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乒乓總會 
2019 球會聯賽 

章程 

 

 
（一） 宗旨： 

為乒乓球愛好者提供更多比賽機會，進一步推廣本港乒乓球運動，藉球會的組織聯繫各界，

加強維繫會員及廣大球迷對乒乓球的興趣，令乒乓球運動更加深入社群。 
 

（二） 聯賽時間表： 
 
1月底至3月中  聯賽報名 

   視察球會場地及規模 
3月11日       截止報名 
3月19日前   確認 / 登記註冊球會 
4月6日前   完成球員註冊 
4月25日前      訂定分級別情況及賽程 
6月中至11月   進行聯賽各級別循環賽 
8月6日至31日   休賽 
12月           終極挑戰盃比賽 (詳情稍後公布) 
 球會聯賽暨終極挑戰盃頒獎禮 

 
（三） 比賽地點： 

球會聯賽  ：   各球會場地 
終極挑戰盃：   待定 
 

（四） 賽事裁判長：   胡嘉輝先生 
賽事副裁判長： 龔劍杰先生 
 

（五）  聯賽方式及賽制： 
a. 按參賽球會的隊數及球員在「香港乒乓總會乒乓球員電腦積分及排名榜」，全隊排名最

高的四男一女球員的積分總和為依據，順序以積分高低排列，將參賽隊伍劃分為二至三

個不同的級別（Division 1, 2, ...），級別數目及各級別內的參賽隊數需視乎實際報名情

況而定，每個球會可以派出多於一隊球隊參加比賽。 
b. 比賽分級別進行，採取循環制，由各級別球隊進行主客制兩回合比賽，決出該級別的名

次。 
c. 比賽採取七場四勝制，每隊必須最少派四男一女，最多七男二女出賽，依次序為 

1. 男單 ( A 對 W )  
2. 女單 
3. 男單 ( B 對 X )  
4. 男雙  
5. 男單 ( C 對 Y ) 
6. 混雙  
7. 男單 ( D 對 Z ) 

 
 



     
 

d. 每場比賽每名球員最多只可參加單打及雙打各一場。若球員需連場作賽，在兩場比賽之

間可以要求五分鐘休息。 
e. 比賽將連續不斷在兩張球檯上進行。 
f. 任何一張球檯完成比賽後，應立即進行下一場比賽。 
g. 每場五局三勝制。 
h. 所有球員完成七場賽事，勝方得兩分，負方一分；期間球隊若有球員缺席比賽而未能完

成七埸賽事，無論最終賽果如何，球隊只可獲得一分；如沒有球員到場比賽而棄權將得

零分。 
i. 在各級別的循環賽中，參賽隊伍須完成所有七場賽事；若積分相同，有關單場賽事的成

績將用作計算相關隊伍之勝負 ∕ 名次。 
j. 各級別完成循環賽後，將按照積分定出該級別的冠、亞、季軍名次。 
k. 「終極挑戰盃」將於2019年12月（星期六或日）舉行，參賽資格、賽制、比賽日期、

地點及細節於稍後公布。 
 

(六) 註冊球會資格︰ 
a. 聯賽只限持有有效社團註冊證書或香港商業登記證之機構或團體參加，其他證書一律不

被接納。 
b. 球會須已註冊成立最少三年，有固定訓練場地及足夠合適的乒乓球比賽設施舉辦聯賽賽

事。 
c. 有興趣參加的團體 ∕ 機構須註冊成為「香港乒乓總會聯賽會員」（球會），註冊費用全

免。 
d. 球會必須購買足夠合適的保險，為所有在球會場地範圍內參與比賽人士提供適當的保障。 
e. 球會須提名一位「召集人」及一位「第二聯絡人」負責聯絡事宜。 
f. 聯賽委員會收到球會的申請表格後，將派員到申請註冊的球會實地考察，及向球會負責

人瞭解訓練 ∕ 比賽設施及球會組織詳情。 
g. 香港乒乓總會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球會 ∕ 球員註冊申請。 
 

(七) 參賽球員資格： 
a. 每隊最多可報15名球員，其中必須最少有四男一女球員。 
b. 參賽球員必須持有香港身份證，1994年或之前出生，非現役香港隊成員或全職精英運動

員及必須為「香港乒乓總會註冊球員」。 
c. 凡未登記為香港乒乓總會註冊球員者，須於球會註冊申請獲接納的兩星期內辦妥乒總球

員註冊手續，並可獲豁免2019年度的球員註冊費，成為香港乒乓總會該年度註冊球員。

除了可以參加聯賽之外，亦可以享有其他香港乒乓總會註冊球員的權利。 
d. 聯賽球員每年註冊一次，球員一經註册其資格即被確認，註冊日期截止後，不得增加或

更換球員名單。 
 

（八） 賽事獎項： 
a. 各級別均設冠、亞、季軍，得獎球會將獲頒發獎盃及獎牌。 
b. 各級別均設男子及女子「最有價值球員」獎，得獎球員將獲頒發獎座。 
c. 「終極挑戰盃」設冠軍一名，獲勝隊伍將獲頒發獎盃一座。 
d. 「終極挑戰盃」比賽及頒奬禮將於2019年12月(星期六或日)舉行，比賽日期、地點及 

