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日 

 保齡球比賽 
 

 

日   期： 2022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 

時   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 富豪保齡球場 

 沙田大涌橋路 52 號富豪花園商場第 1 期 2 樓 4 號舖 

資   格： 雙打組 (A 組) - 必須為社員。每隊參加者人數為 2 人，每社最多兩隊參賽。

 參加總隊數為 10 隊。 

個人組 (B 組) - 必須為社員。參加者總人數為 22 人，每社最多四人參賽。 

 當日先會完成雙打組賽事，按著進行單打組賽事  

獎   項： 雙打組 (A 組) - 冠、亞、季及一局最高瓶數獎，各得獎座及獎狀乙個。 

個人組 (B 組) - 冠、亞、季及一局最高瓶數獎，各得獎座及獎狀乙個。 

賽   例： 本賽事以本章規則為準，賽事進行中如有任何事情發生而不在此規則之內，將
採用 WTBA 比賽條例作最後決定。任何爭議，最終以賽會決定為準，不得異
議。 

形   式： 

雙打組 (A 組) : - 

1) 各球員作賽 3 局，以 6 局總瓶數(連讓分) 排次序分勝負。 

2) 女子球員每局有十分讓分。 

3) 如 6 局總瓶數(連讓分)相同，則以下列次序排列： 

I. 以第 3 局分數(連讓分)較高者為勝，如仍然相同，則以第 2 局分數(連讓分)較高者

為勝，…..如此類推。 

II. 以 High-Low Game 形式比較，相差分數較少者為勝。 

III. 以一球金球定勝負，直至分出勝負為止。 

IV. 一局最高獎根據先打先得，如在同一局打出，則以抽籤決定。     

個人組 (B 組) : - 

1) 各球員作賽 4 局，以 4 局總瓶數(連讓分) 排次序分勝負。 

2) 女子球員每局有十分讓分。 

3) 如 4 局總瓶數(連讓分)相同，則以下列次序排列： 

I. 以第 4 局分數(連讓分)較高者為勝，如仍然相同，則以第 3 局分數(連讓分)較高

者為勝，…..如此類推。 

II. 以 High-Low Game 形式比較，相差分數較少者為勝。 

III. 以一球金球定勝負，直至分出勝負為止。 

IV. 一局最高獎根據先打先得，如在同一局打出，則以抽籤決定。 



  

2022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日 

 保齡球比賽 
 

 

颱風及黑色暴雨： 

1) 若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信號在比賽開始時間前 2 小時發出，該日之比賽將被

取消。後補的比賽日子將日後公佈。 

2) 若黑色暴雨信號在比賽期間內懸掛，比賽將繼續進行。若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在比賽

期間內懸掛，比賽即時停止。 
 

費    用：雙打組(A 組) 每組:$200 / 個人組(B 組) 每位:$130  
 

截止日期：2022 年 8 月 31 日 

報    名： 填妥報名表格須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交回或寄至: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1-2 號室「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收。參加者請待收到協會電話 / WhatsApp
短訊通知後，才繳付參賽費用，繳付方式請參閱報名表格。 

備    註： 

 賽會對賽事章程擁有最終決定權。如有問題，可聯絡賽會。各球員一經正式報名比賽
後，則表示明白及接納以上規則，任何球員如觸犯或不遵守任何以上規則，或不遵守
防疫措施，賽會有權取消/終止該球員參賽資格，而該球員之報名費及所得之獎品，
一律不會頒發。 

 各賽事項目如少於 4 個儲蓄互助社報名參加，此項目即告取消。 
 是項比賽為郭樂賢神父紀念盃的計分項目(計分只限會員儲蓄互助社) 

 

在保障公共衛生情況下的比賽特別注意事項 

為做好防疫工作、保障賽事順利進行，請各活動參加者遵守以下規則： 

 富豪保齡球場是受《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該
規例」)所規管的表列處所內的處所類型，所有進入會場的人士，必須遵守該規例相應的
最新安排。根據政府通告，所有進場人士，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瞄『安
心出行』二維碼及出示接種疫苗紀錄。 

 任何人士如被衛生防護中心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個案的確診者／初步確診者／密
切接觸者，或過去 14 天離開香港／正接受政府指定的強制檢疫人士，均不能參與／
出席比賽。 

 健康和旅遊申報表 - 各參加者需於比賽項目當天填妥並繳交健康和旅遊申報表。如參
加者未能填妥或確認健康申報表所列出的事項，參加者將不能參與是次比賽。 
所有參賽者必須明白及同意其身體健康、體能良好並適合參與是次比賽。如若因參賽
者本人疏忽、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在活動中遭受的任何傷害或死亡，主辦及協辦儲蓄互
助社均無需負上任何責任。此外，如參加者因行為疏忽而導致第三者受到任何損失、
傷害、受傷或死亡，參加者須承擔主辦及協辦儲蓄互助社所面對的任何索償。 

 主辦及協辦儲蓄互助社有權因應政府相關政策及 2019 冠狀病毒病之情況下進行修改、
增加或刪除以上之措施及安排。 
 

查    詢：2388 0177  
協辦單位：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 



  

2022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日 

 保齡球比賽 
 

 

                            報名表格 

     儲蓄互助社  電話：     傳真：         
 
 

聯絡人：       電郵：              
 

參賽者資料 

姓名 
性別 組別(A/B) 社員編號 

別名 

(球道) 
手提號碼# 

 (中文正楷) (英文正楷) 

1        

2        

3        

4        

#上述姓名的參加者授權予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使用其手提電話作此活動聯絡之用。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8月31日  

