪庭 紅灣半島 

海逸豪園 紅磡中心 黃埔花園 家維 紅磡 愛民 
 

深水埗區 界限街 所有單數門牌 通州街 198號及以後 大南街 150號及以後 楓樹街 9號及以後 鴨寮街 94號及以後 西洋菜北街 189號及以後 基隆街 雙數門牌92號及以後 

基隆街 單數門牌123號及以後 汝州街 雙數門牌42號及以後 汝州街 單數門牌59號及以後 白楊街 雙數門牌20號及以後 白楊街 單數門牌21號及以後 荔枝角道 雙數門牌202號及以後 荔枝角道 單數門牌195號及以後 

大坑東道 達之路 大埔道 黃竹街 石硤尾街 南昌街 

北河街 福華街 長沙灣道 鴨寮街 醫局街 海壇街 

 

昌南里 南昌 富昌 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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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合辦 

(油尖旺區議會 贊助)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單單單單 打打打打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格格格格 (先先先先 進進進進 及及及及 成成成成 年年年年 組組組組)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亦只限獲本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等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職員聯絡。而其他填報資料則不得更改。 

(3) 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惟'職業'一欄可選擇填寫與否)及背頁的聲明書，如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申請恕不受理。 
   

I.  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請在 � 內加 � 號及於 *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項目 

組別 

年齡 ﹝以本區網球比賽開始首天(即2018年9月1日)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男子 女子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參加組別    

(�)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參加組別    

(�) 單打 

先進 

55歲或以上 (1963年9月1日或以前) MA 40504417 � FA 40504422 � 

45-54 (1963年9月2日至1973年9月1日) MB 40504418 � FB 40504423 � 

35-44 (1973年9月2日至1983年9月1日) MC 40504419 � FC 40504424 � 成年 

25-34 (1983年9月2日至1993年9月1日) MD 40504420 � FD 40504425 � 

19-24 (1993年9月2日至1999年9月1日) ME 40504421 � FE 40504426 � 
3# 

II.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資料必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並於"*"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電碼 (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康體通用戶編號(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類別：                                (     )  
� 香港居民*： 香港身份證 
�  非香港居民*：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年齡：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居住地址(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居住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名稱(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地址(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聯絡電話  ： (日) ____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註 )

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 

(在填寫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註：優先抽籤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以上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其家屬或監護人於第8頁的III部分乙項所作出的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但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需更改通訊地址，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需再填寫地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本辦事處專用 
� 優先    � 無優先  
�已核實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 
�正選  
�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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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 

1.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2. 請於 *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指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為油尖旺區的區域範圍內居住的人士，或根據教育局網頁的分區學校名冊，就讀於油尖旺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甲甲甲甲. 此參賽此參賽此參賽此參賽聲明書聲明書聲明書聲明書由申請人由申請人由申請人由申請人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本人茲聲明︰(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1.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 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會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 (下稱「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必須填寫乙部聲明)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由於曾在本年度以「本區人士身分」在其他地區的同類賽事獲列入中籤正選或候補名單，或因其他原因，即使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會以「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並非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 2. 我/申請人聲明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加資格。我/申請人明白，若有虛報資料，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賽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我/申請人聲明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4. 我/申請人聲明願意遵守賽會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 5. 我/申請人聲明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是次比賽。如果我/申請人因本人/他/她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則無須負責。 6. 我/申請人明白如本人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賽事，本人/申請人在該項賽事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將被取消。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申請人簽署 ：  日  期 ：   
乙乙乙乙....    以以以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參賽的申請人聲明參賽的申請人聲明參賽的申請人聲明參賽的申請人聲明，，，，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 1.    我聲明我/申請人已閱讀比賽章程並同意遵守其內訂明的規則及規例，並以在「本區居住/就讀人士」的身分報名以獲取優先抽籤權。我/申請人確認申請人未曾成功在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內於其它分區抽籤選中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相同運動項目的比賽；並獲列入正選或候補名單內，否則我/申請人會被取消參賽資格，而我/申請人在同一時期內相同運動項目的比賽中所取得的成績亦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不會退還。如因本人/申請人疏忽或漏報申請表格的資料而導致任何損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無須負責。我(包括未滿18歲申請人的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申請人知道任何虛假聲明會致使此報名資格失效。 2.    我聲明本人/申請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在繳費時本人/申請人必須出示印有其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本署核實身分。如本人/申請人未能出示該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消。同時，本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提供該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本署查核有關資格，參加者不得有異議。若申請人/參加者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本署有權取消參加者在中籤名單中的正選或候補資格，並可拒絕其報名申請，甚至取消其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3. 我/申請人於比賽日將會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便供貴署人員核實本人的「本區人士身分」資格。 註:    優先抽籤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第 II 部分申請人資料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於此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但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更改通訊地址，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申請人姓名 ：  申請人簽署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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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油尖區康樂體育會   合辦 

(油尖旺區議會 贊助)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章 程  (青少年組) 

�目  的 ： 旨在為不同年齡組別的市民，提供參與網球比賽的機會，藉此維繫他們對網球的興趣；而運動員在互相切磋技術的同時，更可以鍛鍊健康的體魄。 
   

�日  期 ： 2018年9月9日至10月13日 (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時  間 ： 下午2時至晚上11時（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11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地  點 ： 京士柏遊樂場網球場 (地址：九龍油麻地京士柏道23號) 
   

�組別、比賽項目及名額：：：： 項目 

組別 

年齡 ﹝以本區網球比賽開始首天
(即2018年9月1日)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男子 女子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名額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名額 正選 *候補  正選 *候補  單打 

青少年組 

17-18 (1999年9月2日至2001年9月1日) MF 40504427 16 5 FF 40504431 8 3 

15-16 (2001年9月2日至2003年9月1日) MG 40504428 16 5 FG 40504432 16 5 

13-14 (2003年9月2日至2005年9月1日) MH 40504429 16 5 FH 40504433 8 3 

12歲或以下 (2005年9月2日或以後) MI 40504430 16 5 FI 40504434 8 3 備註： 6. 申請人須按出生日期填報參賽組別，不可越級作賽。 