細節於稍後公布。 
 

（九） 註冊方法及截止日期： 
請於2019年3月11日或之前填妥「球會申請表」，透過電郵 (league@hktta.org.hk) 或傳真 
(2838 9233) 交回乒總秘書處辦理。如申請獲接納，球會需於4月6日前遞交以下文件， 
進行聯賽報名手續。 

mailto:league@hktta.org.hk)%20%E6%88%96%E5%82%B3%E7%9C%9F(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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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效社團註冊證書或香港商業登記證影印本； 
2) 乒總註冊球員的登記表格及所需文件(逾期遞交者將不能參與球會聯賽)；及  
3) 聯賽報名費用。 

 
（十） 聯賽報名費用及注意事項： 

報名費每隊港幣 $2,000 
填妥表格，連同報名費港幣$2,000，以劃線支票於 2019 年 4 月 6 日前親遞或郵寄至： 

香港乒乓總會辦事處 
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8 室 
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 下午 2 時 15 分至 6 時 

 星期六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a.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或 

「The Hong Kong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Ltd」；  
b. 如支票未能兌現，本會將會收取該隊港幣 100 元之行政費用； 
c. 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參賽球會名稱、召集人 /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d. 參賽隊伍獲接納申請後，一切費用概不退還。 
 

(十一) 球隊級別及種子編排： 
本賽事的球隊級別（Division）及種子編排將按照「香港乒乓總會乒乓球員電腦積分及排名榜」，

全隊排名最高的四男一女球員的積分總和為依據，順序以積分高低排列，定出球隊所屬的級

別及種子編排。（級別數目及各級別內的參賽隊數需視乎實際報名情況而定） 
 

(十二) 賽規： 
除在本章程列明外，比賽將以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現行球例為準。 

(十三) 比賽場地器材及用品： 
a. 比賽用球可以是國際乒乓聯會核准的任何牌子40+***白色乒乓球，主場球會須為比賽提

供比賽用球，本會亦會送贈半打雙魚牌V40+***白色乒乓球予參賽隊伍。終極挑戰盃比賽

當日將由本會提供雙魚牌V40+***白色乒乓球作為比賽用球。   
b. 主場球會須在比賽當日於正式比賽時間最遲十五分鐘前安排妥當比賽場地及器材，並提

供比賽球檯作熱身。 
 

(十四) 賽程及改期： 
a. 球會聯賽的比賽應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舉行（公眾假期及中國傳統節日將不安排賽

事）。 
b. 比賽日期及地點由聯賽委員會訂定。 
c. 賽程亦包括參賽球會的資料和球會召集人的聯絡方法，分別發送到每一個參賽球會。 
d. 對賽球隊任何一方如未能按編定日期或時間比賽，經雙方隊長同意可安排改期。主隊須

向客隊提供另外兩個比賽日期，而客隊亦須於 96 小時內回應及確認主隊提出的新賽

期。 
e. 原則上比賽須於原定的同一星期內（星期一至星期五）完成，球會亦不得因遷就改期賽

事，而於同一個晚上與不同球會進行兩場聯賽賽事。 
f. 雙方確定新的賽期後，主隊必須於一星期前填妥「聯賽改期通知書」，並透過電郵通知

香港乒乓總會秘書處，並將該封電郵複製給對賽球隊，以作記錄。 
g. 若雙方未能就改期達成協議，則比賽將會於原定日期及地點進行，未能派隊出賽的球隊

將視作棄權。 



     
 

 
(十五) 聯賽的行政管理： 

a. 聯賽由《聯賽管理委員會》（聯賽委員會）按照國際乒乓聯會球例及規則管理。 
b. 聯賽委員會每年由香港乒乓總會執委會委任，其中包括一位主席、一位聯賽秘書、六至

八名委員。 
 

聯賽委員會負責以下事項 
c. 處理一切有關聯賽事宜，包括球會及球員註冊，仲裁球員 ∕ 教練 ∕ 球會就聯賽事宜的紛

爭及有關的紀律問題。所有就有關上述投訴或紀律問題必須經由有關球會的召集人向聯

賽委員會以書面提出。 
d. 聯賽委員會可就收到有關投訴或者主動召開會議 ∕ 紀律聆訊。並會將有關的通訊發送給

球會召集人和由球會提名的第二聯絡人。 
e. 安排任何一場比賽全部或部分重賽或更改任何一場賽事的比賽日。 
f. 將球員 ∕ 球會暫停或終止參加聯賽。 
g. 採取聯賽委員會認為合適的一切措施，其決定將視為最終裁決。 
 

