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署檔號 Our Ref.: ( 200 ) in LCSD LS SD SSP/23-9/1(01) P.4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通訊  

校長先生/女士： 

「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2018」- 觀賞活動  

 

由香港壁球總會主辦的「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 2018」將於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5 日於香港壁球中心

上演蜚聲國際的大型體育盛事。香港壁球公開賽獲世界職業壁球員協會認可為其中一站男、女子世界系列賽事，享

負盛名的球星為世界各地的球迷帶來精采競技。為了推動壁球運動在香港發展，加深學生對壁球運動的認識，並讓

學生親身感受這項國際級盛事及為香港球手打氣，香港壁球總會特別安排主賽圈首圈(11 月 19 日)、次圈(11 月 20 及

21 日)及第三圈(11 月 22 日)賽事供各中小學學生及老師免費參加。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至 22 日(星期一至四) 

時間： 中午 12:00 至下午 9:15 (預計完結時間) 

地點： 香港壁球中心 (香港紅棉路 23 號) 

對象： 中、小學生及老師 

名額： 每日每節 30 人，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名額。  

費用： 全免 

活動內容： 安排學生觀賞比賽。 

交通安排： 學校可自行安排車輛前往比賽場地及學校，惟大會不設泊車安排。 

參加辦法： 於 2018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或之前填妥回條，傳真回本辦事處(傳真號碼：2684 9076)以便跟進。 

  

 有關賽事資料可瀏覽賽事專頁 http://www.hksquashopen.com。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601 7616 與本署職員王穎芯小姐聯絡。 

祝教安！ 

      

 

附件一：觀賞活動 - 報名回條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何芊霖  
   

代行) 

沙田排頭街 1 至 3 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1 樓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電話：2601 7602 傳真：2684 9076 

School Sports Programme Unit, 1/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Headquarters, 
 1-3 Pai Tau Street, Shatin, NT.  Tel. No.: 2601 7602  Fax : 2684 9076 

網址 website : www.lcsd.gov.hk 

如 貴校 不想 再收到我們的傳真宣傳資料，請註明 貴校的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並傳真至 2684 9076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further fax on promotional materials from us, please write your fax number here 

______________ and fax to 2684 9076. 

學校名稱 School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 Distri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hksquashopen.com/


  

附件一 

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  (請於 2018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或之前回覆) 

傳真號碼: 2684 9076 
 

「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 2018」 - 觀賞活動  

報名回條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負責老師姓名：  聯絡電話及手提電話：               / 

傳真號碼：  負責老師電郵地址：  

請於適當空格內加上“”號。 

本校會參與上述活動。參與人數共      人(包括學生      人、義工家長      人及帶隊老師      人) 

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 2018 - 觀賞活動 地點：香港壁球中心 (香港紅棉路 23 號) 

選擇時段： 編號 日期 時間 

 1 
11 月 19 日（星期一） 

中午 12:00 至下午 4:00 

 2 下午 5:00 至下午 9:15 (預計完結時間) 

 3 
11 月 20 日（星期二） 

中午 12:00 至下午 4:00 

 4 下午 5:00 至下午 9:15 (預計完結時間) 

 5 
11 月 21 日（星期三） 

中午 12:00 至下午 4:00 

 6 下午 5:00 至下午 9:15 (預計完結時間) 

 7 
11 月 22 日（星期四） 

中午 12:00 至下午 4:00 

 8 下午 5:00 至下午 9:15 (預計完結時間) 

備註: 

1. 所有學生必須以學校為單位整體入場，個人入場恕不招待。所有入場人士必須遵守及同意大會的規則，主辦機構

有權阻止未符合資格人士於活動當日進入場地。 

2. 學校須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返比賽場地及學校。 

3. 學生必須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出席活動。 

4. 每節名額 30 人，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名額。 

5. 學校可因實際情況及需要，在不影響比賽進行的情況下提早離場。 

6. 獲取錄的學校必須在觀賞活動當天到達香港壁球中心與香港壁球總會工作人員聯絡。 

7. 惡劣天氣安排：如活動開始前 2 小時，天文台發出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教育

局宣佈停課，或於活動當日該區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 10+級屬「嚴重」健康風險時，當日活動即告取消。若活

動進行時天氣不穩定，大會有權即場決定活動是否繼續進行。 

8. 學校提供的資料，只會用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與香港壁球總會舉辦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

動意見調查之用。 

9. 如參加學校於 2018 年 11 月 9 日仍未收到本署發出之《活動確認通知》，請致電 2601 7616 向本署職員查詢。 

 

【校方聲明】：現聲明本校所有十八歲以下的參加者已獲得家長/監護人或經家長/監護人授權同意參加

上述活動，以及各參加者並無任何疾病足令他/她不宜參加上述活動。 

 
 

 

校長／負責老師姓名：                      校長／負責老師簽署：                       

 

學校蓋印：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