7. 如賽事因任何原因而須延期舉行，參加者所屬的組別將會根據其在原定比賽首日的年齡而定。 

8. 如該組別的報名人數不足兩人/隊，該組別的賽事將會被取消；而已繳費的參加者可退回報名費。 

9. 為有效運用資源，大會可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而調整名額，申請人/參加者不得異議。 

10. * 候補名單只供在「正選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時以先到先得方式補上，詳情參閱第2頁報名辦法。 

 一. 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 
1. 為加強市民對地區的歸屬感，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人士，可用「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比賽。這類報名人士須填寫聲明書，才可享有優先抽籤權。在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區區區居住或就讀人士並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可獲優先抽籤權。「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http://www.eac.gov.hk/ch/distco/2015dc_elect_map.htm)內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在本區域內居住的 人 士 ； 或 根 據 教 育 局 網 頁 的 分 區 學 校 名 冊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ch-info/sch-

search/schlist-by-district/index.html)，就讀於本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而學生而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2. 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即即即即2018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019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申請人只申請人只申請人只申請人只可用可用可用可用「「「「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籤權論籤權論籤權論籤權論。。。。 

3. 如已界定為享用了優先抽籤權，不得於同一財政年度內再用「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區的同類比賽，但可用「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區的同類比賽。 

4. 就雙打項目而言，如兩名隊員都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抽籤時會獲第一優先；如只有其中一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抽籤時會獲第二優先。 

5. 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還還還還。。。。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 

6. 如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在繳費時申請人必須出示印有其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本署核實身分。如申請人未能出示該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消。同時，本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提供該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本署查核有關資格，參加者不得有異議。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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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參加者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本署有權取消參加者在中籤名單中的正選或候補資格，並可拒絕其報名申請，甚至取消其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甲) 住址證明 

v. 在最近三個月內由公用或商業機構或銀行發出的單據（例如差餉通知書、電費單、水費單、銀行月結單或電話繳費單等）； 

vi. 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住址宣誓聲明； 

vii. 銀行按揭供款單、租約；或 

viii. 學生手冊（未能出示學生手冊的學童，可出示上述第(i)至(iii)項印有家長姓名的文件，另加學童的出生證明書）。(註註註註: 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乙)    就讀證明  有效的學生手冊或學生證。 

7. 每名申請人可同時參加最多一項單打及一項雙打項目，申請人只需繳付一次費用。為方便抽籤安排，申請人須分別填寫單打及雙打報名表格和聲明書。 

8. 每名申請人只可在單打及雙打項目分別遞交一份報名表格，如被發現重複投表，其所有報名表格將不獲受理。 9. 已報名參加單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雙打項目；或已報名參加雙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個人項目，除另填表格、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所需文件外，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其後的報名費用。 
10.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並須詳細填寫各項資料，報名表格一經遞交，直至「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完結前，所有填報資料包括本區/非本區人士身分、參賽項目及申請人資料不得更改(申請人如需更改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除外)。 

11. 虛報資料者，將被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12. 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更改通訊地址，應盡快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13.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簽署聲明書後，才可參加比賽。 

14. 賽會保留拒絕任何參加者參賽的權利。 
 二. 費  用 ： 每位港幣20元正，雙打項目每隊港幣40元正(如已參加單打項目，則只需繳付一次費用) (15歲以下、60歲或以上人士、全日制學生或殘疾人士，如於繳費時出示有效證明文件，可獲半費優惠。)收費劃分以「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比賽開始首天 (即2018年9月1日) 為計算基礎。 三. 報名辦法 ： � 以抽籤形式取錄 

� 申請人須在6月月月月27日至日至日至日至7月月月月4日日日日期間把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聲明書」交回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拱廊繳費處)或油尖旺區轄下體育館；或透過互聯網遞交 (http://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districtsports/ 

      searchrsprog.php)或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遞交報名表格 

� 如以郵遞方式遞交申請表格，請於7月月月月4日日日日或以前(以本署實際收到申請表格為準)把填妥的表格連同聲明書寄回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信封面請註明「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由於郵遞需時，請儘早寄出報名表格，以免因延誤而錯過抽籤機會。); 
� 如透過互聯網遞交或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遞交表格，請清楚填報各項個人資料包括參加組別、項目、性別等，並必須填報「聲明書」及是否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參賽。 

   繳費日期及手續  

 投表日期 抽籤日期 
正選中籤者 繳費日期 

候補中籤者繳費日期 

(只適用於正選繳費期過後仍有餘額) 公開候補 「本區人士 身分」 

「非本區人士 身分」 日 期 

2018年6月27日至 

2018年7月4日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7月17日 至 

2018年7月23日 

2018年7月25日 至 

2018年7月27日 

2018年7月26日 至 

2018年7月27日 

2018年7月31日 至 

2018年8月3日 備 註 

同 時 接 受 以「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以「本區人士身 分 」 申 請人，可獲優先 以「本區人士身分」申請人，必須出示有效住址於抽籤日已抽出候補名單，並以先到先得方式進行候補。 

如在候補中籤者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或遞交申請表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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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士身分」申請人遞交申請表格。 

抽籤權。 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 本 署 核 實 身分。 

單打項目： 以「本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可獲優先候補資格，並可在 7月
25日起以先到先得方式繳費。 

如仍有餘額，「非本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則可在7月
26日起繳費，額滿即止。 

數少於所訂的正選名額時，便以先到先得方法，公開接受報 名 ； 並 不設「本區人士身分」優先報名的安排。 如申請人同時參加單打及雙打項目，應確保已領取該兩個項目的收據。就雙打項目而言，同隊的申請人須一同辦理繳費手續；如申請人未能如期繳費或只有其中一名申請人已繳費，均視作全隊自動放棄中籤資格論，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還，該雙打項目名額將由其他申請人/隊伍補上。這些隊員如希望在公開候補期間重新報名雙打項目，全隊需再次繳交費用。(如已參加單打項目者除外，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雙打項目的報名費用) 
 四. 接受投表地點及時間: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油尖旺區轄下體育館或網球場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6時15分 上午7時至晚上11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五. 抽籤日期及地點 

