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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啟德．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將於2019年7月14日舉辦「飛越啟德．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此賽事由「飛

越啟德運動基金Kai Tak Sports Initative」冠名贊助，為本地中小學生提供平台互相切磋，促進學界跳繩風

氣。比賽將依照國際賽規例，為世界繩聯WJRF 及亞太繩聯APJRF 認可之學界賽事。 

 

 甲部) 賽事重要資料 

比賽日期 比賽時間 比賽地點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7月14日(日) 上午11時至晩上8時 旺角麥花臣室內場館 (奶路臣街38號) 2019年5月6日(一) 

 

報名取錄結果公佈 預計出場序公佈 

2019年6月12日(三) 

晩上10時前 

比賽音樂(MP3格式) 

2019年5月24日(五) <只適用於學界表演杯＞> 

2019年6月17日(一)晩上10PM前將音樂電郵至 

competition_hkrsf@hotmail.com 

統一繳交比賽音樂範本如下：(例子:香城中學.mp3) 

出場序(final version)公佈 

2019年6月17日(一) 

晩上10時前 

 請各領隊老師自行到網上查閱預計出場序，如發現預計出場序任何錯誤或遺漏由本會引致，請於 

6月14日(五)下午6時前電郵本會 competition_hkrsf@hotmail.com更正。 

 

乙部) 一般資料 

1) 參賽資格 

A) 參賽學校必須為2018-2019年度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之學校會員。 

B) 以學校為參賽單位，不可越區或聯校參賽(上、下午校各為獨立單位) ，不接受個人報名。 

C) 參賽運動員必須為教育局註冊之全日制或日間中學或小學學生。 

 

2) 比賽項目、比賽費用、每校名額 

             比賽項目       比賽費用          每校名額 

個人項目         30 秒前繩速度賽 港幣 $40(每位運動員)    30人(男子組/女子組) 

二重跳之王 

(限時2分鐘, 運動員只有1次機會) 

港幣 $40(每位運動員)    6人(男子組/女子組) 

雙人項目         30 秒單側迴旋速度賽 港幣 $50 (每組運動員)   12 組 (男子組/女子組) 

團體項目       4 x30 秒混合速度接力賽 港幣 $180 

(可自由選擇二項) 

          1 隊  

(學校可派出不同隊員參與

各個團體項目) 
  2分鐘大繩8字走位速度賽(6-8人) 

 花式項目      學界表演杯 TEAM SHOW       港幣 $800          6-18人 

 



      
 

 

 
電話 TEL:(852) 3705 0357             傳真 FAX: 3705 0358         電郵 E-MAIL: hkrsf@hotmail.com 

地址 ADDRESS: 香港觀塘偉業街 209-211 號富合工業大廈 4 樓 D 室  a 網址 WEBSITE: http://www.hkrsf.org 

  

 

4) 名額、年齢、性別丶地區分組 

每校最多以35名運動員(男女不限)為一單位，參與以下項目: 

     比賽項目   年齢分組 性別分組 地區分組 

 個人項目          30 秒前繩速度賽 ✓ ✓ ✓ 

           二重跳之王 

  雙人項目     30 秒單側迴旋速度賽     ✓ ✓ ✓ 

  團體項目 

 

           4 x30 秒混合速度接力賽  ✓ ✓ 

        2分鐘大繩8字走位速度賽(6-8人) 

 花式項目            學界表演杯  TEAM SHOW ✓ ✓  

團體項目及花式項目，毎校只派一隊參加 

 

              單人項目   雙人項目   團體項目 

小學組  中學組 

  1)  港島1  < 離島 / 中西區 / 南區 >                   港島區  

  < 離島/ 中西區/ 南區/ 灣仔區/ 東區 >   2)  港島2  < 灣仔區 / 東區 >  

                        九龍區 < 九龍城/ 觀塘/ 深水埗/ 油尖旺/ 黃大仙 >  

            新界區  < 葵青/ 北區/ 沙田/ 大埔/ 荃灣/ 屯門/ 元朗/ 西貢 > 

    花式項目 ＜學界表演杯＞    

小學組 (2 分鐘至 3 分 30 秒) 中學組 (2 分鐘至 3 分 30 秒) 

不設地區分組 

 

                  單人項目                     雙人項目    

         30 秒前繩速度賽 + 二重跳之王             30 秒單側迴旋速度賽 

    小學  男子初級組 (8歳或以下) 女子初級組 (8歳或以下) 

      男子高級組 (9歳或以上) 女子高級組 (9歳或以上) 

    中學  男子初級組 (14歳或以下)  女子初級組 (14歳或以下) 

男子高級組 (15歳或以上)  女子高級組 (15歳或以上) 

 團體項目 花式項目 

   1)  4 x30 秒混合速度接力賽 

   2)  2 分鐘大繩 8 字走位速度賽(6-8 人) 

學界表演杯 

               2分鐘至3分30秒 

小學 小學公開組(男女混合/ 男子組)         小學女子組  

中學       中學公開組(男女混合/ 男子組)         中學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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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比賽獎項 

