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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旨 

推動本港沙灘排球發展，提高本港沙灘排球水平，及推動社會人仕積極參加沙灘排球賽事。 

 

日期/地點 

賽期 地點 時間 

7 月 2,3,9,10,16,17,23,24,30,31 日 

8 月 6,7,13,14,20,21,27,28 日 

9 月 3,4,10,11,17,18,24,25 日 

10 月 1,2,8,9,15,16,22,23,29,30 日 

新咖啡灣沙灘排球場 

星期六  

1400-1800 

星期日 

0900-1800 

 

2) 獎勵 

凡獲各組別之冠、亞、季軍之球隊，由賽會頒發獎盃 2 座及獎牌 2 枚。 

 

3) 報名人數 

每隊二人 

 

4) 報名資格 

所有本地比賽之參加人士均須為本港居民(持有香港身份證)，能遵守各賽事之章程者，均可報名參加。

(參賽球員必須註冊成為香港排球總會 2021-2022 年度之沙灘排球員，參賽球員並必須於截止報名日期

前完成所有球員註冊手續，否則將不能參與是此賽事。) 

 

5) 球員註冊 

網上沙灘排球員註冊系統: http://member.vbahk.org.hk/ 

**如未註冊者請在遞交報名前完成網上註冊，然後下載註冊表格，並連同已簽妥的註冊表格及註冊費用

港幣二十元正以支票方式一併交回本會** 

**已註冊之球員可按以下連結查閱沙灘球員註冊編號 

[ 男子組 | 女子組 ] 

 

6) 比賽隊數 

男、女子甲組各 8 隊，男子乙組 32 隊，女子乙組 32 隊，乙組賽事如超過限定隊數，將舉行資格賽(視

乎隊數而定)，如報名隊數過多，本會有權於後期設立隊數限制。 

 

7) 報名手續  

程序一：填妥網上報名表 

https://forms.gle/vQhcZKcDijjNzfD97 

 

 

 

http://member.vbahk.org.hk/
https://www.vbahk.org.hk/items/media/BeachVolleyball/Registration/bvb_players_registration_v26(20220222)_men.pdf
https://www.vbahk.org.hk/items/media/BeachVolleyball/Registration/bvb_players_registration_v26(20220222)_women.pdf
https://forms.gle/vQhcZKcDijjNzf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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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二：寄交報名費用至本會 

於網上報名成功提交後，報名系統會自動回覆至領隊之電郵，球隊須確保收到此自動回覆，並於截止日

期前將以下文件郵寄或親身遞交至本會辦事處。 

(辦事處地址: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1007 室) 

資料包括： 

1. 比賽費用及註冊費用 (只接受支票，支票背面註明球隊名稱，組別及聯絡資料)。 

2. 已簽妥的註冊表格交回本會。 

3. 如報名球員未年滿十八歲(即 2004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該球員必須提交家長同意書(按此下載)。 

 

注意事項 

1. 比賽費用包括正規賽及資格賽，請分開兩張支票遞交。球員註冊費用亦請分開支票遞交。 

2. 本會只接受支票付款，支票請抬頭『香港排球總會有限公司』 或 『VOLLEYBAL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LIMITED』並必須於支票背面註明球隊名稱，組別及聯絡資料。 

3. 信封面上註明"HK Tour GC"、球隊名稱及組別，確保郵資足夠支付其信件費用。 

4. 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5. 如報名費支票遭銀行退票，本會將一律收取港幣 300 元正作為行政費用。 

6. 所有報名情況，本會將不定時更新網上列表，各隊伍應自行查閱或向本會職員查詢。 

7. 截止報名日期後退出，報名費亦一概不會退還。 

8) 報名費 

正規賽 - 每隊 HK$350(甲乙組) 

資格賽 - 每隊 HK$200 

正規賽將以排名積分，計算其種子位置及小組比賽組別，所有球隊在報名時需先繳交$350。 

無論球隊是否需要進行資格賽，都必須先同時繳付正規賽及資格賽費用。 

(本會將不定期於網頁更新繳費情況，敬請自行查閱。) 

所有球隊必須先繳交$350 (正規賽)及$200 (資格賽)的兩張支票(正規賽和資格賽之支票請分開支票填

寫，否則未能處理)。於技術會議期間抽籤種子排名後而不需要參加資格賽者，則即時退回資格賽費

用；如球隊未能晉身正規賽，正規賽費用支票將於所有比賽結束後銷毁。 

 

9)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 至 2022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 18：00 止，郵寄報名以截止日期郵戳為準。 