： 各組別抽籤將於7月11日上午10時在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公開進行，歡迎市民到場參觀。 
   六. 正選 / 候補中籤安排 

 3. 如遞交申請表格人數超過所訂組別的正選名額，本處將以抽籤形式抽出與名額人數相同的正選中籤者，另抽出名額的三分一人數(或上限三十名)申請者（以較少者為準）列入候補名單。 

4. 抽籤後，本辦事處將分別發信通知各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落選者恕不另函通知。如提供的通訊地址錯誤或不詳以致郵遞延誤，本辦事處恕不負責。 
   七. 公布日期 ： 正選及候補中籤名單將於7月17日(星期二)下午張貼於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本區轄下各體育館的壁佈板。所有抽籤結果將會於抽籤日期起計五個工作天內在本署網頁內公布。 
   八.繳費文件 ： 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於繳費時，必須帶備以下文件繳費作實: 

(4) 繳費通知書 

(5) 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 (符合優惠收費者，須出示有效証明文件)： 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 

1. 香港身份證 

2. 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    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6) 出示印有申請人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只適用於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中籤者) 供本署核實優先報名資格，請參閱第一項「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第
6點之(甲)及(乙)項)」；如未能出示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供本署核實身分，本署有權取消他/她的正選或候補的中籤者資格。 

   九.繳費手續  3. 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須按第三項「報名辦法」詳情及以下所列的「繳費手續及時間」，並帶同以上文件辦理有關手續。 4. 正選中籤者於繳費期限屆滿而未完成繳費手續者作棄權論。餘下名額由候補中籤者以先到先得方式補上，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可於指定期限內獲優先候補資格。 (甲) 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    
� 以「「「「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必須帶同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第第第(1)(1)(1)(1)、、、、(2)(2)(2)(2)及及及及(3)(3)(3)(3)項的文件項的文件項的文件項的文件及費用於以下指定時間內前往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油尖旺區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理繳費手續(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除外)，以供辦事處職員核對其「本區居住」或「本區就讀」的證明文件；  
� 以「「「「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必須帶同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第第第(1)(1)(1)(1)及及及及(2)(2)(2)(2)    項的項的項的項的文件文件文件文件及費用於以下時間內前往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任何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理繳費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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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繳費地點及時間：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油尖旺區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 (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除外) 以「本區本區本區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之人士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4時30分 上午8時30分至晚上10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各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各區設有 「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 康體通自助服務站 以「非本區非本區非本區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之人士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4時30分 上午8時30分至 晚上10時 上午8時30分至 晚上11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乙) 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只適用於正選中籤者) 

� 以「「「「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正選中籤者必須把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2)及及及及(3)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連同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納)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於截止繳費日期前 (以本署實際收到支票的日期為準)寄回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 

� 以「「「「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正選中籤者必須把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及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
(2)項的項的項的項的文件副本文件副本文件副本文件副本，連同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納)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於截止繳費日期前 (以本署實際收到支票的日期為準)寄回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信信信信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 註1: 

 

申請人須確保支票上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及遵照該通知書的付款指示，否則本署將無法處理有關申請，中籤資格亦會被取消。 

 

 註2: 由於郵遞需時，請儘早寄出支票，以免因延誤而被取消資格。  
    十.公開候補 安排 

： 5. 如在候補中籤者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或遞交申請表格人數少於所訂的正選名額，本處將於7月31日(上午8時30分開始)至8月3日在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任何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以先到先得方法報名；屆時將不設「本區人士身分」優先報名的安排。 

6. 申請人須提交填妥的報名表格及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親自或委託代表辦理繳費手續作實。 

7. 由於須即時核對申請人的報名資料，因此此階段不接受電話預訂、康體通網上及康體通自助服務站方式報名。 8. 已報名參加雙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單打項目；或已報名參加單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雙打項目者，除另填報名表格及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及所需文件正本外，報名時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其後的報名費用。 
   十一.對賽抽籤 ： 賽會將於8月20日(星期一) 上午10時在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舉行賽程抽籤，歡迎市民到場參觀。本辦事處將以書面通知參加者對賽抽籤結果(即賽程表)；如參加者於比賽前尚未收到有關的書面通知，可參閱上載於本署網頁的賽程表(http://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districtsports/dag.php)或致電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查詢。 
   十二.賽  制 ： 5. 賽事採單淘汰制，一盤定勝負，不設暫停。 

6. 初賽至四強賽及季軍賽採用一盤六局制，如遇五平時，以先到七為勝，如遇六平時，以七分決勝局定勝負。 

7. 冠軍賽則以一盤八局制，如遇七平時，以先到九為勝；如遇八平時，以七分決勝局定勝負。
8. 每局如遇"40"平時，採用一球決勝制，以定此局勝負。接發球者有權選擇接球位置(即在原邊球場的左方或右方接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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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賽  規 ： 1. 除本章程列明外，其他賽規均依照香港網球總會現行的比賽規則辦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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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參加者仍可獲取有關獎項。 
   十四.獎  勵 ： 各組別設冠、亞、季及殿軍獎，各獲獎杯/牌乙座/枚。 
   十五.報  到 ： 1. 參加者必須留意賽會宣布，準時報到及參賽，否則作棄權論   2. 參加者須於賽會編定的比賽時間前十五分鐘到場報到及出席全部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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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加者於報到時，須出示以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 

1. 香港身份證正本 

2. 11歲至14歲兒童：香港身份證(正本或副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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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    報名參加活動時使用的有效旅遊證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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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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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裁        判 ： 各場比賽的執法工作由合資格裁判擔任，各參加者須服從裁判的判決。 
   十七.上  訴 ： 賽會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 
   十八.惡劣天氣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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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會稍後會通知各參加者相應安排。 
   十九.注意事項 ： 1.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會及運動場內的各項守則。 2. 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本章程及報名表格。 3. 參加者需自備球拍，網球則由賽會提供。比賽時參加者需穿著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如不符合者，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4. 凡未能完成所有賽事者，其所得成績一律作廢並將不獲發任何獎項。 
   二十.附        則 ： 1. 比賽日各分組比賽賽程均以即場宣布為準。 

