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甲一組排球聯賽 2021
章程
1. 資格及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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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甲一組：龍隊、寧逸、仁濟、盧幹庭、力臻、華青、青龍、力戰



女子甲一組：國際、荃青、協興、Victory、葵青、CYT、暉庭、楠橋

凡已註冊登記之甲一組球隊運動員只可代表所屬球會或球隊出席本賽事。
2. 報名日期
a) 郵寄：由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一) 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一) ，以郵戳
為準。
b) 親臨本會總辦事處遞交：由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一) 起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五) 下午六時止。
3. 報名費用及交付方法


每隊港幣 1,200 元正



本會只接受支票付款 (每隊須獨立以一張支票支付)：支票請抬頭『香港排球總會
有限公司』或『VOLLEYBAL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LIMITED』
。
本會恕不承擔任何因郵寄或速遞所帶來的風險，敬請留意。
行政費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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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無論任何理由，如未有代表出席技術會議（領隊會議）並簽到之球隊，須補繳
一倍報名費作為缺席技術會議之行政費用，方可繼續參賽。違者將被取消資格，
報名費概不退還。(請參閱本章程第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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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名方法


比賽報名必須於 (http://member.vbahk.org.hk) 註冊登記；
甲組點擊「甲乙組比賽」，再點擊本賽事報名連結，並交齊以下文件：
a) 已簽妥的報名表列印正本。(系統將自動產生 PDF 檔報名表，領隊及球員必須於
報名表上加簽作實。)
b) 報名費支票
c) 家長同意書 (如有) （請參閱本章程第 24 點）



填妥及簽署球隊職員報名表連同醫生和物理治療師資歷證明（如有）並連同已簽妥之
正本球員報名表一併遞交。
報名及繳費情況，本會將不定時更新網上列表，各球隊應自行查閱或自行向本會職員
查詢。繳費情況列表以最後版本為準，請各支球隊留意本會網頁。

5. 比賽日期
2021 年 1 月上旬至 2021 年 5 月下旬。所有賽程均以本會網頁公佈的最新賽程為準。
6. 報名職球員人數
每隊最多可填報球員二十人，領隊一人及球隊職員十人（包括：教練、助理教練、物理治
療師及醫生）。於每場比賽前可於登記表上選出當中最多十四名已報名之球員作賽及五名
球隊職員坐於球隊席上。

而在比賽分紙上所登記的球員名單中，將根據 2017-2020 國際排球比賽規則第 4.1.1 項，
最多可登記 14 人。但如登記名單人數超過 12 人，將根據 2017-2020 國際排球比賽規則
第 19.1.1 項，該球隊必須有兩名自由防守球員在名單中。
領隊不能坐於球隊席上。醫生和球隊物理治療師為球隊的一部份，必須於報名時提供資歷
證明及事先獲得賽會認可。不過，在賽事之中，如果他們不被安排坐在球隊席上，他們
必須坐在位於管制範圍內之特定位置中，並得到裁判邀請後才可介入處理球員緊急情況。
球隊物理治療師(即使不被安排坐在球隊席上)可協助球隊熱身直至正式網上熱身時段開始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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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賽前檢查及技術會議（領隊會議）
賽前檢查及技術會議訂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一) 晚上 6 時 30 分假銅鑼灣掃桿埔
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二樓賽馬會演講廳舉行。
所有參賽球隊須安排領隊、教練及隊長出席，並於報到處簽到。如未派代表出席技術會議
或無簽到之隊伍，無論任何理由，須補繳一倍報名費作為缺席技術會議之行政費用方可
繼續參加比賽，否則將被取消比賽資格，報名費概不退還。
所有球隊之登記領隊、教練及隊長為出席領隊會議之代表，若上述人士未能出席，請於
技術會議兩天前電郵通知本會(competition@vbahk.org.hk) 授權代表出席，惟該代表
必須年滿十八歲。授權書文本
8. 比賽制度
賽事採用五局三勝制，以單循環賽進行
- 局數勝 3:0 或 3:1，勝者得三分，負者得零分
- 局數勝 3:2，勝者得二分，負者得一分
- 棄權球隊得零分
常規賽：賽事成績決定常規賽冠、亞、季軍名次和降班隊伍。
總決賽：常規賽最佳四隊進入總決賽，並再以單循環賽進行，決定總決賽冠、亞、季、
殿軍名次。
9. 升降制度
甲一組常規賽第七名、第八名將降至甲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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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錦標名次
以「獲勝場數」決定出線球隊，勝場較多者得較高名次及出線
a. 遇有球隊獲勝場數相同時，則以全部對賽比賽中所得之積分較多者獲較高之名
次。
b. 如有相同，全部比賽中所得之局數(A) 除以全部比賽中所失之局數(B) ，其商數
(C)較大者獲較高之名次。
A

