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請函                  05-09-2017 

尊敬的女士/先生：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週年 及 喜愛羽毛球運動的各界人士搭建更美好的技 

術交流平台，我們特此舉辦 "HCL認證通 2017 第三屆羽毛球比賽慈善盃"，藉此發揚        

"健康生活，關愛社會，齊做運動 ”的精神。 

 

這次“愛心慈善運動” 別具意義，希望各界熱愛羽毛球人士組隊參加 並 積極捐款， 

支持活動，讓愛心慈善透過羽毛球運動傳遞出去。 所有捐款扣除比賽開支，將全數捐予 

香港的慈善機構 ( 機構名稱 有待公佈)。 

 

特此誠意邀請閣下踴躍參與，一起將  “愛心慈善運動” 的理念積極推廣開去。 期待 

你的参與 !  

 

敬祝 

身心康健！ 

HCL認證通 

何忠明會長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週年 

暨 HCL 認證通 2017 第三屆羽毛球慈善盃 
 

主辦 : 認證通國際有限公司 HCL International Ltd.  

協辦 : 香港環境師學會 HKIO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ists) 

支持單位： 

 

 宗旨: 推廣羽毛球運動，搭建技術交流平台，推動 “愛心慈善運動”關愛社會。 

 

舉辦日期: 2017年 10月 1日 (星期日)  

 

舉辦時間: 中午 12時至下午 6時 

 

舉辦地點: 元朗體育館（元朗馬田路 52號元朗文化康樂大樓 4樓） 

 

報名費用: 每隊港幣 500元 （只限 4隊比賽） 

  

參賽資格: 每隊需要參加男雙，女雙，混雙共 12項比，報名截止日期 2017年 9月 15日。 

項目 組別 只按年份計算(可

以降齡) 

派出隊組數量 每組人數(可以

降齡) 

男雙 青年組 (18 – 30歲) 1 2 

中青組 (31 – 40歲) 1 2 

先進组 (41 – 50歲) 1 2 

壯年組 (51歲或以上) 1 2 

女雙 青年組 (18 – 30歲) 1 2 

中青組 (31 - 40歲) 1 2 

先進组 (41 – 48歲) 1 2 

壯年組 (49歲或以上) 1 2 

混雙 先進组 (30– 45歲) 1 2 

松柏組 (46 歲或以上) 1 2 



 

賽  制:  全部賽事採取直接得分 31分 1局決勝，不設加分。為表公平，大會將現場進行                      

         抽籤，決定出賽次序及隊伍。 比賽結束後，勝出局數多方勝出，局數相同則計  

         算細分，高分方勝出。  

獎  項:  比賽設有冠，亞，季軍及優異獎盃。 另外每位參賽者都會獲得精美禮品乙份! 

裁  判: 由大會安排，各參賽者須服從裁判的判決。 

上  訴: 大會不設上訴，一切以當場裁判的判決為最終決定。 

棄權/ 取消資格: 各位參賽者請於比賽當日，早上 11:45 到場熱身，各隊組長需早上 11:45 

                向大會報到，逾時 15分鐘者，作自動棄權論。賽程一經編定，比賽立即 

                開始，每場賽事的球員於大會召集後 5分鐘仍未出席者，作自動棄權。 

備註：     1. 申請人須按出生年份填報參賽組別，不可越級作賽。 

           2. 本次比賽設 10個項目 (不設單打)  

               報名截止日期 9月 15日，報名後如因 

              特殊情況需要更改名單，請儘快通知，本會會安合理要求酌情處理。 

報名方法: 1. 把報名表填妥，確認隊員資料正確。 

 2.  把每隊報名費$500 轉帳至  012-924100-85523  HCL International  

     Limited  

3.報名表連同報名費收據電郵至 carter@hcl.hk 或傳真至 2148 2986  

 

溫馨提示： 

1，請參賽選手自備比賽用球拍。羽毛球則由大會提供。 

2，根據比賽場館要求，請各參賽隊員穿運動鞋入場，屆時未穿運動鞋者將不被獲准進入比

賽場地。請諒解。 

惡劣天氣安排: 如在比賽當日，天文台於比賽當日第一輪賽事報到前兩小時已發出八號預

警、 仍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該日賽事即告取消。賽會

稍後會通知各參加者相應安排。                                                                                                                                                                                                                                                                                                                                                                                                                                                                                                                                                                                                                                                                                                                                                                                                                                                                                                                                                                                                                                                                                                                                                                                                                                                                                                                                                                                                                                                                                                                                                                                                                                                                                                                                                                                                                                                                                                                                                                                                                                                                                                                                                                                                                                                                                                                                                                                                                                                                                                                                                                                                                                                                                                                                                                                                                                                                                                                                                                                                                                                                                                                                                                                                                                                                                                                                                                                                                                                                                                                                                                                                                                                                                                                                            

查詢 ：王小姐(9315 1587)  

mailto:carter@hcl.hk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週年 

暨 HCL 認證通 2017 第三屆羽毛球慈善杯 
 

報 名 表 格 

球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隊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球員名單: (每個組別只派出 1組代表出賽)      領隊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組別 只按年份計算 (可

以降齡) 

球員 1 

姓名／出生年份 

球員 2 

姓名／出生年份 

男雙 青年組 (18 – 30歲)   

中青組 (31– 40歲)   

先進组 (41– 50歲)   

壯年組 (51歲或以上)   

女雙 青年組 (18 – 30歲)   

中青組 (31 - 40歲)   

先進组 (41 – 48歲)   

壯年組 (49歲或以上)   

混雙 先進组 (30– 45歲)   

松柏組 (46 歲或以上)   

*後補選手(女１) 姓名／年齡： 

 

*後補選手(女２) 姓名／年齡： 

 

*後補選手(男１) 姓名／年齡： 

 

*後補選手（男２) 姓名／年齡： 

 

 



* 4位後補選手 1) 可以降齡參加以上比賽項目, 2)可參加多項比賽 

參賽聲書 

1. 申請人及參賽隊員聲明在報名表內所填寫的資料全部屬實，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賽資

格。本人明白，若有虛報，將會被取消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

退還。 

2. 申請人聲明參加比賽之隊員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是次比賽。如果申請人因本人/

他/她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 (HCL 認證通

國際有限公司)則無須負責。 

3. 申請人及參賽隊員聲明己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4. 申請人及參賽隊員聲明願意遵守賽會規則及服從裁判判決。 

5. 申請人及參賽隊員明白如本人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出賽，申請人在該賽事所獲得的成績及

獎項會被取消。 

 

領隊名字及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誼晚宴 : 

比賽完結後，設有聯誼晚宴(約 8時開席)，敬希各參賽隊伍踴躍參與,HCL將贊助部分費用, 

每位出席者只需付港幣 100元。大會設有抽獎, 歡迎大家捐贈禮物抽獎. 每位出席均獲贈 

精美紀念品一份。為方便統計人數及預備席位，請預早報名。及在下方填寫出席人數。 

多謝合作 ! 

出席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