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墓術註操學會 及 香港美車註操總舍主辦

香港望術註操愛心節 一全港校際工術註操及美學註操比士2U15

章程

《:港●行●以

一

●》足士i?
是由香港≡術Ⅱ操U師組成 ,並由全國工術Ⅱ操德裁判Ξ西校教授扣任π問之杜●企業°主辦全港

性及國際性公開活動 ,並於2U13年舉辦全港首個國際二術Ⅱ操遨語去 ,並列入為 「家.香港」之焦點活

動之一°學會為香港學習工術Ⅱ操者提供定平台作活動、表演、比女及交流 ,亦提供U師培訓 ,希望促

進香港
=術

Ⅱ操之發展。學含定於每年5月 至6月 期間舉行全港校際比士 ,每年11月 至12月 期間舉行香港

國際比去°參加者分為不同的年中組作交流及比去°

吁 港●仿●#口心●」是當中項目之一°透過連串推皮≡術Ⅱ操活動 ,推動市民持仁參與Spo吋S(運

動),A人S(工術)及VdunteeΓ Work(義務工作),三在元素的活動 ,建立正面及健康的生活 ,特別著重兒

重身心發展 ,提升自信 ,互助及互愛 ,成為具正面形#力的未來社會棟樑。

1.目 的:活動為 「香港工術Ⅱ操愛心節」三點項目之一°提供平台予全港學二 ,發揮所長°同時提供免

i門菜子低收入家庭學三 ,欣文

一

事 ,#此提升興起 ,並可參加 「香港
=術

Ⅱ操愛心節」於18區舉

辦之免女工作坊 ,免i學習≡術Ⅱ操 ,並可成為小老師於不同工作坊作示範演出°提供比去機舍參

≡術Ⅱ操的學生 ,#此提升她們的技術水平 ,推動工術Ⅱ操在香港的發展 ,註參加者與各選手互相

學習°

2.日 期:2U15年5月 24日 (星期日)

3.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6時

4.地點:柴﹏青年度場

5.參加至格: 一全港幼稚困、小孕及初中孕生

一須狂本●遨請

6.參去組別及項目:(評分準則須參照 「比士規則」)

小組及口Ⅱ項目以隊伍中最多人▌於之組別為準

整術Ⅱ操

組別 項 目

個人 小組 (Gala形式)

A.幼兒稚園 Kl一 】
。

沒有器械 24人
沒有器械

B.幼稚園 K3 沒有器械 圈 2再 人

圈

C./j烻掔Pl一 P3 圈 繩 2再 人

球

D./j、學 P4一 P6 球 絲帶 2再 人

絲帶

巨.中學 Fl一 Γ3 球 棒 2為 人

繩

全港校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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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學Ⅲ操

組別 項 目

美學Ⅱ操 -AGG
A.幼兒稚園 Kl-〕q 只設決賽

B.幼稚園 K3 只設決賽

C./j烻單 Pl一 P3 只設決賽

D./j\學 P4-P6 只設決賽

巨.中學 Fl一 Γ3 只設決賽

截止報名日期 :

參去資格和限制 :

a.以學枚為單位 ,而各參

一

者必須為現時就訂該學校的學生°

b.每名參加者只可參加其中一個組別 ,但可參加多個項目 ,每個項目只能參加一次°

大會不接受以下人仕參去 ;

- 非遨請隊伍

一 以個人名義報名者

文用 : 每個人單項$3UU

每小組$8UU′ 組 ;同時參加個人 ′口Ⅱ項 目者$7UU′組

每隊$95U

支票抬頭 : 支票抬頭請填 「香港二術肚操學會」

備註 : a.為有效運用資源 ,大會可根打各組別的i際報名情況詞造名額,各參加者不得

異註°

b.若每個組別項目之參加人致不足3人 ′3隊 ,大會有社取消該組別的項目°

每隊伍均狂 「準可證」以便進入限制及比去區域°

每個隊伍中 ,小學及中孕組每8名參女者可有1名 缸隊教練°

(例 :8名參女者 ,1名教練 ; 16名參i者 ,2名教練如此類推 )

幼稚口組則每5名參士者可有1名 陡隊教練°

(例 :5名參安者 ,1名教練 ; 1U名參

一

者 ,2名教練如此類推 )

額外教練、工作人員 ˊ貼買門卷洩女。每隊參女人致不限。如生個比士參與人致大多 ,大會有社拒絕

參加 ,並以先到先得形式決定°

全港校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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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報名辦法 :

a.本活動以先到先行形式接受報名 ,香港
=術

Ⅱ操學●將以郵珴為準°曾參與女皇杯 一香港國

際二術Ⅱ操遨請女者伍先取錄°

b.請瑛妥報名表格 ,於截止報名日期前連同支付報名i的╜線支票 ,抬頭話填

「香港
=術

Ⅱ操學●」
︳並在支票背面寫上孕校 ′機材名稱 ,香港新界荃汩南口中心16柱U2B

室 ,仃真表格恕不接受°

一經報名 ,名單將不能更改°

c.大會稍後將致面通知各學枚 ′機材取錄名單 ,如機社於2U15年 5月 16日 前仍未收到有開通知t郵 ,

請即以t郵姊絡學會時員 ,並提供參加者之姓名及組別以便跟進°

1U.災項:

a.【傑出表現學校獎項】

(● 每個比士項目中 ,大會將按各校孕生之名次給予各枚分數 , 分數詳情如下, 99︳又尋手而可列 卜:

名次 冠 軍 亞 軍 季軍 殿 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孕校狂得

之分數

1UU 9U 8U 7U 5U 4U 3U 1U

σ●各校孕生之名次狂得分玹相加 ,駁高分狂得 【傑出表現學校爽】金爽 ;第二高分狂銀爽 ,

高分則狂田災

“●如參士小組 ′口Ⅱ(美學Ⅱ操)之學生代表多於一問學校 ,將接比例取得分數

例 :5名學生參加口Ⅱ項目 ,3名 學生代表學校A,2名代表學校B,取得冠軍

孕校A之得分為1UUˊ 5X3工 6U分 ;孕校B之得分為1UU′ 5X2=4U分

b.【傑出表現學生獎項】

(● 每個比士項目中 ,大會將按各學生之名次給予各學生分數 , 分數詳情如下:

第三

名次 冠 軍 亞 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孕校狂得

之分數

1UU 9U 8U 7U 5U 4U 3U 1U

〔)各學生之名次狂得分數相加 ,最高分狂得 【傑出表現學生災】金災 ;第二高分狂銀失 ,第三

高分則狂田爽 ;幼稚田、小學及初中各設金、銀、伺爽1名

(︳)參與小組 ′口Ⅱ(美學Ⅱ操)之學 ,將接比例取得分數 ,

例 :5名學生參加回Ⅱ項目 ,取得冠軍 ,各學生取得之分數為1UU′ 5工 2U

c.【個人單項爽項】

Θ 每個單項比去中 ,大會將按各組別得分排列名次 , 首8名得分及高者可狂爽項如下:

冠 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可狂爽牌乙枚 可狂災狀乙張

d.【個人全能爽項】＿只限組別B一
「

參加兩個個人項目者 ,大會將累和每項別內的所有項目的比士成和計年總分,按各組別得分排列名

次,首8名 得分最高者可狂爽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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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軍 亞 軍 季軍 殿 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可狂獎盃乙個 可狂獎狀乙張

e.【小組災項】

(● 每個小組′口Ⅱ比女中 ,大會將按各組別得分排列名次 , 首8名得分最高者可狂爽項如下:

冠 軍 亞 軍 季軍 殿 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可狂炎牌 乙個 可狂災狀 乙張

(整個小組′口Ⅱ狂發災項乙個 )

f.【口Ⅱ(美學Ⅱ操)爽項】
(● 每個小組′口Ⅱ比女中 ,大會將按各組別得分排列名次 , 首8名得分Ⅱ高者可狂災項如下:

冠 軍 亞 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可狂獎盃乙個 可狂災狀乙張

(造個小組 /口Ⅲ狂發爽項乙個 )

凡完成比女之參女者 ,可及大含發 「出席證︳」。

d.特別爽項 :

【最佳演譯獎】

【圾伍雅災】

【Ⅱ育道德風尚災】

11.比去須知:

a.規定比女音樂由大●提供 ,其他音樂須自備。
b.參加者必須自備比去所需的用具:

Θ 球 .直徑15至2U厘米 ,重︳至少3UU克

()圈 一直徑UU至9U厘米 (內 田直徑誤差可不多於1厘米)

σi● 紅 一按參女者的個別身高決定伍的長度

(呦 絲帶 .長度5米或以上,重

一

至少3U克

c.服裝要求:

()跟掠國際要求之二術口操及美學Ⅱ操服裝

12.出場次序:各參去者的出場次序均由大●抽m決定 ,不得異註°

13.評判及上訴:去事評判由香港
=術

Ⅱ操學會派出 ,大會不設上訴 ,一切以當場評判的決定為準,參
士者不得異註°

14.遇惡劣天氣的安排:如比去當日於開去前2小時(即 上午8時),天文台發出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告、
紅色或黑色呆雨士告信號 ,或教育局宣佈停課 ,或於比妥當日空氣污染指數超過2UU,當 日發事即

告取消 ,大會將會另行通知有開安排。如因天雨南係 ,各參女者亦須依時向士會報到 ,由評判口決

定去事是否從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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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比士附則 :

a.一經取錄 ,所有報名交用概不發送
。

如比女滿額或去事取消 ,大含將退還報名i。

b.參安者需於報到時出示手冊 ′證件以核i其參士身分。
c.參女者如未能準時出席

一

事 ,作 自動菜權論°

d.如參女者未能完成所有所報士事 ,大會有柱取消其狂爽交格°

e.各參去者之個人相片或狂爽至料等 ,可能被上仃至本會之網頁或宣侍刊物中作宣仃之用 ,本會均

有一切使用柱及無須向參安者支付任何交用°

f.大舍有權修定安程°

g.本章程如有未i善處 ,大會可旺時作出修改及解釋°

h.大會不設上訴 ,一切以當場評判的決定為準,參去者不得異註°

16.其他事項

a.你提供的文料 ,只作本台活動報名事宜 ,日 後姊絡、統計及活動意見詞查之用°遍交申請表

後 ,如欲更正或查詢個人至料 ,請▋郵與孕含職員聯絡°

17.查詢:香港垂術Ⅱ操學會

網頁:hip://-.hkrg.org  電郵 :旦 krggrUupΩvahUU.com.hk′ h墮㏄匝班生 UUcUm.hk

電話:3483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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