  A) 單人項目 / 雙人項目（男子組及女子組）均設冠、亞、季軍，得獎者將獲發獎牌 。 

   Ｂ) 團體項目設冠、亞、季軍，得獎者將獲發獎牌，每校只能派一隊參賽，學校可派出不同隊員 

參與各個團體項目。  

  Ｃ) 花式項目(學界表演杯) 將設冠、亞、季、殿軍(小學公開組+小學女子組+中學公開組+中學女子組)  

       奬盃。 

   Ｄ) 如總分相同，則出現兩名參賽者同一名次。(例: 如某項目最高分的兩位 / 組參賽者同分， 

       則出現雙冠軍，獎牌/ 奬盃後補) 。 

   Ｅ）「全港總冠亞季軍」成績計算方法 ： 

團體項目 

4 x30 秒混合速度接力賽 ＋ 2分鐘大繩8字走位速度賽 

累積得分最高之三甲（小學公開組）（小學女子組）（中學公開組）（中學女子組）將獲發奬盃一座。 

 

    F) 單人項目(30 秒前繩速度賽+二重跳之王) + 雙人項目(30 秒單側迴旋速度賽) + 花式項目 

       (學界表演杯) 之成績將不計算在「全港總冠亞季軍」成績之内。 

 

    6) 出賽驗證 

     A) 領隊報到: 領隊/ 教練/ 家長一併收集參賽者附有出生日期及相片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副 

        本/ 電子檔副本（例如：身份證或學生手冊），連同大會預先提供的報到barcode（可print出或手 

        機出示) 進行報到。召集處及裁判將為毎位參賽者核對姓名，參賽者須出示附有相片的有效身 

        份證明文件正本/ 副本/ 電子檔副本（例如：身份證或學生手冊）。如錯過比賽，一律不設補賽， 

        已繳之報名費亦不獲發還。 

     

    7) 比賽規則 / 行為操守 

    A) 請參閱由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及世界繩聯 World Jump Rope Federation共同訂立之 

      「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比賽總則)」http://www.hkrsf.org。) 

    B) 毎位運動員必須準確填寫出生日期，遞交比賽報名表後，本會賽委會將以2019年7月14日設定為 

       所有運動員參賽年齡。   

    C) 請參賽者報名前細閲比賽章程、比賽總則及賽規。是次比賽不設上訴，所有賽果按當日裁判長 

       決定作最後裁決。報名一經接納，所有參加者必須遵守本會所訂定立之比賽規則及編排，本會 

       保留一切比賽細節及賽規最終決定權及解釋權。 

 

    8) 天氣情況 

      如遇天氣情況惡劣，參賽者可於比賽前兩小時致電本會查詢; 如遇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風球 

      或黑色暴雨訊號時，比賽則會改期進行，補賽日期將另函通知。 

      

http://www.hkr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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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全港名額(中小學)    

 

丙部：截止日期及報名方法 

1) 由即日起至2019年5月6日（一）截止 (以郵截為準)。 

2)  報名方法 

A) 報名表格可於本會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官方網頁 www.hkrsf.org下載。 

B) 請填妥 1) 比賽報名表     2) 劃線支票(比賽報名費)   3) 2019年學校會員申請表  

          4) 劃線支票(學校會員費)    5) 運動員聲明    6) 運動員相片 

3) 報名一經接納 (5月24日之後)，本會不接受任何更換運動員及更改比賽項目，所繳費用概不退回。 

 

(支票抬頭為: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有限公司)，並郵寄至香港觀塘偉業街209－211號富合工業大廈4樓D

室，信封面請註明「飛越啟德．第四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C) 支票背面請列明 1)學校名稱 2)聯絡老師姓名 3) 聯絡老師電話號碼。 

D) 報名一經接納，所繳費用概不退回，未被接納之報名申請者所繳交之報名費用將會退回。 

E) 報名費收據將於比賽日派發給學校領隊老師或郵寄至學校。 

 

丁部：報名取錄通知 

A) 場館將設人流管制措施，如報名人數超出指定限額，上屆參賽學校可獲優先取錄考慮，首次參與本

會主辦之學界賽學校將以先到先得方法。 

B) 無論報名成功與否，報名結果將於2019年5月24日(五)或之前以電郵方式通知學校負責老師， 

   請務必填寫正確電郵資料，並定時查閱相關電郵。 

C) 預計賽程 (運動員出場序/報到時間): 將於2019年6月12日(三)上載到本會網頁，不會另函通知， 

  請各領隊老師自行到網上查閱。 如發現任何錯誤或遺漏，請於6月14日(五)下午6時前電郵本會  

  competition_hkrsf@hotmail.com更正。 

D) 賽程(運動員出場序/ 報到時間)將於2019年6月17日(一) 晩上10時或之前上載到本會網頁。 

 

戍部：查詢及聯絡 

電話: 3705 0357    傳真: 3705 0358   電郵: competition_hkrsf@hotmail.com    網址: http://www.hkrsf.org 

             

 

章程及規則如有未盡善處，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保留最後修改權利 

全港最多800人 全港最多350隊 全港最多70隊 全港名額 16 隊 

30 秒前繩速度賽 30 秒單側迴旋速度賽    1)  4 x30 秒混合速度接力賽 

   2)  2分鐘大繩8字走位速度賽(6-8人) 

學界表演杯 

(中學組8隊) 

(小學組8隊) 
全港最多300人 

二重跳之王 

http://www.hkrs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