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全港公開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球員須知 
 

(一) 比賽日期及場地 : 

組別 日期 備註 場地 

男子甲組 

12-11-2022 (六) 初賽 調景嶺體育館 

13-11-2022 (日) 複賽 香港公園體育館 

27-11-2022 (日) 決賽 上水建造學院 

男子乙組 

4-10-2022 (二) 初賽 聯和墟體育館 

30-10-2022 (日) 複賽 香港公園體育館 

27-11-2022 (日) 決賽 上水建造學院 

男子丙組 

4-10-2022 (二) 初賽 士美非路體育館 

8-10-2022 (六) 初賽 蒲崗村道體育館 

12-11-2022 (六) 複賽 調景嶺體育館 

20-11-2022 (日) 決賽 聯和墟體育館 

男子丁組 

8-10-2022 (六) 初賽 
蒲崗村道體育館 

9-10-2022 (日) 初賽 

30-10-2022 (日) 初賽 
香港公園體育館 

13-11-2022 (日) 複賽 

20-11-2022 (日) 決賽 聯和墟體育館 

男子戊組 

9-10-2022 (日) 初賽 荃灣西約體育館 

30-10-2022 (日) 初賽 
香港公園體育館 

13-11-2022 (日) 複賽 

20-11-2022 (日) 決賽 聯和墟體育館 

女子甲組 

1-10-2022 (六) 初賽 界限街體育館 

4-10-2022 (二) 初賽 聯和墟體育館 

27-11-2022 (日) 決賽 上水建造學院 

女子乙組 
1-10-2022 (六) 初賽 界限街體育館 

20-11-2022 (日) 決賽 聯和墟體育館 

女子丙組 
2-10-2022 (日) 初賽 大窩口體育館 

20-11-2022 (日) 決賽 聯和墟體育館 

女子丁組 
30-10-2022 (日) 初賽 香港公園體育館 

20-11-2022 (日) 決賽 聯和墟體育館 

 



各埸館地址請參考下列連結: 

(a) 界限街體育館 -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etails.do?ftid=0&did=17 

(b) 大窩口體育館 -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etails.do?fid=832&did=5 

(c) 聯和墟體育館 -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etails.do?fid=297&did=7 

(d) 士美非路體育館 -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etails.do?fid=141&did=1 

(e) 蒲崗村道體育館 -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etails.do?fid=754&did=16 

(f) 荃灣西約體育館 -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etails.do?fid=635&did=13 

(g) 香港公園體育館 –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etails.do?fid=121&did=1 

(h) 調景嶺體育館-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Details.do?fid=1274 

(i) 建造學院 - https://www.hkic.edu.hk/uploads/AboutUs/ssc_guide1.pdf 

 

 

(二) 比賽制度︰ 

(1) 採用五場單打制，次序為（A 對 X，B 對 Y，C 對 Z，A 對 Y，B 對 X）， 以先勝三

場為勝。 

(2) 除男甲及女甲外，其餘組別的初賽為每場三局兩勝，第二階段為每場五局三勝。。 

(3) 初賽採用分組循環制，複賽則採用單淘汰制以決定名次。 

(a) 男子甲組每組首、次名出線爭冠、亞、雙季軍； 

(b) 男子乙組至戊組每組首名出線爭冠、亞、雙季軍； 

(c) 女子甲組每組首、次名出線爭冠、亞、雙季軍； 

(d) 女子乙組至丁組每組首名出線爭冠、亞、雙季軍； 

(4) 每場比賽每隊必須派出三名球員到場出賽，否則作棄權論； 

(5) 在循環賽中，勝方得两分、已完成比賽的負方得一分，棄權或未能完成比賽的負

方得零分。 

 

(三) 球例： 除本會特許外，以國際乒乓球聯合會現行球例為準。 

   有關球例可參閱下列網頁： 

  https://documents.ittf.sport/sites/default/files/public/2021-04/2021ITTFHandbook.pdf  

  https://www.hktta.org.hk/referee/pdf/Laws_Reulations_ChineseOnly_2021.pdf 

 

(四) 球拍︰ 

(1) 除本會特許外，球拍膠皮必須為國際乒聯現行批准方能使用，膠皮表可在國際乒

聯網頁下載。 

ITTF-Equipments 

國際乒聯膠皮表(LARC- 1 July 2022 to 30 September 2022 及 LARC- 1 October 2022 to 

31 December 2022)內的註冊膠皮均可在本賽事使用。 

 

(2) 本賽事不設強制及自願驗拍安排，球拍的合法性由裁判員於賽前檢定。 

 

(五) 比賽用球︰賽事採用白色雙魚 V40+ *** 的比賽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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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ic.edu.hk/uploads/AboutUs/ssc_guide1.pdf
https://documents.ittf.sport/sites/default/files/public/2021-04/2021ITTFHandbook.pdf
https://www.hktta.org.hk/referee/pdf/Laws_Reulations_ChineseOnly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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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服裝︰ 

(1) 必須穿著短袖運動衫及運動短褲(長度不可過膝)，顏色不得為白色或類似顏色。 

(2) 同一球隊必須穿著劃一的短袖球衣，否則不得作賽。 

 

(七) 復賽後的防疫措施及安排： 

(1) 比賽前 

a) 因應疫情嚴峻，建議各球員、教練及陪同者於前往比賽場地前自行進行快速檢

測，以保障場地所有人士。 

b) 使用者在進入體育處所、表演場地、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前必須利用手機掃描