  2. 如被發現冒名頂替，或有參加者經賽會認為有破壞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者，賽會有權判他/她(們)退出比賽，該名參加者在整個賽事的成績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本署有權把比賽成績向外公布。 

  4 除本章程列明之賽規及備註外，參加者亦須遵守另附的參加者須知上各項細則。 
   廿一.接受投訴 ： 任何人士如欲投訴有人濫用「本區人士身分」，應在比賽舉行前至少十個工作天提供以下資料，包括投訴人的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以及被投訴人的資料（包括姓名、參賽組別及主辦比賽的地區）以便可在比賽開始前進行調查。若果本署在比賽前不足十個工作天內收到投訴，有關調查可能會在比賽結束後才能完成。 
   廿二.「全港運動會」 
 

 這項比賽的成績將列為「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 網球比賽」運動員地區選拔的認可比賽成績，詳情將由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公布。 

   廿三.查詢電話 ： 2302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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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 

油尖旺區範圍 （按區議會選區界線劃分） 
(參考網址：http://www.eac.gov.hk/ch/distco/2015dc_elect_map.htm) 

下列界線以內為油尖旺區陸地範圍 

東面界線 北面界線 港鐵東鐵線以西 紅荔道行車道中央以南 紅樂道行車道中央以西 建灣街行車道中央以西 

界限街行車道中央以南 通州街行車道中央以東北 聚魚道行車道中央以南 深旺道行車道中央以東北 

海輝道行車道中央以東南 西九龍公路行車道中央以西南 欽州街西以東南 

 下列街道/屋苑/屋邨/門牌號數並不列入不列入不列入不列入油尖旺區範圍： （如未有載錄於下列的街道/屋苑/屋邨/門牌號數並不表示其地點包括在油尖旺區的範圍之內。） 

九龍城區 亞皆老街 雙數門牌98號及以後 亞皆老街 單數門牌113號及以後 窩打老道 雙數門牌66號及以後 窩打老道 單數門牌61號及以後 太子道西 雙數門牌222號及以後 太子道西 單數門牌195號及以後 

界限街 雙數門牌104號及以後 界限街 單數門牌101號及以後 嘉道理道 自由道 勝利道 培正道 

何文田街 何文田山道 漆咸道北 太平道 基堤道 勵德街 

巴芬道 公爵街 布力街 理工大學學生宿舍 半島豪庭 紅灣半島 

海逸豪園 紅磡中心 黃埔花園 家維 紅磡 愛民 
 

深水埗區 界限街 所有單數門牌 通州街 198號及以後 大南街 150號及以後 楓樹街 9號及以後 鴨寮街 94號及以後 西洋菜北街 189號及以後 基隆街 雙數門牌92號及以後 

基隆街 單數門牌123號及以後 汝州街 雙數門牌42號及以後 汝州街 單數門牌59號及以後 白楊街 雙數門牌20號及以後 白楊街 單數門牌21號及以後 荔枝角道 雙數門牌202號及以後 荔枝角道 單數門牌195號及以後 

大坑東道 達之路 大埔道 黃竹街 石硤尾街 南昌街 

北河街 福華街 長沙灣道 鴨寮街 醫局街 海壇街 

 

昌南里 南昌 富昌 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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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油尖區康樂體育會  合辦 

(油尖旺區議會 贊助)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單單單單 打打打打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格格格格 (青青青青 少少少少 年年年年 組組組組)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亦只限獲本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等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職員聯絡。而其他填報資料則不得更改。 

(3) 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惟'職業'一欄可選擇填寫與否)及背頁的聲明書，如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申請恕不受理。 
   

I.  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請在 � 內加 � 號及於 *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項目 

組別 

年齡 ﹝以本區網球比賽開始首天(即
2018年9月1日)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男子 女子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參加組別    

(�)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參加組別    

(�) 單打 

青少年組 

17-18 (1999年9月2日至2001年9月1日) MF 40504427 � FF 40504431 � 

15-16 (2001年9月2日至2003年9月1日) MG 40504428 � FG 40504432 � 

13-14 (2003年9月2日至2005年9月1日) MH 40504429 � FH 40504433 � 

12歲或以下 (2005年9月2日或以後) MI 40504430 � FI 40504434 � 
   

 

II. 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 (資料必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並於"*"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電碼 (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康體通用戶編號(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類別：                                (     )  
� 香港居民*： 1.香港身份證 2.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  非香港居民*：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年齡：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居住地址(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居住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名稱(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地址(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聯絡電話  ： (日) ____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註 )

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 

(在填寫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註：優先抽籤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以上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其家屬或監護人於第8頁的III部分乙項所作出的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但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需更改通訊地址，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需再填寫地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本辦事處專用 
� 優先    � 無優先  
�已核實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 
�正選  
�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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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 