是全部比賽中所得總局數

B

是全部比賽中所失總局數

C

所得之商數較高者為勝

方程式: A / B = C
c. 如再有相同時，則全部比賽中所得之分數(X)除以全部比賽中所失之分數(Y)，其
商數(Z) 較大者獲較高之名次。
X

是全部比賽中所得總分數

Y

是全部比賽中所失總分數

Z

所得之商數較高者為勝

方程式: X / Y = Z
d. 如仍未能決定者，則如下計算：
1)

兩隊相同時，以兩隊對賽時勝負計，勝者為勝；

2)

三隊或以上時，賽會將另行決定各隊名次之辦法。

11. 獎項及頒獎典禮
常規賽：冠、亞、季軍各隊獲獎盃一座。
總決賽：冠、亞、季、殿軍各隊各獲獎盃一座及獎牌。
12. 比賽規則
採用國際排球協會 2017-2020 年最新排球規則 (如有新比賽規則將於技術會議上闡釋)。
13. 網高規定
男子組：2.43 公尺；
女子組：2.2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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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比賽場地和賽程
分別於港九新界各區之室內場館舉行，請各參賽球員遵守各場地或場館之規則。
各比賽之賽程將於本會網頁上公佈。比賽期間，如有特別情況及事故，本賽會有權臨時將
賽事改期，另行安排及通知補賽日期、時間及地點，參賽者不得異議。
15. 棄權的判罰
如因遲到、證件問題或比賽制服及裝備不整齊，於法定比賽時間參賽球隊仍未能派出法定
人數出賽，將判作「棄權」論。而被判為「棄權」的球隊，比賽將以 0:3 和

每局 0:25 為

最終結果，積分並以 0 分計分，餘下之比賽可繼續進行。
16. 取消比賽資格
如球隊全隊缺席任何一場賽事，球隊將被判「取消比賽資格」，及被取消餘下所有賽事的
參賽資格。
如開賽後發現有不符合參賽資格的球員 (下稱「該球員」) 報名或參與賽事，則其代表的
球隊之比賽資格及所得積分將被取消。該球員會一年內將被禁止參加由本會舉辦之任何
比賽。
若被判決為「取消比賽資格」的球隊，則是項賽事中其他球隊與該隊對賽之所有賽事而
取得之分數亦告作廢。比賽將以 0:3 和每局 0:25 為最終結果，積分並以 0 分計分。
17. 比賽用球
採用國際批准之 MVA300 排球。排球氣壓為 0.3-0.325 公斤/平方公分。
18. 球衣及服飾指引


各球隊須穿著相同顏色及款式一致(自由球員除外)且附有不同號碼的整齊球衣，球
衣前後須有標準的排球比賽號碼 (1-20 號)，並有明顯的對比顏色。而自由球員須穿
著與同隊球員明顯不同顏色或不同款式的球衣，如球隊配置兩名自由球員，則此兩
名球員須穿著相同顏色和款式一致的球衣。



有關球隊球員的服裝規定 - 根據規則 4.3 球員的裝備包括：球衣、短褲、襪子（制
服）及運動鞋。因此，球員的球衣、短褲、襪子必須一致 (自由球員除外) 。



每位球員之球衣和球褲上的號碼必須相同。



球員號碼必須永久性縫上或印上於比賽球衣及球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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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球隊隊長之橫條必須永久性縫上。



有關其他球隊成員的服裝規定 UNIFORM OF TEAM OFFICIALS
於賽前檢查(Preliminary Enquiry) 後被允許坐於球隊席上的其他球隊成員，必須
遵守以下的服裝規定
1.

