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劍樂會聯盟俱樂部有限公司      
     i-Fencing Alliance Club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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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劍樂會亞太區劍擊邀請賽 

比賽日期 : 2018 年10 月14 日(星期日) 

比賽地點 :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六樓宴會廳(九龍灣展貿徑1 號) 

報名截止日期 : 截止日期 2018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 

報名費用 : 2018年9月14日前報名每個項目為港幣350 元。 

2018年9月15日至9月21日前報名每個項目為港幣 600 元。 

2018年9月22日至9月28日前報名每個項目為港幣 700 元。 

報名方法: 

i. 非本港參賽者 請於截止日期(2018 年9 月14日)前郵寄，電郵，微信，WHATSAPP或傳真遞交報名表格及費用至劍

樂會聯盟俱樂部有限公司。(國內工商銀行戶口:6212263602095164810  王曉斌)  

( 海外匯款集友銀行戶口:03974900013018 i-Fencing Alliance Club Limited ) 

個人報名轉賬必須註明參賽者姓名及組別;經劍會報名必須註明俱樂部名稱 

ii. 本港參賽者 請於截止日期 (2018 年 9月 14 日) 前親身或郵寄，電郵，傳真，微信，WHATSAPP或遞交報名表

格及費用至劍樂會聯盟俱樂部有限公司。**本港參賽者不接受轉賬交費** 

地址: 新界沙田火炭樂景街2-18 號銀禧閣商場6 樓601-603A 

傳真: 2687 5916 

電郵: ifc@i-fencing.com.hk 

如使用劃線支票付款，抬頭請寫上「i-FENCING ALLIANCE CLUB LIMITED」及於支票背面寫上參賽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每份報名表格只限一位參賽者使用。參賽者名單將於於10月2日於劍樂會網頁及有關Facebook 專頁 http://www.i-

fencing.com.hk 公佈或致電 2687 5959 查詢。 

注意事項 :每位參賽者可參加多於一個比賽項目; 但比賽時間有機會重疊,如於比賽開始後未能出賽的運動員當作棄權

論。任何賽事組別之報名參賽人數少於 6 名，將會被取消; 參賽者報到時需攜帶個人面罩到報到處進行器材測試，如面

罩未能通過測試將不能在比賽中使用。 

** 八歲以下至十二歲以下所有組別必須佩備兒童劍          ** 十四歲及及十七歲以下組別則必須佩備成人劍 

比賽項目及日程 

比賽項目 報到時間 小組循環賽開始時間 

8 歲以下男子花劍    8 歲以下女子花劍   (2010 年1 月1 日後出生) 08:00-08:30 08:45 

10 歲以下男子花劍   10 歲以下女子花劍   (2008 年1 月1 日後出生) 15:30-16:00 16:15 

10 歲以下男子重劍   10 歲以下女子重劍   (2008 年1 月1 日後出生) 15:30-16:00 16:15 

10 歲以下男子佩劍   10 歲以下女子佩劍  (2008 年1 月1 日後出生) 09:30-10:00 10:15 

12 歲以下男子花劍   12 歲以下女子花劍  (2006 年1 月1 日後出生) 12:00-12:30 12:45 

12 歲以下男子重劍   12 歲以下女子重劍  (2006 年1 月1 日後出生) 09:30-10:00 10:15 

12 歲以下男子佩劍   12 歲以下女子佩劍  (2006 年1 月1 日後出生) 12:00-12:30 12:45 

14 歲以下男子花劍   14 歲以下女子花劍  (2004 年1 月1 日後出生) 15:00-15:30 15:45 

14 歲以下男子重劍   14 歲以下女子重劍  (2004 年1 月1 日後出生) 15:00-15:30 15:45 

17 歲以下男子重劍   17 歲以下女子重劍  (2001 年1 月1 日後出生) 08:00-08:30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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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報名表 
**所有資料必須填寫 

A. 個人資料 

英文姓名(全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劍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參加項目( 請在括號內加✓) 

 男子項目 女子項目 

 花劍 重劍 佩劍 花劍 重劍 佩劍 

8 歲以下       

10 歲以下       

12 歲以下       

14 歲以下       

17 歲以下       

** 8 歲以下組參賽者年齡必須於2018 年12 月31 日或之前小於8 歲。 

** 10 歲以下組參賽者年齡必須於2018 年12 月31 日或之前小於10 歲。 

** 12 歲以下組參賽者年齡必須於2018 年12 月31 日或之前小於12 歲。 

** 14 歲以下組參賽者年齡必須於2018 年12 月31 日或之前小於14 歲。 

** 17歲以下組參賽者年齡必須於2018 年12 月31 日或之前小於17 歲。 

 聲明 

玆證明本人將不會因參加是次賽事所引致的一切個人損傷、財物遺失及損毀,向香港劍擊總會或參與該次賽事

的工作人員追究或保留追究有關賠償責任的權利。同時承諾本人遵守賽事規則及場地主委的所有決定和各項安

排,並且尊重主裁判和助理裁判,嚴格服從主裁判的口令和指揮。此外,本人同時聲明身體健康狀況適合參與是

次賽事活動。 

 

參賽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歲以下參賽者需家長/監護人簽名) 

 

（職員專用） 

經手人：                                             現金 / 支票：                              

 

收據編號：A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