3.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4. 請於 *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5. 「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指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為油尖旺區的區域範圍內居住的人士，或根據教育局網頁的分區學校名冊，就讀於油尖旺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甲甲甲甲. 此參此參此參此參賽賽賽賽聲明書聲明書聲明書聲明書由由由由 
����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 (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監護人監護人監護人監護人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申請人未滿十八歲申請人未滿十八歲申請人未滿十八歲) 本人(* 申請人 / 家長或監護人)茲聲明︰(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1.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 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會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 (下稱「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必須填寫乙部聲明)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由於曾在本年度以「本區人士身分」在其他地區的同類賽事獲列入中籤正選或候補名單，或因其他原因，即使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會以「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並非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 2. 我/申請人聲明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加資格。我/申請人明白，若有虛報資料，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賽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我/申請人聲明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4. 我/申請人聲明願意遵守賽會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 5. 我/申請人聲明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是次比賽。如果我/申請人因本人/他/她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則無須負責。 6. 我/申請人明白如本人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賽事，本人/申請人在該項賽事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將被取消。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申請人簽署 ：  日  期 ：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     期 ： ： ：    乙乙乙乙....    以以以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參賽參賽參賽參賽的申請人的申請人的申請人的申請人////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監護人聲明監護人聲明監護人聲明監護人聲明，，，，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 1.    我聲明我/申請人已閱讀比賽章程並同意遵守其內訂明的規則及規例，並以在「本區居住/就讀人士」的身分報名以獲取優先抽籤權。我/申請人確認申請人未曾成功在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內於其它分區抽籤選中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相同運動項目的比賽；並獲列入正選或候補名單內，否則我/申請人會被取消參賽資格，而我/申請人在同一時期內相同運動項目的比賽中所取得的成績亦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不會退還。如因本人/申請人疏忽或漏報申請表格的資料而導致任何損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無須負責。我(包括未滿18歲申請人的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申請人知道任何虛假聲明會致使此報名資格失效。 2.    我聲明本人/申請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在繳費時本人/申請人必須出示印有其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本署核實身分。如本人/申請人未能出示該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消。同時，本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提供該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本署查核有關資格，參加者不得有異議。若申請人/參加者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本署有權取消參加者在中籤名單中的正選或候補資格，並可拒絕其報名申請，甚至取消其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3. 我/申請人於比賽日將會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便供貴署人員核實本人的「本區人士身分」資格。 註:    優先抽籤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第 II 部分申請人資料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於此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但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更改通訊地址，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申請人姓名 ：  申請人簽署 ：  日  期 ：      申請人姓名 ：  家長/監護人簽署 ：  家長/監護人姓名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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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合辦 

(油尖旺區議會 贊助)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章 程  (雙打) 

�目  的 ： 旨在為不同年齡組別的市民，提供參與網球比賽的機會，藉此維繫他們對網球的興趣；而運動員在互相切磋技術的同時，更可以鍛鍊健康的體魄。 
   

�日  期 ： 2018年9月9日至10月13日 (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時  間 ： 下午2時至晚上11時（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11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地  點 ： 京士柏遊樂場網球場 (地址：九龍油麻地京士柏道23號) 
   

�組別、比賽項目及名額：：：： 項目 組別 

年齡 ﹝以本區網球比賽開始首天(即
2018年9月1日)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男子 女子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名額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名額 正選 *候補  正選 *候補  雙打 

先進 35歲或以上 (1983年9月1日或以前) MDA 40504435 16隊 5隊 FDA 40504438 8隊 3隊 成年 19-34 (1983年9月2日至1999年9月1日) MDB 40504436 8隊 3隊 FDB 40504439 8隊 3隊 青少年 18歲或以下 (1999年9月2日或以後) MDC 40504437 8隊 3隊 FDC 40504440 8隊 3隊 混雙 公開 不限 XDA 40504441 正選正選正選正選：：：：16隊隊隊隊 *候補候補候補候補：：：：5隊隊隊隊  備註： 11. 申請人須按出生日期填報參賽組別，不可越級作賽。 

12. 如賽事因任何原因而須延期舉行，參加者所屬的組別將會根據其在原定比賽首日的年齡而定。 

13. 如該組別的報名人數不足兩人/隊，該組別的賽事將會被取消；而已繳費的參加者可退回報名費。 

14. 為有效運用資源，大會可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而調整名額，申請人/參加者不得異議。 

15. * 候補名單只供在「正選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時以先到先得方式補上，詳情參閱第2頁報名辦法。 

 一. 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 
1. 為加強市民對地區的歸屬感，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人士，可用「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比賽。這類報名人士須填寫聲明書，才可享有優先抽籤權。在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區區區居住或就讀人士並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可獲優先抽籤權。「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http://www.eac.gov.hk/ch/distco/2015dc_elect_map.htm)內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在本區域內居住的 人 士 ； 或 根 據 教 育 局 網 頁 的 分 區 學 校 名 冊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ch-info/sch-

search/schlist-by-district/index.html)，就讀於本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2. 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即即即即2018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019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申請人只申請人只申請人只申請人只可用可用可用可用「「「「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如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即視作已享用優先抽籤權論籤權論籤權論籤權論。。。。 

3. 如已界定為享用了優先抽籤權，不得於同一財政年度內再用「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區的同類比賽，但可用「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區的同類比賽。 

4. 就雙打項目而言，如兩名隊員都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抽籤時會獲第一優先；如只有其中一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抽籤時會獲第二優先。 

5. 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重複報名並已列入中籤的正選或候補名單，，，，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其所有在同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一財政年度用「「「「本區人本區人本區人本區人士身分士身分士身分士身分」」」」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還還還還。。。。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雙打項目隊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 

6. 如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在繳費時申請人必須出示印有其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本署核實身分。如申請人未能出示該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消。同時，本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提供該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本署查核有關資格，參加者不得有異議。若申請人/參加者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本署有權取消參加者在中籤名單中的正選或候補資格，並可拒絕其報名申請，甚至取消其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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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住址證明 

ix. 在最近三個月內由公用或商業機構或銀行發出的單據（例如差餉通知書、電費單、水費單、銀行月結單或電話繳費單等）； 

x. 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住址宣誓聲明； 

xi. 銀行按揭供款單、租約；或 

xii. 學生手冊（未能出示學生手冊的學童，可出示上述第(i)至(iii)項印有家長姓名的文件，另加學童的出生證明書）。(註註註註: 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乙)    就讀證明  有效的學生手冊或學生證。 

7. 每名申請人可同時參加最多一項單打及一項雙打項目，申請人只需繳付一次費用。為方便抽籤安排，申請人須分別填寫單打及雙打報名表格和聲明書。 

8. 每名申請人只可在單打及雙打項目分別遞交一份報名表格，如被發現重複投表，其所有報名表格將不獲受理。 9. 已報名參加單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雙打項目；或已報名參加雙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個人項目，除另填表格、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所需文件外，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其後的報名費用。 
10.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並須詳細填寫各項資料，報名表格一經遞交，直至「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完結前，所有填報資料包括本區/非本區人士身分、參賽項目及申請人資料不得更改(申請人如需更改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除外)。 