「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便在出現確診個案時進行接觸者追蹤。根據《預防及

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 599L 章）及相關行政指令的規定，所有進

入或身處體育處所或其他康文署管理室內場所的人士，均須符合「疫苗通行證」

實施的相關要求。有關政府公布的「疫苗通行證」最新接種時間表詳情可參閱

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 

c) 所有進入體育處所、公共圖書館、博物館、表演場地及音樂中心設施的人士進

場前亦須接受體溫檢測和使用酒精搓手液，並須佩戴自備的口罩。 

d) 賽事不設觀眾席，每隊只限 4 人(包括 3 位球員)，進入報到區及比賽場區； 

e) 比賽球隊可自行安排隊席位置，如兩隊就隊席分配上出現意見分歧，裁判員即

時擲毫決定隊席的分配，分配後就不變直至比賽完結； 

f) 所有進入報到區及比賽場區的人士必須佩戴口罩； 

g) 由於有人數限制及避免太多人聚集，請各參賽球隊不要太早前往比賽場館。球

隊須按賽程表編訂時間前 20 分鐘報到； 

h) 若於編定時間仍未到達報到區報到者將作自動棄權論。報到處將不作個別提示

或額外宣佈。球隊每一場比賽均須依上述 g) 的程序重新報到。 

 

(2) 比賽期間： 

a) 隊席中的其他球員或教練，必須佩戴口罩並不可跨越其他場區觀賽或擔任教練

工作。 

b) 進行比賽中的球員可自行決定比賽期間是否佩戴口罩； 

c) 不設毛巾籃，球員的毛巾可放置在隊席； 

d) 擲毫時，雙方球員需站在球枱兩端； 

e) 球賽進行時，局與局間不需換邊； 

f) 球員儘量不要用手接觸枱面，如有需要可向裁判員取用萬用紙拭抹或向裁判  

g) 示意要到教練席抹汗； 

h) 建議球員切勿向乒乓球及球拍吹氣。 

 

 

(3) 比賽結束 

a) 雙方球員可互相點頭以作示好，避免握手或有身體接觸的舉動； 

b) 雙方球員無須簽名，但應核對裁判分紙上的比賽成績； 

http://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c) 球隊需於該場比賽結束後儘盡快收拾個人物品，並且離開比賽場區。 

 

(八) 報到及棄權︰ 

(1) 球隊須按賽程表編訂時間前 20 分鐘報到，若於編定時間仍未報到或不足三名球員

到場出賽者，作自動棄權論。 

(2) 參賽雙方球隊須於賽前 10 分鐘準時抽籤，球隊在抽主/客隊後，必須在 5 分鐘內

將出賽球員名單交回賽務處，逾時未交者，將作棄權論。若球隊未能於指定時間

進行抽籤，對方將有權先揀主/客。 

(3)每場比賽開始時，每隊須向該場執法裁判出示各出賽球員附有相片的身份証明文

件(如 : 乒總球員註冊証、身份証、學生証、學生手冊、前往港澳通行證或旅遊證

件等正本)。及按照賽制依次序派隊員出場比賽，否則可被判棄權。 

(4) 出場表必須填報五場賽事的所有比賽球員及按照賽制依次序派員出場，未能按出

場表派球員出場任何一場賽事的隊伍將被判整場賽事棄權。 

(5) 球隊若在初賽賽事中棄權兩次，即被取消以後比賽資格。該隊之前比賽的成績依

舊作實，未賽之賽事，一律判對方勝 3 比 0。倘球隊在複賽賽事中棄權，即被取消

餘下所有比賽資格。 

(6) 因應現時疫情持續，若球隊因隊員染疫導致不足 3 人出席比賽，可於比賽日或之

前以書面電郵至乒總秘書處 (hktta@netvigator.com) 申請豁免扣減棄權罰分。申請

者需清楚列明參賽組別、球隊名稱、所有隊員姓名、並提交印有染疫球員身份資

料的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強制隔離文件或染疫/密切接觸者等有效文件副本，

否則賽會將視為一般棄權論。   

(7) 因以上情況而在初賽階段棄權的隊伍(除男戊及女丁外)，若符合豁免扣分的條件，

可列為分組賽小組第四名的球隊，球隊及其成員將於 2023 年全港公開團體賽降

級為下一組別球隊及球員。 

 

(九) 上訴︰ 

(1) 比賽時若對執法裁判員的判決不滿，應即時向裁判長提出，由裁判長即時處理。 

(2) 若對當值裁判長的判決有任何不滿或異議而提出上訴，各隊仍必須按照賽程表先

行作賽，並於 72 小時內以書面報告，連同上訴費用港幣$500 送交本會辦事處提

出上訴。 

(3) 拒絕作賽的球隊一律作棄權論。 

 

(十) 其他︰ 

(1) 若比賽時間緊迫，在必要時，裁判長有權將同一場團體賽分別安排在兩張球檯同

時作賽。 

(2) 視乎實際情況，大會有權將當日之賽事提前或押後舉行，參賽球隊不得異議。 

(3) 其他詳情，請參閱比賽章程或致電 2575 5330 香港乒乓總會。 

(4) 比賽當天的第一輪比賽前 2 小時或於比賽進行期間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

暴雨警告訊號，該日賽事(包括餘下未進行的賽事) 全部取消，屆時請留意香港乒

乓總會的公布。 



 

(十一) 獎勵︰ 

(1) 每組設有冠軍、亞軍及雙季軍。並可獲頒獎盃及獎牌。 

(2) 男女子甲組另設獎金共港幣$42,000   

(冠軍 $12,000；亞軍 $6,000；雙季軍 $1,500)。 

(3) 賽會特設「最具體育精神獎」以獎勵在比賽期間發揚體育精神及尊重對手與裁判

的球隊。 

香港乒乓總會 

                                                              裁判組啟 

二零二二 年 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