全體人員必須穿著同色同款的訓練服裝 (長褲、POLO / T 裇) 或；

2.

全體人員必須穿著同色同款的外衣、襯衣、領帶、及正式的休閒褲 (長褲)，
除非作為訓練員而需要穿著訓練服裝 (長褲、POLO/ T 裇)
⚫

這表示如果主教練脫去他/她的外衣或訓練風褸時，所有其他球隊成員必須
同時脫去其外衣或訓練風褸，以示統一的服裝。

⚫

如任何人士不遵守上述坐於球隊席上的其他球隊成員之服裝指引，將會不
被允許坐於球員席上及被要求離開比賽管控範圍 (Competition Control
Area) ，及與球隊有任何接觸，直至他們遵從有關的服裝指引為止。

19. 報到
所有參賽球隊，必須於法定比賽時間前 45 分鐘向當值技術代表報到，否則作棄權論。
球隊報到時須提交填妥之球員登記表。職隊員必須出示甲組球員球員證/職員證以核對
身份，未經核對身份的職球員不可參加比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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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地址、傳真號碼、電郵地址或本會網頁發出
任何通告或有關賽事、賽期變動的消息。本會只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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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賽事超時之處理
如因非任何球隊所能控制的情況，因任何原因而引致賽事未能開始或未能於規定之時間
內完成，本會有權決定該場賽事是否已經完成或須要重新比賽，參賽球隊不得異議。
本會將因應情況作出相應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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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訴
所有有關賽事之抗議、申訴或投訴都必須於該場賽事賽後四十八小時內，以書面形式連同
保證金港幣一千元正遞交至本會秘書處。本會於收到有關抗議、申訴或投訴後於十四個
工作天內處理。於未獲得本會同意前，不得撤回任何抗議、申訴或投訴。如有關之抗議、
申訴或投訴未能成立，有關之保證金將會部份或全部沒收。其他有關上訴機制的事項將於
技術會議上闡釋。
23. 惡劣天氣
如開賽前 2 小時，香港天文台已發出八號預警(天文台在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之兩小時
內及發出預警信息)、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當日全部賽事即告
取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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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該球員必須提交家長
同意書並連同報名表一併提交至本會，否則，本會將有權取消該球員的比賽資格。
家長同意書
25. 教練、領隊資格和責任規定
各領隊和教練年齡必須超過十八歲，並且教練或領隊必須全程於比賽之中，並為該球隊於
比賽之中的事務負責。
26. 聆訊
若有球員或球隊違犯比賽規則及不恪守體育精神作賽，而導致本會召開聆訊，涉及的球員、
球隊及有關人士有責任及義務出席本會召開之聆訊，缺席之個別人士或其所屬之球隊將受
到處罰。
27. 章則修改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本賽會有權隨時修改，並知會各有關球會/球隊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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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查詢
電話：2771 0129
傳真：2834 6510
電郵：competition@vbahk.org.hk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3:00 ; 14:00-18:00)
29. 個人資料收集
a) 資料用途：
參加者在申請表所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作比賽有關的用途，在
申請表所提供個人及有關的資料純屬自願。如參加者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本
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要求。
b) 資料轉介：
本會可能會把參加者提供的資料提供給第三方按有關條例及／或章程作報名、比賽
有關的用途。如果參加者不想把所提供的資料提供給其第三方，請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c) 索閱個人資料：根據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內所載的條款，參加者有權要求
索閱及修訂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的資料，該等要求應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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