11. 虛報資料者，將被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12. 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更改通訊地址，應盡快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13.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簽署聲明書後，才可參加比賽。 

14. 賽會保留拒絕任何參加者參賽的權利。 
 二. 費  用 ： 每位港幣20元正，雙打項目每隊港幣40元正(如已參加單打項目，則只需繳付一次費用) (15歲以下、60歲或以上人士、全日制學生或殘疾人士，如於繳費時出示有效證明文件，可獲半費優惠。) 收費劃分以「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比賽開始首天 (即2018年9月1日) 為計算基礎。 三. 報名辦法 ： � 以抽籤形式取錄 

� 申請人須在6月月月月27日至日至日至日至7月月月月4日日日日期間把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聲明書」交回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拱廊繳費處)或油尖旺區轄下體育館；或透過互聯網遞交 (http://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districtsports/ 

      searchrsprog.php)或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遞交報名表格 

� 如以郵遞方式遞交申請表格，請於7月月月月4日日日日或以前(以本署實際收到申請表格為準)把填妥的表格連同聲明書寄回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信封面請註明「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由於郵遞需時，請儘早寄出報名表格，以免因延誤而錯過抽籤機會。); 
� 如透過互聯網遞交或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遞交表格，請清楚填報各項個人資料包括參加組別、項目、性別等，並必須填報「聲明書」及是否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參賽。 

   繳費日期及手續  

 投表日期 抽籤日期 
正選中籤者 繳費日期 

候補中籤者繳費日期 

(只適用於正選繳費期過後仍有餘額) 公開候補 「本區人士 身分」 

「非本區人士 身分」 日 期 

2018年6月27日至 

2018年7月4日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7月17日 至 

2018年7月23日 

2018年7月25日 至 

2018年7月26日 

2018年7月27日 

2018年7月31日 至 

2018年8月3日 備 註 

同 時 接 受 以「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以「本區人士身 分 」 申 請人，可獲優先 以「本區人士身分」申請人，必須出示有效住址於抽籤日已抽出候補名單，並以先到先得方式進行候補。 

如在候補中籤者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或遞交申請表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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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士身分」申請人遞交申請表格。 

抽籤權。 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 本 署 核 實 身分。 

雙打項目： 以「本區人士身分」(第一優先)的申請人，可獲優先候補資格，並可在7月25日起以先到先得方式繳費；以「本區人士身分」(第二優先)的申請人可在
7月26日起以先到先得方式繳費。 

如仍有餘額，「非本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則可在7月
27日起繳費，額滿即止。 

數少於所訂的正選名額時，便以先到先得方法，公開接受報 名 ； 並 不設「本區人士身分」優先報名的安排。 

如申請人同時參加單打及雙打項目，應確保已領取該兩個項目的收據。就雙打項目而言，同隊的申請人須一同辦理繳費手續；如申請人未能如期繳費或只有其中一名申請人已繳費，均視作全隊自動放棄中籤資格論，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還，該雙打項目名額將由其他申請人/隊伍補上。這些隊員如希望在公開候補期間重新報名雙打項目，全隊需再次繳交費用。(如已參加單打項目者除外，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雙打項目的報名費用) 
 四. 接受投表地點及時間: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油尖旺區轄下體育館或網球場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6時15分 上午7時至晚上11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五. 抽籤日期及地點 

： 各組別抽籤將於7月11日上午10時在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公開進行，歡迎市民到場參觀。 六. 正選 / 候補中籤安排 

 5. 如遞交申請表格人數超過所訂組別的正選名額，本處將以抽籤形式抽出與名額人數相同的正選中籤者，另抽出名額的三分一人數(或上限三十名)申請者（以較少者為準）列入候補名單。 

6. 抽籤後，本辦事處將分別發信通知各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落選者恕不另函通知。如提供的通訊地址錯誤或不詳以致郵遞延誤，本辦事處恕不負責。 七. 公布日期 ： 正選及候補中籤名單將於7月17日(星期二)下午張貼於本署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本區轄下各體育館的壁佈板。所有抽籤結果將會於抽籤日期起計五個工作天內在本署網頁內公布。 八.繳費文件 ： 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於繳費時，必須帶備以下文件繳費作實: 

(7) 繳費通知書 

(8) 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 (符合優惠收費者，須出示有效証明文件)： 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 

1. 香港身份證 

2. 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    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9) 出示印有申請人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只適用於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中籤者) 供本署核實優先報名資格，請參閱第一項「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第
6點之(甲)及(乙)項)」；如未能出示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供本署核實身分，本署有權取消他/她的正選或候補的中籤者資格。 

   九.繳費手續  5. 正選中籤者及候補中籤者須按第三項「報名辦法」詳情及以下所列的「繳費手續及時間」，並帶同以上文件辦理有關手續。 6. 正選中籤者於繳費期限屆滿而未完成繳費手續者作棄權論。餘下名額由候補中籤者以先到先得方式補上，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可於指定期限內獲優先候補資格。 (甲) 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親自或委託代表繳費    
� 以「「「「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必須帶同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第第第(1)(1)(1)(1)、、、、(2)(2)(2)(2)及及及及(3)(3)(3)(3)項的文件項的文件項的文件項的文件及費用於以下指定時間內前往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油尖旺區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理繳費手續(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除外)，以供辦事處職員核對其「本區居住」或「本區就讀」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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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必須帶同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第第第(1)(1)(1)(1)及及及及(2)(2)(2)(2)    項的項的項的項的文件文件文件文件及費用於以下時間內前往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任何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理繳費手續；    � 繳費地點及時間：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油尖旺區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 (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除外) 以「本區本區本區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之人士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4時30分 上午8時30分至晚上10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各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各區設有 「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 康體通自助服務站 以「非本區非本區非本區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之人士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4時30分 上午8時30分至 晚上10時 上午8時30分至 晚上11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乙) 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郵遞支票繳費(只適用於正選中籤者) 