(十六) 比賽程序： 
a. 雙方隊長須於開賽前10分鐘呈交全部七場比賽的球員出場名單連同球員身份證的前三

個號碼或乒總註冊球員證號碼，並得由對方檢視出場名單，及轉錄於聯賽分紙上。球員

須按要求於出賽時向對方隊長（或代表）出示有關證件核對。若未能於出場時出示身份

證或球員註冊證作為核對，可被視為不合法球員，不能出賽。 
b. 正式開賽時間為晚上7時30分，如果球隊因球員遲到而不夠法定人數出賽，出場紙仍須於

7時20分前填妥，在場球員可根據出場名單先進行比賽，惟所有參賽球員必須於晚上8時
正前全部到場報到，任何一方若果仍有球員未到或缺席，有關球員未到或缺席的場次判

對方勝3:0，而被視作未能完成七場賽事的球隊，仍可繼續其餘場次的比賽，但不論最終

賽果如何，此球隊只可獲得一分。 
 

(十七) 球例及裁判：  
a. 除本章程之特定規程外，比賽將會按國際乒乓聯會現行球例及規則進行。 
b. 所有比賽由對賽球隊輪流執法，並由主場球會派記分員（並非裁判），負責登錄成績。

兩張球檯同時進行比賽時，裁判可將對賽成績分別以兩張分紙記錄下來，賽事完畢後再

統一抄錄在一張分紙上。 
c. 在各級別的聯賽及終極挑戰盃賽事，乒總均不會派出裁判執法，各球隊應以最高體育精

神作賽。比賽期間如有紛爭，由對賽球員自行處理。 
d. 任何球隊 ∕ 球員均不能以任何理由，停止或拒絕繼續比賽。停止或拒絕繼續比賽一方，

會視作棄權，對方會得到該場比賽分數，餘下賽事則繼續進行。 
e. 由乒總委任國際或本地裁判長擔任聯賽裁判長及副裁裁長，負責編排賽程、解釋球例及

計算比賽成績等工作。 
 

(十八) 
 

上訴： 
比賽時如有爭議，雙方可保留上訴權，但賽事仍須繼續進行。上訴一方可於賽後72小時內以

書面向聯賽委員會提出，連同上訴費用港幤二百元，送交本會辦事處。如上訴得直，費用將

獲發還。 
 



     
 

(十九) 
 

分紙及成績處理： 
a. 比賽結束後，分紙須由雙方隊長簽署作實。然後由勝方於比賽後 48 小時內將填妥的分

紙以電郵 ( league@hktta.org.hk ) 或傳真 ( 2838 9233 ) 交回乒總，惟勝方需保留分

紙及出場紙正本，以便賽後有爭議時可出示作為根據。 
b. 乒總將會按時於聯賽網頁上載成績。欠交或遲交分紙會令致成績未能登錄，勝方的成績

亦可能會被取消。 
c. 聯賽委員會有權不處理資料不齊全的分紙。 
 

(二十) 比賽服裝 
比賽時隊員需穿著劃一球衣，如安排上有困難，亦可接受個別隊員穿著其他合適的運動服裝

作賽，惟球衣顏色不得為白色或類似顏色。 
 

(二十一) 惡劣天氣： 
a. 如當天首場比賽前兩小時或比賽進行中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訉號，該日

全部賽事改期。並由雙方隊長協商於原定日期後之兩星期內或該一輪分組賽完成後一星

期內（以較早者為準）另行安排補賽，主隊須於四十八小時內通知聯賽委員會有關情況

及更改。 
b. 如雙方未能達成協議，補賽日期地點將由聯賽委員會決定，並由主隊負責有關場地費用。 
c. 除非得到聯賽委員會之批准，任何未能在上述時間完成的賽事，或者雙方球會未能在原

定日期之後的四十八小時內通知聯賽委員會有關更改日期的情況，則會被視為雙方棄權，

兩隊都不會得到聯賽分。 
 

 (二十二) 球員健康狀況警告： 
任何人士在參加乒乓球活動或比賽前身體感到不適，包括但不止於體能、作悶作嘔、心律異

常、胸口疼及出汗、呼吸不暢順、四肢乏力等，均不應出席是次活動及比賽。如於活動或比

賽中出現上述徵狀或其他身體不適狀態，應立即停止所有活動並延醫診治。身患感冒或其他

長期病患、服藥後、酒後及懷孕人士均不適宜作劇烈運動。 
 

(二十三) 備註： 
a. 聯賽比賽成績不會計算在乒總排名榜內。 
b. 參賽機構 / 球會 / 球員如發現提供任何虛假聲明，會導致其報名資格失效。本會即取消

該球會 / 球員註冊及比賽資格，報名費概不發還，及執行相應的紀律處分。 
c. 參賽球會及球員須服從及尊重大會之決定，否則，本會有權取消不遵守本會章則之球會

或球員參賽資格。 
d. 參加者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與合辦機構的康樂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 
 

 

(二十四) 章程：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會有權隨時增減或修改而無須事先通知。 
 

(二十五) 查詢：香港乒乓總會 
電話：2575 5330   
網址：http://www.hktta.org.hk   
電郵：league@hktta.org.hk 

 
 

 
 

香港乒乓總會秘書處  謹啟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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