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香港乒乓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2022 全港公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                                           

章 程 
 

（一） 宗旨：廣泛推廣乒乓球運動。  
  

（二） 比賽日期：2022 年 1 月 8 日至 2 月 27 日 
  

（三） 比賽地點：歌和老街乒乓球中心 或 其他康文署轄下體育館 
  

（四） 賽事裁判長︰ 楊流明先生 
  

（五） 比賽項目： 

 單打賽︰ 1. 男子甲組 2. 男子乙組 3. 男子丙組 4. 男子丁組 5. 男子戊組 

  6. 女子甲組 7. 女子乙組 8. 女子丙組 9. 女子丁組  

 雙打賽： 1. 男子雙打 2. 女子雙打 3. 混合雙打   
  

（六） 參賽資格：  

所有 2022 年香港乒乓總會註冊球員及願意遵守本會章則，並符合下列各項比賽條件，即可報名參加。 

1. 男子甲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1 名至 120 名 

2. 男子乙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121 名至 360 名 

3. 男子丙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361 名至 600 名 

4. 男子丁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601 名至 840 名 

5. 男子戊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841 名或以後及其他註冊球員 

6. 女子甲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1 名至 60 名 

7. 女子乙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61 名至 180 名 

8. 女子丙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181 名至 300 名 

9. 女子丁組：報名期間內的香港乒乓總會電腦積分及排名榜第 301 名或以後及其他註冊球員 

*  所有參賽球員必須於遞交報名表時或之前登記成為 2022 年香港乒乓總會註冊球員，否則，該份報名表
格將不獲處理。 

# 參賽球員須自行往乒總網頁查看「註冊球員資訊」欄內的球員資料，搜尋自己的排名及積分，以便填報 

  正確的組別。若發現有參賽者錯填組別，本會有權更正其參賽組別而不作另行通知。 
  

（七） 名額： 

1. 單打賽︰1,600 人 (男子組- 1,110 人、女子組- 490 人)，名額會因應實際情況及政府制定的社交距離措
施而有所改變；本會有最終決定權決定各組所增加的報名名額。 

 各組將按以下次序分配名額︰ 

1.1 優先參賽權的球員︰ 

 a) 持有白金章的男子戊組及女子丁組的球員。報名者必須提供白金章證書的副本連同優先人士報名表
格以郵遞方式一併遞交，方可優先獲得參賽資格，否則當一般申請處理。 

 b) 以教練獎勵計劃所分配優先參賽名額的球員。(中級教練提名 1 名；高級及前香港代表隊教練提名 2 名) 

報名者請按以下程序完成報名，否則當一般申請處理︰ 

     i) 請確保於球員註冊資料表及賽事的優先人士報名表上填寫相同的教練資料 

     ii) 把填妥的表格交予相關教練，由教練於截止日期前，連同教練證的副本及簽署以郵遞或親遞 

       方式遞交至本會 

     iii) 如教練超額報名，則該教練所報的全部表格將不獲優先處理 

 c) 排名分較高的男子戊組球員(16 名) 和女子丁組球員(8 名)。 

1.2 
 
 
 
 
 

 
 
 
 

單打組別︰ 

a) 男子甲、乙、丙、丁及女子甲、乙、丙組的球員成功郵遞、親遞至本會後，將直接獲得參賽權。如球

員以網上方法遞交申請，需完成網上付款方可獲得參賽權。 

b) 除以上 1.1 的球員外，男子戊組及女子丁組的名額(包括經網上報名、郵遞及親遞報名者) 全部以抽

籤形式決定參賽權。抽籤詳情請參見本章程(十三)。 

 
 
 
 



2. 雙打賽：400 對 

 男子雙打 – 200 隊 女子雙打 – 100 隊 混合雙打 – 100 隊 

  a) 男、女子雙打排名榜中積分較高的種子組合(16 隊)及新組合個人排名積分的平均值最高的 

16 隊外，其餘名額(包括經網上報名、郵遞及親遞報名者) 全部以抽籤形式決定參賽權。 

b) 混合雙打的參賽權會按組合個人排名積分的平均值最高的 16 隊而定，其餘名額(包括經網上 

報名、郵遞及親遞報名者) 全部以抽籤形式決定參賽權。 
  

  

（八） 比賽制度： 

 1. 單、雙打賽採單淘汰制，每局十一分。除男子戊組及女子丁組外，全部均為五局三勝。 

 2. 男子戊組及女子丁組單打採三局兩勝制，每局十一分。16 強開始進行五局三勝制，每局十一分。 

 3. 甲組單打賽的種子球員將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的單淘汰賽，非種子球員將以單淘汰制進行第一階段比賽，

晉級後與種子球員進行第二階段賽事。 
  

（九） 賽事獎項： 

 1. 獎盃：每組設冠、亞及雙季軍。 

 2. 男、女子甲組單打及男、女子雙打及混合雙打另設獎金共港幣 $72,000 —  

  組 別 冠 軍 亞 軍 雙季軍 第 5-8 名  

男、女子甲組單打 $8,000 $4,000 $2,000 $500  

  男、女子雙打及混合雙打 $6,000 $3,000 $1,500 /  

 3.「最具體育精神獎」：以獎勵球員在比賽期間發揮體育精神及與對手、裁判員等互相尊重的獎項。 

（十） 報名日期及辦法︰ 

 1. 開始及截止報名日期︰ 

  組 別 開始報名日期 (網上、郵遞及親遞) 截止報名日期  

  優先參賽人士 

(只限郵遞及親遞)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一) 2021 年 11 月 3 日(三) 