� 以「「「「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正選中籤者必須把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2)及及及及(3)項項項項的文件副本的文件副本的文件副本的文件副本，連同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納)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於截止繳費日期前 (以本署實際收到支票的日期為準)寄回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信封面請註明「「「「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 

� 以「「「「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正選中籤者必須把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繳費通知書及第八部分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繳費文件第
(2)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項的文件副本，連同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納)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於截止繳費日期前 (以本署實際收到支票的日期為準)寄回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信信信信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 註1: 

 

申請人須確保支票上填寫 資料正 無誤及遵照該通知書的付款指示，否則本署將無法處理有關申請，中籤資格亦會被取消。 

 

 註2: 由於郵遞需時，請儘早寄出支票，以免因延誤而被取消資格。  
 十.公開候補 安排 

： 9. 如在候補中籤者繳費期後仍有餘額，或遞交申請表格人數少於所訂的正選名額，本處將於7月31日(上午8時30分開始)至8月3日在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任何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以先到先得方法報名；屆時將不設「本區人士身分」優先報名的安排。 

10. 申請人須提交填妥的報名表格及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親自或委託代表辦理繳費手續作實。 

11. 由於須即時核對申請人的報名資料，因此此階段不接受電話預訂、康體通網上及康體通自助服務站方式報名。 12. 已報名參加雙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單打項目；或已報名參加單打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雙打項目者，除另填報名表格及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及所需文件正本外，報名時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其後的報名費用。 十一.對賽抽籤 ： 賽會將於8月20日(星期一) 上午10時在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22號九龍公園體育館一樓)舉行賽程抽籤，歡迎市民到場參觀。本辦事處將以書面通知參加者對賽抽籤結果(即賽程表)；如參加者於比賽前尚未收到有關的書面通知，可參閱上載於本署網頁的賽程表(http://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districtsports/dag.php)或致電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查詢。 

   十二.賽  制 ： 9. 賽事採單淘汰制，一盤定勝負，不設暫停。 

10. 初賽至四強賽及季軍賽採用一盤六局制，如遇五平時，以先到七為勝，如遇六平時，以七分決勝局定勝負。 

11. 冠軍賽則以一盤八局制，如遇七平時，以先到九為勝；如遇八平時，以七分決勝局定勝負。
  12. 每局如遇"40"平時，採用一球決勝制，以定此局勝負。接發球者有權選擇接球位置(即在原邊球場的左方或右方接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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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賽  規 ： 1. 除本章程列明外，其他賽規均依照香港網球總會現行的比賽規則辦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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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參加者仍可獲取有關獎項。 
   十四.獎  勵 ： 各組別設冠、亞、季及殿軍獎，各獲獎杯/牌乙座/枚。 
   十五.報  到 ： 1. 參加者必須留意賽會宣布，準時報到及參賽，否則作棄權論   2. 參加者須於賽會編定的比賽時間前十五分鐘到場報到及出席全部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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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加者於報到時，須出示以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香港居民 

4. 香港身份證正本 

5. 11歲至14歲兒童：香港身份證(正本或副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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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    報名參加活動時使用的有效旅遊證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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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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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裁        判 ： 各場比賽的執法工作由合資格裁判擔任，各參加者須服從裁判的判決。 
   十七.上  訴 ： 賽會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 
   十八.惡劣天氣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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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會稍後會通知各參加者相應安排。 
   十九.注意事項 ： 1.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會及運動場內的各項守則。 2. 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本章程及報名表格。 3. 參加者需自備球拍，網球則由賽會提供。比賽時參加者需穿著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如不符合者，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4. 凡未能完成所有賽事者，其所得成績一律作廢並將不獲發任何獎項。 
   二十.附        則 ： 1. 比賽日各分組比賽賽程均以即場宣布為準。 

  2. 如被發現冒名頂替，或有參加者經賽會認為有破壞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者，賽會有權判他/她(們)退出比賽，該名參加者在整個賽事的成績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本署有權把比賽成績向外公布。 

  4 除本章程列明之賽規及備註外，參加者亦須遵守另附的參加者須知上各項細則。 
   廿一.接受投訴 ： 任何人士如欲投訴有人濫用「本區人士身分」，應在比賽舉行前至少十個工作天提供以下資料，包括投訴人的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以及被投訴人的資料（包括姓名、參賽組別及主辦比賽的地區）以便可在比賽開始前進行調查。若果本署在比賽前不足十個工作天內收到投訴，有關調查可能會在比賽結束後才能完成。 
   廿二.「全港運動會」 
 

 這項比賽的成績將列為「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 網球比賽」運動員地區選拔的認可比賽成績，詳情將由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公布。 

   廿三.查詢電話 ： 2302 1762                                                               

 

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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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範圍 （按區議會選區界線劃分） 
(參考網址：http://www.eac.gov.hk/ch/distco/2015dc_elect_map.htm) 

下列界線以內為油尖旺區陸地範圍 

東面界線 北面界線 港鐵東鐵線以西 紅荔道行車道中央以南 紅樂道行車道中央以西 建灣街行車道中央以西 

界限街行車道中央以南 通州街行車道中央以東北 聚魚道行車道中央以南 深旺道行車道中央以東北 

海輝道行車道中央以東南 西九龍公路行車道中央以西南 欽州街西以東南 

 下列街道/屋苑/屋邨/門牌號數並不列入不列入不列入不列入油尖旺區範圍： （如未有載錄於下列的街道/屋苑/屋邨/門牌號數並不表示其地點包括在油尖旺區的範圍之內。） 

九龍城區 亞皆老街 雙數門牌98號及以後 亞皆老街 單數門牌113號及以後 窩打老道 雙數門牌66號及以後 窩打老道 單數門牌61號及以後 太子道西 雙數門牌222號及以後 太子道西 單數門牌195號及以後 

