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 恒生香港公開賽」 

逕啟者︰ 
 

香港乒乓球壇 2018 年最大盛事「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 恒生香港公開賽」，將於今

年 5 月 22 至 27 日，假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隆重舉行。香港歷史性首次舉辦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分站賽

事，賽事總獎金高達$145,000 美元（港幣 113 萬元），吸引全球各地乒壇精英來港角逐殊榮。 

 

「恒生香港公開賽」共設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雙打、U21 男子，以及 U21 女子單

打共六個項目。香港隊將以最大陣容迎戰，包括黃鎮廷、杜凱琹、李皓晴等球員主場出擊，盼在香港球

迷現場歡呼吶喊聲下，可在主場揚威。於年初舉行的「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奪得雙打冠軍及單

打前八名的球手，已率先獲得此賽事的參賽資格；其他港隊成員名單將於稍後公布。 

 

 「2018 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單打前八名及雙打冠軍的球手名單如下： 

男子單打：蘇致、何鈞傑、江天一、關文皓、黃健惺、吳柏男、李漢銘、羅佳佳 

女子單打：李皓晴、吳穎嵐、杜凱琹、蘇慧音、朱成竹、李清韻、黃芊柔、麥子詠 

男子雙打：江天一 / 蘇致 

女子雙打：李清韻 / 劉麒 

 

為使支持本港乒運的球迷能有機會優先購得門票，本會特別安排各註冊球員、教練及裁判可享以七

折優惠預訂門票，預訂門票將採用「先到先得」方式處理(請詳閱訂票須知)。有興趣訂票之人士，請填妥

附頁表格，並連同需繳付款項之支票，於 2018 年 4 月 3 日(二)或以前，一併寄回或親遞到香港銅鑼灣大

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8 室本會辦事處，以便處理；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逾期遞

交者恕不接受。 

 

優惠門票名額有限，額滿即止。賽事詳情可於日後瀏覽本會網頁 www.hktta.org.hk。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575 5330 與本會職員聯絡。 
 

香港乒乓總會秘書處  謹啟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http://www.hktta.org.hk/


 

「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 恒生香港公開賽」 

賽程及門票資料 
 

日期 節數 開始 

時間 

程序 原價 優惠價 

一區 二區 一區 二區 

22/5(二) 1 10:00 
男、女子單打預賽 /  

U21男、女子單打 32強 
免費入場 

23/5(三) 

2 10:00 
男、女子雙打 32強 /  

U21 男、女子單打 16強 

免費入場 
3 14:00 

男、女子單打預賽 /  

U21男、女子單打半準決賽 

4 19:00 

男、女子雙打 16強賽 /  

U21 男、女子單打準決賽及決賽 

頒獎典禮 – U21男、女子單打 

24/5(四) 
5 10:00 男、女子雙打 16強/男、女子單打 32強 $80 $60 $56 $42 

6 18:30 男、女子單打 32強 $80 $60 $56 $42 

25/5(五) 
7 14:00 男、女子雙打半準決賽及準決賽 $100 $80 $70 $56 

8 18:30 男、女子單打 16強 $130 $100 $91 $70 

26/5(六) 

9 10:00 
男、女子單打半準決賽 

$160 $130 $112 $91 

10 14:30 $160 $130 $112 $91 

11 19:00 男、女子單打準決賽 $160 $130 $112 $91 

27/5(日) 12 14:00 男、女子雙打及單打決賽 及 頒獎典禮 $200 $160 $140 $112 

* 如賽程有所更改，一切以本會 / 賽事網址之更新為準。 

 
 

訂 票 須 知 
 

1. 訂票數量：每位註冊球員、教練或裁判最多每節可預訂 4張 (由於優惠門票有限，本會將採取先到先得之方式發售)。 

2. 填妥門票預訂表格後，連同需付款之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郵寄或親遞到乒總辦事處(香港銅

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8室)。 

3. 截止訂購日期為 2018年 4月 3日(星期二)，總會職員將於 4月 20日(星期五)或之前以電話短訊(SMS)通知是否接納

訂購門票。 

4. 領取門票詳情︰ 

所有訂票者須攜同有關證件(註冊球員、教練或裁判證)親臨領取門票，或填寫附頁的授權書由他人代領。 

日期︰ 2018年 5月 2日至 5月 18日 2018年 5月 19日至 27日 

地點︰ 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8室 伊利沙伯體育館 (灣仔愛群道 18號) 

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時至下午 1時及下午 2時 15

分至 6時；星期六上午 10時至下午 1時 

上午 10時至晚上 7時 

5. 如未被接納，本會將不會寄回有關資料，並會代為銷毀。 

6. 資料不全者，將不獲接納申請。



 

「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 恒生香港公開賽」 

門 票 預 訂 表 格 

*請刪去不適用者 

 

訂購者類別：乒總註冊球員 / 教練 / 裁判 (編號：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日)             (夜)              

 

日期 節數 
開始 

時間 
比賽 

門票原價 
預訂優惠價 

(七折優惠) 

訂購數量 

(最多 4 張） 總金額 
此欄總會專用 

一區 二區 一區 二區 一區 二區 接受數量 金額 領取門票 

24/5  

(四) 

5 10:00 
男、女子雙打 16 強 /  

男、女子單打 32 強 
$80 $60 $56 $42   $  $ 

姓名： 

6 18:30 男、女子單打 32 強 $80 $60 $56 $42   $  $  

25/5  

(五) 

7 14:00 
男、女子雙打 

半準決賽 及 決賽 
$100 $80 $70 $56   $  $ 

身份證號碼(頭 4 位)： 

8 18:30 男、女子單打 16 強 $130 $100 $91 $70   $  $  

26/5 

(六) 

9 10:00 

男、女子單打半準決賽 

$160 $130 $112 $91   $  $ 簽署： 

10 14:30 $160 $130 $112 $91   $  $  

11 19:00 
男、女子單打準決賽 

 
$160 $130 $112 $91 

  
$ 

 
$ 

日期： 

27/5  

(日) 
12 14:00 

男、女子雙打及單打決賽 及  

頒獎典禮 
$200 $160 $140 $112 

  
$ 

 
$ 

 

    總數︰   $ 總數︰ $  

 

* 如賽程有所更改，一切以本會 / 賽事網址之更新為準。 

 

付款支票銀行：         支票號碼：                    金額：       訂購者簽署：                            

只限本會紀錄之用 

編號：_______________ 



 

「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 恒生香港公開賽」 

領取門票授權書 

 

*請刪去不適用者 

 

致：香港乒乓總會 

 

本人（姓名）                        *註冊球員/教練/裁判(編號：    ) 未

能親自領取「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 恒生香港公開賽」的預訂門票，現授權 

 

(姓名)      身份證號碼(頭 4 位)︰       代為領取。 

 

 

   

訂購者簽署  日 期 

※請代領門票者攜同身分證前來領取門票以便核實身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