 

  一般報名的人士  
      

  a) 優先參賽人士必須於指定的報名日期內，以郵遞或親遞方法遞交報名表及所需附件，資料不全及逾

期遞交者會被當作一般申請處理。 

  b) 除有優先參賽權 (參閱第七項 1.1) 的球員外，男子戊組及女子丁組單打賽事將以抽籤形式決定參

賽權(經網上報名、郵遞及親遞的報名者)，抽籤詳情請參見本章程(十三)。參賽權抽籤結果將以電

郵通知報名者，請各報名者確保填報的電郵地址與註冊時提供的電郵地址相符及清晰及正確無誤，

否則如參賽權抽籤結果未能傳送，本會一概不會負責。 

c) 成功取錄的男戊、女丁及雙打賽網上報名者需按取錄電郵內的連結，於限期內完成網上付款，否則

系統會自動取消其參賽權而不作另行通知。取錄電郵將於對賽抽籤日前約一個月前發送至報名時填

寫的電郵地址。 

d) 如未能於限期內繳交報名費用，參賽權將由後備名額補上，後補球員將收到電郵，如未能於限期前

完成付款，其後補資格將移至其後的後補球員，如此類推。 

 2. 報名方法︰ 

  a) 網上報名(只限 2022 年已註冊之球員)，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hktta.org.hk，「最新消息」或「現

正接受報名之賽事及活動」欄 

  b) 可於以下地點索取章程及報名表格︰ 

   香港乒乓總會辦事處：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8 室 

   於香港乒乓總會網頁：www.hktta.org.hk 下載 

  c) 郵寄或親遞 - 填妥表格，連同付作報名費之劃線支票郵寄或親遞至香港乒乓總會辦事處。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 – 13:00 及 14:15 – 18:00   星期六：10:00 – 13: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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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意事項 

  a)  每一張報名表須附上獨立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乒乓總會有限公司」或「The Hong Kong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Ltd.」。如支票未能兌現，本會將會收取發票人港幣$100 元之行政費用； 

  b)  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參賽者的姓名、參賽組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c)  如欲索取收據，每一張報名表必須獨立連同一個貼上$2 郵票的回郵信封(信封面寫上回郵地址)，否

則，賽會將不會寄上收據或退回支付報名費之支票； 

d)  如因郵資不足、註冊時及網上報名時，所填報的電郵地址出錯或其他理由而引致郵遞延誤、失誤或

未能收取本會電郵通知，本會一概不會負責。 

e) 參賽者獲接納後，如要求退出，一切費用概不退還。 

  

（十一） 報名費：單打賽 - 每位港幣 $80；雙打賽 – 每隊港幣 $100 

 豁免優惠 - 凡屬於社會福利署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資助家庭者，報名費用可獲豁免，參加者必 

           須連同證明文件及報名表格一併遞交。(註：所有資料將會保密，有關文件只作報名用途。) 

  
（十二） 種子編排：  

1. 所有球員必須於遞交報名表的同時或之前申請成為 2022 年註冊球員，其積分方被計算在種子編排內； 

2. 單打賽種子會以抽籤日之前的最新香港乒乓總會球員電腦積分排名系統內，排名及積分最高的球員列為

首號種子，第二高者為第 2 種子，如此類推。 

3. 男、女子雙打賽的第 1 至 8 號種子按雙打排名榜中的積分排列，分高列前；第 9 至 16 號種子以新組合

個人積分的平均值排列，分高列前 (個人積分以本賽事抽籤日之前，香港乒乓總會之球員電腦積分排名

榜中的個人積分作計算)。若參賽組合已屬香港乒乓總會註冊雙打組合，則取其雙打電腦積分排名榜上

的電腦積分。 

4. 混合雙打賽種子以本賽事抽籤日之前，香港乒乓總會之球員電腦積分排名榜中，該隊有最高積分之平均

值的組合列為較前的種子，如此類推。 

 

（十三） 抽籤：參賽權抽籤、對賽抽籤及賽程將稍後公布，詳情請留意本會網頁 www.hktta.org.hk。 

 

（十四） 賽規： 

 1. 一般以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現行球例為準，特別條款請參照連賽程一併發出的「球員需知」。 

 2. 報名後如發覺其證件有冒名取巧等，本會將立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報名費概不發還，並執行相應之紀

律處分。 

   

（十五） 比賽用球：賽會將提供白色雙魚 V40+三星乒乓球。 

  

（十六） 如賽事因天氣惡劣或任何突發事情影響而停賽，本會將盡量安排於 2022 球季內安排補賽。如未能安排補

賽，有關組別的排名分及名次分將不獲計算。 

  

（十七） 參加者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及資助機構的康樂活動報名事宜及宣傳上。 

  

（十八）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會有權隨時增減或修改。 

  

（十九） 查詢：香港乒乓總會電話 - 2575 5330   網址 - http://www.hktta.org.hk   電郵 - hktta@netvigator.com 

  

 香港乒乓總會秘書處  謹啟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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