界限街 雙數門牌104號及以後 界限街 單數門牌101號及以後 嘉道理道 自由道 勝利道 培正道 

何文田街 何文田山道 漆咸道北 太平道 基堤道 勵德街 

巴芬道 公爵街 布力街 理工大學學生宿舍 半島豪庭 紅灣半島 

海逸豪園 紅磡中心 黃埔花園 家維 紅磡 愛民 
 

深水埗區 界限街 所有單數門牌 通州街 198號及以後 大南街 150號及以後 楓樹街 9號及以後 鴨寮街 94號及以後 西洋菜北街 189號及以後 基隆街 雙數門牌92號及以後 

基隆街 單數門牌123號及以後 汝州街 雙數門牌42號及以後 汝州街 單數門牌59號及以後 白楊街 雙數門牌20號及以後 白楊街 單數門牌21號及以後 荔枝角道 雙數門牌202號及以後 荔枝角道 單數門牌195號及以後 

大坑東道 達之路 大埔道 黃竹街 石硤尾街 南昌街 

北河街 福華街 長沙灣道 鴨寮街 醫局街 海壇街 

 

昌南里 南昌 富昌 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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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合辦 

(油尖旺區議會 贊助)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雙雙雙雙 打打打打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格格格格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亦只限獲本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等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職員聯絡。而其他填報資料則不得更改。 
(3) 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惟 '職業 '一欄可選擇填寫與否)及背頁的聲明書，如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申請恕不受理。 
   

I.  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組別及項目（請在 � 內加 � 號及於 *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項目 組別 

年齡 ﹝以本區網球比賽開始首天(即
2018年9月1日)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男子 女子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參加組別    

(�) 

組別編號 
活動編號 

參加組別    

(�) 雙打 

先進 35歲或以上 (1983年9月1日或以前) MDA 40504435 � FDA 40504438 � 成年 19-34 (1983年9月2日至1999年9月1日) MDB 40504436 � FDB 40504439 � 青少年 18歲或以下 (1999年9月2日或以後) MDC 40504437 � FDC 40504440 � 混雙 公開 不限 XDA 40504441 �  

II. 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 (資料必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並於"*"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在填寫隊員的資料前，請先徵得其同意     隊員一隊員一隊員一隊員一((((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    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電碼(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康體通用戶編號(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類別：                  (   )  
� 香港居民*： 1.香港身份證 2.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  非香港居民*：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年齡：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居住地址(註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居住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名稱(註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地址(註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聯絡電話  ： (日) ____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註2)___________________ 與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 

 
        隊員二隊員二隊員二隊員二    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電碼(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康體通用戶編號(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類別：                  (   )  

� 香港居民*： 1.香港身份證 2.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  非香港居民*：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年齡：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居住地址(註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居住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名稱(註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地址(註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聯絡電話  ： (日) ____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註2)___________________ 與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    註1：優先抽籤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以上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其家屬或監護人於第8及9頁的 I I I部分乙項所作出的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但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需更改通訊地址，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註2：在填寫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本辦事處專用 
�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 無優先  已核實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 
� 隊員(一) ________________ 
� 隊員(二) ________________ 
� 正選  
� 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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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參賽聲明參賽聲明參賽聲明參賽聲明    ((((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    6.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7. 請於 *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8. 「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指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為油尖旺區的區域範圍內居住，或根據教育局網頁的分區學校名冊，就讀於油尖旺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甲甲甲甲 此參賽聲明書由 � 申請人 (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填寫。 
� 家長/監護人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 1.   球隊由                      （隊員一姓名）及                      （隊員二姓名）組成。   � 上述兩人均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會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申請人必須填妥乙部聲明）  � 上述兩人由於曾在本年度以「本區人士身分」在其他地區的同類賽事獲列入中籤正選或候補名單，或因其他原因，即使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會以「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  � 只有                    （隊員姓名）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會以「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另一人則以「非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以「本區人士身分」參賽的申請人必須填妥乙部聲明）  � 雖然                    （隊員姓名）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由於他／她曾在本年度以「本區人士身分」在其他地區的同類賽事獲列入中籤正選或候補名單，或因其他原因，即使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兩人會以「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  

� 上述兩人並非在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 2. 我/申請人聲明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加資格。本人/申請人明白，若有虛報資料，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賽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我/申請人聲明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4. 我/申請人聲明願意遵守賽會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   5. 我/申請人聲明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果我/申請人因本人/他/她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則無須負責。   6. 我/申請人明白如本人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賽事，本人/申請人在該項賽事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將被取消。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隊員一/負責人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一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二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二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後頁底部的必須填寫後頁底部的必須填寫後頁底部的必須填寫後頁底部的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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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 . . . 以以以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參賽的申請人參賽的申請人參賽的申請人參賽的申請人////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監護人聲明監護人聲明監護人聲明監護人聲明，，，，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必須填寫此部分。。。。    1.    我聲明我/申請人已閱讀比賽章程並同意遵守其內訂明的規則及規例，並以在「本區居住/就讀人士」的身分報名以獲取優先抽籤權。我/申請人確認申請人未曾成功在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內於其它分區抽籤選中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相同運動項目的比賽；並獲列入正選或候補名單內，否則我/申請人會被取消參賽資格，而我/申請人在同一時期內相同運動項目的比賽中所取得的成績亦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不會退還。如因本人/申請人疏忽或漏報申請表格的資料而導致任何損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無須負責。我(包括未滿18歲申請人的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申請人知道任何虛假聲明會致使此報名資格失效。  2.    我聲明本人/申請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在繳費時本人/申請人必須出示印有其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本署核實身分。如本人/申請人未能出示該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消。同時，本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提供該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本署查核有關資格，參加者不得有異議。若申請人/參加者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本署有權取消參加者在中籤名單中的正選或候補資格，並可拒絕其報名申請，甚至取消其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3. 我/申請人於比賽日將會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便供貴署人員核實本人的「本區人士身分」資格。 註:    優先抽籤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第II部分申請人資料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於此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但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更改通訊地址，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隊員一/負責人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一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二      隊員二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需再填寫地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8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 油尖旺區分齡網球比賽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