**請參賽隊伍預留足夠時間先於網上報名，再於截止日期前寄交至本會，逾期恕不受理。** 

**本會不會受理任何郵資不足的郵件，亦不負責前往郵局支付及收取該等郵件。郵資不足夠的郵件將由

香港郵政退還給寄件人。因此請寄件人必須在投寄郵件時支付足夠郵資。本會一概不承擔任何郵寄風險。

** 

所有入圍球隊將於 2022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 或以前於本會網頁內公佈。 

 

 

https://www.vbahk.org.hk/items/media/BeachVolleyball/2022/authorization_bvb_competition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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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術會議及抽籤 

技術會議及抽籤儀式將定於 2022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19:00 透過香港排球總會 Zoom 會議進行。請

各隊委派代表出席，並確保代表者明白有關技術會議之內容及重要性。於技術會議上決定有關比賽事宜

日後將不再解釋。 

 

11) 比賽制度 

將根據報名隊數決定，並於技術會議上公佈及解釋 

資格賽：3 局 2 勝制，首兩局 15 分，第三局決勝局 15 分，每隊每局有 1 次暫停。 

 

12) 種子隊伍 

以排名積分計算其種子位置及小組比賽組別。如有球隊排名積分相同則抽籤。 

 

13) 比賽制服 

所有隊員必須穿著統一制服(包括上衣及短褲)。 

 

14) 比賽規則 

採用國際排球協會最新之沙灘排球現規則及本地沙灘排球比賽附則(按此查閱)。 

 

15) 網高 

男子甲組 2.43 米，男子乙組 2.35 米；女子甲組 2.24 米，女子乙組 2.20 米。 

 

16) 比賽用球 

Mikasa FIVB Official Game Ball, Model#: VLS300 

 

17) 賽事安排 

參賽隊伍將於開賽前 3 日收到比賽資料。比賽賽程將於技術會議結束後於本會網頁上公佈，公佈後參賽

隊伍不得異議，若隊伍未能於公佈後的賽期比賽將不獲退還報名費。在整個賽事期間，如有特別情況或

事故，賽會有權臨時改期，另行安排及通知補賽日期、時間及地點，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參加者將進行不多於 5 日之賽事(資格賽除外)。 

 

18) 球隊缺席賽事通知 

球隊如未能於個別比賽日子出席賽事，請於該比賽日子前，必須以電郵通知本會。 

 

19) 棄權 

如有因遲到、證件問題或於法定比賽時間，參賽隊伍仍未能派出法定人數出賽者，比賽制服及裝備不整

齊者，將判作棄權論。而被判為”棄權”的球隊，比賽將以 0:2 和每局 0:21 為最終結果。並以 0 分計

分，以後之比賽可繼續進行。 

 

https://www.vbahk.org.hk/items/media/BeachVolleyball/bvb_by_law.pdf


【香港沙灘排球巡迴賽 2022-黃金站】 

 比賽章程  
 

4 
 

20) 報到 

所有參賽隊伍須於開賽時間前 15 分鐘，向當值場監報到。球員必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對球員身份。

如球員不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則該球員不得參加該場比賽。如發現冒名頂替者，則其球隊之比賽資格

及所得成績將被取消。 

 

21) 本會與各球隊的聯絡方法 

本會將根據各球隊於本會報名時登記之電郵地址或郵寄地址發出任何通告或有關賽事、賽期變動的消息。

本會只需完成以上其中一項的通訊方式，則視作完成該發出通告之過程。如球隊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從所

列方式獲知有關通告或消息，則由球隊自行負責任何後果。 

 

22) 十八歲以下球員規定 

報名球員之中若有十八歲以下球員(即 2004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該球員必須提交家長同意書並聯同

報名費一併提交至本會，否則，本會將有權取消該球員的比賽資格。 

 

23) 上訴 

大會不設上訴，一切賽果以裁判即場判決作最後決定。 

 

24) 惡劣天氣 

遇有惡劣天氣時（包括一號戒備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告訊號;或雷暴警告），以比賽小組臨場決定為準；如

開賽前 2 小時，香港天文台已發出三號強風訊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時，所有比賽改期，賽會將另行安排時間補賽；如天文台於比賽期間懸掛八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訊號或雷暴警告，已進行中的球賽則由場監及裁判決定賽事進度。 

 

25) 查詢電郵 

bvb@vbahk.org.hk 

 

26) 查詢電話 

2771 0688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 10:00 – 13:00, 14:00 – 18:00) 

 

27) 章程修改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賽會有權隨時修改，並知會各有關隊伍和機構。 

 

所有比賽資料以總會網頁公佈為準  

 

mailto:bvb@vba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