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全港四拍公開挑戰賽章程 
 

比賽宗旨 

香港四拍總會希望透過舉辦全港四拍公開挑戰賽事: 

● 為會員提供一個公平公開的競爭平台，增加會員比賽實戰經驗，提升香港四拍運動員整體水平。 

● 為會員提供全年度可以保持進行四拍比賽的機會, 並增加獲取香港排名分數的渠道。 

 

比賽形式 

● 挑戰賽將於 2022 年 11 月逢星期日晚上於博藝會舉行, 參賽者必須為 2022 年度香港四拍總會會員。 

● 挑戰賽事為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 費用: 單打每場$150, 雙打每隊每場 $260 (另加按金$200，如選手/隊伍沒有棄權賽事將退回) 。 

● 參賽者需要自備球拍。 

● 依照 Racketlon 比賽的形式，必須順序以乒羽壁網進行每項 21 分的比賽（每項均設有 Deuce），比賽總分較

多者為勝出。 

● 比賽每兩分轉發球權，當某一方得到 11 分後雙方轉場。 

● 若某一方已確定勝利，則比賽結束，雙方無需完成整場比賽。 

● 假如完成四項比賽後得分相同，將以 Gummiarm 一分定勝負，Gummiarm 網球只有一個發球權。 

● 如因一方遲到而導致未能完成某項賽事，則遲到一方作棄權論。 

● 若遇雨天引致無法進行網球比賽（或進行中下雨），則視乎參賽者雙方意願（雙方需要於開賽前先確定） 

o 選擇 1: 擇日再賽網球 (10 日內完成網球賽事) 。 

o 選擇 2: 只計算乒羽壁及已經完成網球之成績。 

 

報名方法：  

● 方法 1: 挑戰者自行聯絡被挑戰者，雙方各自填寫報名表格及挑戰日期，並將比賽費用連同按金(單打 $350, 雙打

$460)透過銀行轉帳 (恆生銀行: 796-158582-001/轉數快至 100161611) [HK Racketlon Association] 交予香港

四拍總會。銀行轉帳繳比賽費後，請務必提取和保留入數/轉帳收據記錄，收據記錄需要有姓名／銀行帳戶，並

上傳至本表格提交。雙方必須完成報名及繳費手續，大會才會安排賽事，名額先到先得, 額滿即止。按金在完成

比賽後將會退回。\ 

● 方法 2: 挑戰者填寫報名表格，並將行政費用$50 透過銀行轉帳 (恆生銀行: 796-158582-001/轉數快至 

100161611) [HK Racketlon Association] 交予香港四拍總會。銀行轉帳繳費用後，請務必提取和保留入數/轉

帳收據記錄，收據記錄需要有姓名／銀行帳戶，並上傳至本表格提交。球員可以填寫希望挑戰的選手，由大會

為其安排，或直接大會會安排挑戰對手，如雙方排名差為 30 名內，或積分差在 50 分內，雙方必須接受挑戰，

如排名差大於 30 名，或積分差大於 50 名，則有三次機會選擇不接受挑戰。在第三次拒絕挑戰後，球員必須再

次填寫報名表格，大會才會繼續為其安排挑戰賽事。經大會安排雙方球員接受挑戰後，請依照方法 1 進行報

名。名額先到先得, 額滿即止。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 報名表格：https://forms.gle/xF37uJ5Hqzfjw6N37  

成績公佈： 

● 參賽者必須填寫由四拍總會提供之網上入分表格。 

● 排名積分將會跟據兩位球員之間的分差計算對賽分，詳細請參見附表。 

● 最終比賽成績及排名積分將會上載本會網頁或其他通訊平台。 

 

個人聲明︰ 

● 參賽者報名代表個人健康狀況良好，如在賽事期間引致傷亡，主辦單位不需要為此負責人。主辦單位並不會負

責參賽者的意外保險，參賽者可按需要自行安排。 

● 參賽者必須同意及遵守使用博藝會設施守則(詳細守則請參考報名表格) 。 

 

查詢︰如有任何問題，可以電郵 racketlonhk@gmail.com 查詢。 

https://forms.gle/xF37uJ5Hqzfjw6N37
mailto:racketlonhk@gmail.com


附表︰ 

排名分計算方法 

挑戰賽排名積分將以(11/2022)香港排名分差計算對賽分, 計算方法如下︰ 

 

排名高者勝︰ 

積分差 勝方得分 負方得分 

0-50 120 60 

51-100 96 48 

101-150 64 32 

151-200 48 24 

201-300 24 12 

301-400 20 10 

401 或以上 20 10 

 

排名低者勝︰ 

積分差 勝方得分 負方得分 

0-50 120 40 

51-100 144 20 

101-150 168 20 

151-200 192 10 

201-300 216 10 

301-400 240 10 

401 或以上 288 10 

 

註 1 :  如球員只有單打排名但沒有雙打排名,將依照其單打積分的一半為該名球員雙打積分的參考數值。 

註 2 : 如球員沒有任何排名, 單打挑戰賽其積分參考值為 0 分, 雙打挑戰賽如隊友有排名積分, 則會使用其隊友的排名積

分 X1.5 倍作為該隊伍的總積分, 如隊友沒有排名分, 該隊積分參考值為 0 分。 

範例 1︰ 

王德龍 vs 李忠謙 

球員 王德龍 李忠謙 

單打積分 787 1263 

根據現時(9/2022)香港單打排名, 王德龍的排名積分為 787, 李忠謙的排名積分為 1263, 兩者之間的分差為 476。 

假如李忠謙獲勝, 將得到+20 分排名積分, 而王德龍得到+10 分排名積分。 

假如王德龍獲勝, 將得到+288 分排名積分, 而李忠謙得到+10 分排名積分。 

 

範例 2︰ 

王德龍 + 李忠謙 VS 鄭偉杰 + 張峻 

球員 王德龍 李忠謙 鄭偉杰 張峻 

雙打積分 590 610 820 650 

根據現時(9/2022)香港雙打排名, 

王德龍及李忠謙總積分為 1200, 鄭偉杰及張峻總積分為 1470, 兩隊之間的分差為 270。 

假如李忠謙及王德龍獲勝, 勝出隊伍每名球員將得到+216 分排名積分, 而落敗隊伍每名球員得到+10 分排名積分。 

假如鄭偉杰及張峻獲勝, 勝出隊伍每名球員將得到+24 分排名積分, 而落敗隊伍每名球員得到+12 分排名積分。 

 

範例 3︰ 

王德龍 + 李忠謙 VS 鄭偉杰 + 陳大文(沒有任何排名球員)  

球員 王德龍 李忠謙 鄭偉杰 陳大文 

雙打積分 590 610 820 0 

隊伍積分 1200 820X1.5=1230 

兩隊之間的分差為 30。 

假如李忠謙及王德龍獲勝, 勝出隊伍每名球員將得到+120 分排名積分, 而落敗隊伍每名球員得到+40 分排名積分。 

假如鄭偉杰及陳大文獲勝, 勝出隊伍每名球員將得到+120 分排名積分, 而落敗隊伍每名球員得到+60 分排名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