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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會聯會 

第 17 屆籃球盃賽 2015 

初賽比賽章程 

初賽資料 

初賽日期：主曆 2015 年 9 月 28 日（禮拜一，公眾假期） 

     主曆 2015 年 10 月 18 日（禮拜日） 

     主曆 2015 年 10 月 21 日（禮拜三，公眾假期） 

初賽時間：每個比賽天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期間(經抽籤後落實各隊比賽時間) 

初賽地點：協青社賽馬會大樓 1 樓(西灣河聖十字徑 2 號，10 月 18 日除外) 

     彩虹道體育館(黃大仙彩虹道 150 號，10 月 18 日適用) 

 

初賽隊伍、球員資格 

1)  本屆籃球盃賽只供本聯會成員教會及屬下分堂參加。 

2)  本屆籃球盃賽只設男子公開組，盃賽分設初賽及決賽。 

3)  各支球隊最多登記 15 名年齡介乎 16 至 65 歲參賽球員，未足 18 歲者須獲其

家長/監護人在報名表球員資料欄內簽署同意。*球員資格－初賽賽例第 2和 3條 

4)  參加球隊如在比賽中途因任何原因退出或被主辦單位取消資格，已繳報名費

一律不會退還，該球隊的積分和排名均告無效。 

 

初賽編排 

1)  初賽賽程一經編定，各隊完成抽籤後須按結果在首、次兩輪指定場次作賽。 

2)  如遇特別事故，主辦單位有權更改賽期，再以電話或另函通知。 

3)  最新比賽賽期及成績以主辦單位網頁 http://www.hkbaptist.org.hk 公佈為準，

各隊務請經常留意網頁有關之公佈。 

4)  本會編定之賽程，球隊不得申請改期。 

 

初賽裁判 

1)  各場比賽由香港籃球總會註冊裁判員執法，各隊須絕對服從裁決和賽果，  

不得異議。 

 

初賽賽制 

1)  初賽分首、次兩輪賽事，各隊按兩輪賽果，以積分排名最高之 8 支球隊晉身

決賽週。 

2)  決賽週舉辦期間為主曆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首季，比賽時間為主日     

下午 2 時至 10 時期間於康文署室內體育館或其他指定場地進行，場地視乎

康文署和借用單位決定。初賽積分排名最高之 8 支球隊須再繳付決賽週報名

費，每隊$2,800。決賽週報名及繳費安排有待初賽完畢後向 8 強隊伍公告。 

3)  各隊於 2015 年 9 月 21 日（禮拜一）晚上 7 時假本聯會舉行抽籤初賽作賽    

時間和對賽球隊。 

4)  賽事採用 2015 年國際籃球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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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積分 

1)  比賽每勝一場得 2 分，負得 1 分，棄權 0 分（判棄權一方輸 0:20）。 

2)  如兩隊積分相同，則計算得失分： 

甲、 計淨勝分； 

乙、 若淨勝分相同，則只計算總得分； 

丙、 若總得分相同，則抽籤決定排名先後。 

 

初賽計時 

1)  每場賽事為 1 小時，每節 10 分鐘。 

2)  規定下列情況停計時鐘：第一至三節最後 30 秒、第四節最後 2 分鐘 /      

加時最後 1 分鐘 / 職員在特別情況下要求。其他時間比賽計時鐘一概不停。 

3)  如遇加時，兩隊如在法定時間賽和則加時三分鐘 (不設停錶及不換場)，   

再賽和則兩隊各派三人射罰球決勝負 (裁判擲毫決定射球先後)，再賽和   

則兩隊輪流派一人射黃金罰球，以先得分者為勝。 

 

初賽賽例 

1)  每隊可報名球員為 15 人，每場比賽填報球員為 12 人，報名後名單不得更換

或取消，每位球員只可代表一隊參賽。*球員資格－初賽賽例第 2和 3條 

2)  主辦單位不接受外援球員（即聘請職業球員、只持有工作簽證來港的人士）。 

3)  本港永久性居民、擁有居留權少數族裔、持單程證來港國內人士均可參賽。 

4)  主辦單位核對球隊所填寫資料時，球隊須呈交各球員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以備查核。 