填妥的報名表格於截止報名日期前電郵至 culhk@culhk.org / 傳真 2323 6020 / 交回或郵寄

至：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1-2 室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查詢 : 2388 0177  

參賽費用：社員每位$ 130 x  位 / 社員每組$ 200 x   組    合共$     

 

參加者請待收到協會電話 /whatsapp短訊通知後，才繳付參賽費用，繳付方式：  

 劃綫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____________ 銀行支票號碼 ___________  

經由銀行存款，賬戶名稱 :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中信銀行(國際) 帳戶號碼: 706-2-11931-8  

匯豐銀行 帳戶號碼: 098-537186-838 (若經滙豐銀行櫃檯存款，須另支付銀行手續費HK$10 ) 

*****繳費後請以電郵/傳真交回協會辦事處***** 

各參賽者於比賽當日報到時必須出示社員証或社員證明文件，否則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參加社員願意遵從大會之比賽規則。如有異議，以大會最後決定為準。必須遵守防疫措施，所有

在場的人士須一直佩戴口罩並必須簽署健康和旅遊申報表。 

【參賽者如未克於指定時間出席，作棄權論，其所繳付之報名費將不予發還。】  

 

聯絡人簽署：        

 

日期：         儲蓄互助社印鑑：        



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 — 健康和旅遊申報 

PCCW Credit Union (PCCWCU) – HEALTH AND TRAVEL DECLARATION 

 

有關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於2022年9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9時30分假座富豪保齡球場的2022年國際儲蓄互助社日

保齡球比賽(「保齡球比賽」)。 

In relation to the 2022 ICUD Bowling Competition to be held at Belair Bowling Center on Sunday 18 th September 

2022, at 9:30a.m. (“ICUD”). 

請填妥下列資料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儲蓄互助社 Credit Union 

 

姓名Name         社員編號 Member Number  
 

最近 7 天內有沒有出現以下徴狀？ （如沒有，請於方格內填上「✓」號） 

Do you have any of the following symptoms within the last 7 days? ( ✓ box if NO) 

 發燒 Fever  咳嗽Cough  
 呼吸急促 Shortness of breath  呼吸困難Breathing difficulty  
 喉嚨痛 Sore throat  發冷 Chills  
 突然失去嗅覺或味覺 Sudden loss of smell or taste  頭痛或肌肉酸痛 Headaches or muscle aches  
 腹瀉 Diarrhea  體溫攝氏38 度或更高*  

Body temperature of 38C or higher* 

 

請於適用方格內填上「✓」號 

1. Yes是 / No否  在過去14天內，閣下有否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Have you been under the compulsory testing notice in the past 14 days. 

如果是, 須附上陰性核酸檢測結果證明。 

If yes, the negative result of the COVID-19 nucleic acid test is enclosed. 
 

➢ 我們將為閣下進行非接觸式體溫檢測，如讀數高於攝氏38度或更高，將

不獲准進入乒乓球比賽會場。 

➢ Non-contact temperature check will be administered. You will not be 

permitted to enter the ICUD venue if the reading is 38C or above. 
 
透過簽署此表格，本人確認 By signing this form, I confirm： 

 

1. 在過去14 天內，本人沒有從外地返港。 

 I have NOT travelled outside Hong Kong in the past 14 days. 

2. 本人沒有與過去14 天內從外地返港人士（例如與本人同住或在同㇐辦公室工作的人士）有密切接觸。 

 I have NOT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someone who has travelled outside Hong Kong in the past 14 days. (such as 

 someone living with me or working in the same office) 

3. 在過去14 天內，本人沒有與任何隨後知道或懷疑已感染肺炎或新冠病毒的人士有密切接觸。 

 I have NOT been in close contact in the prior 14 days with anyone subsequently known or suspected to have become 

 infected with pneumonia or Covid-19. 

4. 本人或與本人同住的人士並沒有正在接受強制隔離（不論在家中或其他地方）。 

 I am NOT, nor is anyone with whom I reside, subject to mandatory quarantine (at home or otherwise). 

5. 本人現時並沒有任何呼吸道感染徵狀或與感染新冠病毒相關的徵狀。 

 I currently do not have any respiratory symptoms or symptoms that may be linked with COVID-19 infection. 

6. 據本人所知，此表格中的所有申報資料均正確無誤。本人清楚明白，作出虛假陳述可能會損害參與保齡球比賽其他人士的

健康和安全。 

 All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is correc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 understand that making a false statement may 

 jeopardiz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thers who attend the ICUD. 

7. 本人清楚明白，儘管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採取了預防措施以盡量減少新冠病毒在保齡球比賽傳播的風險，但仍然無法完全

消除這種風險，本人仍選擇親身參與保齡球比賽。本人接受在保齡球比賽上可能有暴露於新冠病毒的風險，及其對本人健

康可能造成的影響，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本人將不會要求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或其任何職委員負上任何責任。 

 I understand, despite PCCWCU taking precaution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exposure to Covid-19 at the ICUD, but I have 

 chosen to attend the ICUD in person.  I accept the risk of exposure to Covid-19 of its staff/committee responsible if this 

 occurs. 

8. 本人會遵守電訊盈科儲蓄互助社就保齡球比賽的各項安全及保安措施。 

 I will comply with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requirements put in place by PCCWCU for the ICUD. 
 

簽署 Signed 
 

 
日期 Date 

2022年9月18日 

18th September 2022 
 

職員專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保齡球比賽會場入口處所確認的體溫 
Confirmed body temperature at entry point of 

ICUD Venue 
攝氏 38 度以下     Below 38 Celsius 

 Yes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