5)  球隊如派遣未報名（包括未辦妥報名手續）、違反球員資格或被罰停賽球員

出賽，賽會有權取消該球員比賽資格。 

6)  球隊職球員如被賽會職員投訴，違犯章則或違反體育精神或被當值裁判員判

『奪權犯規』者，主辦單位接獲報告後交由賽事仲裁及紀律小組聆訊判決，

在判決前該球隊或球員暫不能參加比賽。 

7)  如記錄員發現球隊填報違規球員，即警告球隊立刻更正，球 隊如不合作，  

裁判可決定取消該場比賽，並將事件交回主辦單位處理。 

8)  球隊應依照比賽程序編定時間派隊出賽，如有球隊於編定時間不派隊出賽 

或 不足 5 人出場比賽 (或未填妥出賽紀錄表)，被裁判宣判棄權者，該場  

賽果按賽例判輸 0:20。 

9)  球員須穿著正式球衣作賽(註：球衣號碼可為 0 至 99 號，上身衣服及褲是   

同一顏色)，只可加深色緊身打底衣及褲(通常指黑色)。 

10)  如有球員球衣顏色不一樣，請於賽前先向聯會同工登記；如沒有登記者，   

主辦單位有權不准該球員作賽。 

11) 賽事程序中排名在先球隊(即主隊)須穿著淺色球衣-通常指白色，坐於記錄台

左邊球員區；排名在後球隊(即客隊)須穿著深色球衣-通常指其他顏色，坐於

記錄台右邊球員區。如有撞衫問題，客隊必須作出遷就。(註：如借用主辦



（更新日期：16/10/2015）第3/4 頁 

 

單位號碼衣每次租用費$80，並須負責清洗及交回聯會辦事處。) 

12) 每場賽事必須用主辦單位提供的籃球作賽。 

13) 每場比賽結束後，計分員應將比賽及勝負宣佈，裁判員(球證)在核對無誤後

在記錄上簽名〔裁判員(球證)簽名為最終作實簽名〕。 

14) 各參賽球隊遵從主辦單位要求，於每場比賽派出教會傳道同工或領隊隨隊 

出席(二者其一，不能以別人代替)，且每場作賽前由本會傳道同工或領隊在

報到表上簽署作實，如違反則按“賽例第 7 條”被判罰輸掉該場比賽 0:20。 

15) 球隊負責人對該隊球員及有關觀眾，應勸導及約束恪守球場秩序，不應有  

蔑視、取笑及指責對賽球隊之行為，以免發生不愉快事件；若在比賽中發生

糾紛而引起騷動，被他人/當局控告者，該球隊有關負責人須負法律上之   

責任，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16) 若球隊在比賽中有所爭議，當值裁判依例判決，球隊仍有不滿者，可先行   

提出保留抗議權利，但比賽仍需繼續，否則喪失抗議資格。比賽後，提出  

抗議的球隊向主辦單位工作人員進行記錄，並交由主辦單位跟進。 

17) 各場賽果最終判決，按本章程“初賽裁判”條例執行。 

 

惡劣天氣下初賽安排 

1) 康體活動天氣指引（適用於本屆初賽）－ 

 「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於比賽舉行前兩小時仍未除下，

 有關比賽將告取消，聯會辦事處同工將通知領隊有關決定和安排。 

 「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於比賽舉行前兩小時已除下，  

有關比賽如常舉行。 

  除「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外，比賽在其他颱風及暴雨    

警告生效下照常舉行。 

 

注意事項 

1)  各參賽球隊在報名表上提供之各項資料，均屬真實與自願。 

2)  各參賽球隊全部球員均同意參加「香港浸信會聯會培訓部第 17 屆    

籃球盃賽 2015」，並證明所有球員健康狀況良好，適宜參加籃球盃賽。 

3)  各參賽球隊及球員作賽時要負責該隊和個人財物，如有損失，主辦單位一律

概不負責。 

4)  各參賽球隊所有職、球員遵守賽會章程、賽事負責人及裁判員之指示。 

5)  各參賽球隊尊重各場比賽賽果以當天裁判之決定為最終判決。 

6)  各參賽球隊之職、球員不得對球賽之結果有賭博性之預測，如有者則被主辦

單位即時取消參賽資格。 

7)  各參賽球隊對賽場可能出現之任何意外，負全部之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涉。 

8)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主辦單位保留權利在毋須給予事先通知下隨時修改。 

9)  比賽當天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83 1717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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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會聯會 

第 17 屆籃球盃賽 2015 

初賽比賽章程 

 

同意聲明書 

 

 

 

本人代表             （堂會名稱）茲證明已細心閱讀    

《香港浸信會聯會培訓部第 17 屆籃球盃賽 2015 初賽比賽章程》各條文，   

現簽署以示遵從作實。 

 

領隊 / 教練簽署：                         

 

簽  署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