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聾人 體育總 會有 限公 司
Hong Kong Sports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Co Ltd

2022年9月-2023年3月
會員通訊

出發前合照

香港代表- 陳芷瑩 對戰 阿根廷代表

扺達巴西合照

香港代表團與各國代表團進行交流，拍攝大合照

比賽順利結束，
請大家繼續支持香港聾人/聽障運動員!

「第二十四屆聾人/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1-15/5/2022)  

地點﹕巴西南卡希亞斯

比賽項目：女子跆拳道49公斤搏擊賽事



本地賽事

男子甲組雙打 冠軍﹕江卓明/羅少華

亞軍﹕蘇啟根/袁寧駿

季軍﹕郭善伙/何永安

*得獎名單*

女子組單打 冠軍﹕ 陳昕瑤

亞軍﹕ 夏雪姫

雙季軍﹕劉凱淇/張彥德

男子甲組單打 冠軍﹕ 張文發

亞軍﹕ 郭善伙

雙季軍﹕羅少華/吳啟明

男子乙組單打 冠軍﹕ 黎卓岡

亞軍﹕ 陳愷德

雙季軍﹕施超棱/林俊廷

男子乙組雙打 冠軍﹕施超棱/林俊廷

亞軍﹕陳愷德/丁子峻

女子組雙打 冠軍﹕呂麗群/陳昕瑤

亞軍﹕夏雪姫/張彥德

季軍﹕劉凱淇/李樂兒

男子乙組團體 冠軍﹕啟聾男子隊

亞軍﹕青苗隊

女子團體 冠軍﹕Just Chill
亞軍﹕唔博命

季軍﹕啟聾女子隊

男子甲組團體 冠軍﹕卓虎隊

亞軍﹕翔輝隊

季軍﹕開心快樂

2022年9月-2023年3月
會員通訊

*得獎名單*



本地賽事

*得獎名單*

女子組單打 冠軍﹕葉穎儀 (得分682)

亞軍﹕周美霞 (得分596)

季軍﹕何佩雯 (得分582)

單一局最高分數獎：葉穎儀 (得分184)

男子組單打 冠軍﹕鄧鎧德 (得分817)

亞軍﹕盧瑞江 (得分774)

季軍﹕鄧肇中 (得分711)

單一局最高分數獎：鄧鎧德 (得分235)

2022年9月-2023年3月
會員通訊



有關各項國際賽事 /本地錦標賽最新消息請留意
本會網址 www.hksad.org.hk 、Facebook專頁。

《聽覺受損人士地壺球同樂日》

本會成功向康文署爭取協辦 《聽覺受損人士地壺球同樂日》

同樂日已於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順利舉行。

✳是次同樂日反應熱烈，多謝各位踴躍支持！✳

2022年9月-2023年3月
會員通訊

《聽障人士足球同樂日》

由康文署主辦，香港聾人體育總會協辦

同樂日已於2022年8月14日(星期日)順利舉行。

✳多謝各位踴躍支持！✳

已完成活動

http://www.hksad.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E9%A6%99%E6%B8%AF%E8%81%BE%E4%BA%BA%E9%AB%94%E8%82%B2%E7%B8%BD%E6%9C%83-287015558322109/


有關各項國際賽事 /本地錦標賽最新消息請留意
本會網址 www.hksad.org.hk 、Facebook專頁。

「第六屆亞太聾人/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暨第二屆亞太青年聾人/聽障羽毛球錦標賽」

比賽地點：泰國芭堤雅春武里府
比賽日期：2022年9月14 日 至 9月20日

2022年9月-2023年3月
會員通訊

第廿四屆聾人 /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 保齡球錦標賽

比賽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
比賽日期：2022年10月20日至 10月30日

請大家繼續支持
香港聾人/聽障運動員!

http://www.hksad.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E9%A6%99%E6%B8%AF%E8%81%BE%E4%BA%BA%E9%AB%94%E8%82%B2%E7%B8%BD%E6%9C%83-287015558322109/


2022年9月-2023年3月
會員通訊

2022  全港聾人羽毛球錦標賽

日期：2022年10月16日 (星期日)
時間：上午9:00 至下午6:00
地點：大角咀體育館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費用全免! 請各位踴躍參加！



2022年9月-2023年3月
會員通訊

2022  全港聾人足球錦標賽

日期：2022年11月6日 (星期日)
時間：上午9:30 至下午6:00
地點：觀塘遊樂場 – 七人足球場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 9月30日（星期五）
費用全免! 請各位踴躍參加！



2022年8月–2023年3月體育活動時間表

活動 日期 時間 地點

康

文

署

資

助

乒乓球青苗班
2022年8月-2023年3月 (逢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早上9:00–11:00 荃灣體育館活動室

乒乓球代表隊訓練班 2022年8月-2023年3月 (待定，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8:00–10:00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中心 / 圓洲角體育館

乒乓球普通訓練班 2022年7月4日-9月26日 (逢星期一，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8:00–10:00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中心

羽毛球代表隊訓練班 2022年8月-2023年3月 (待定，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00–11:00 任何連續兩小時 九龍城體育館 / 彩虹道羽毛球中心 /柴灣體育館 / 其他

羽毛球普通訓練班 2022年6月6日-7月25日 (逢星期一，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8:00–10:00 大角咀體育館

足球代表隊訓練班 2022年8月-2023年3月 (待定，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00–11:00 任何連續兩小時 寶翠公園 / 九龍仔 / 摩士三號公園 / 其他

足球普通訓練班 2022年9月1日-11月17日 (逢星期四，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30–9:00 深水埗運動場

保齡球代表隊訓練班 2022年8月-2023年3月 (逢星期三，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30–10:30 南華會 - 保齡球場

跆拳代表隊訓練班 2022年10月-2023年3月 (逢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00–11:00 任何連續兩小時 待定

跆拳道普通訓練班 2022年7月12日-9月13日 (逢星期二，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00–9:00 保安道體育館 - 活動室

籃球代表隊訓練班 2022年8月-2023年3月 (待定，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00–11:00 任何連續兩小時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 彩榮路體育館 / 藍田南體育館 / 其他

籃球普通訓練班 2022年6月4日-7月16日 (逢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8:00–10:00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游泳代表隊訓練班 2022年8月-2023年3月 (逢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00–9:00 觀塘游泳池

游泳普通訓練班 2022年7月5日-9月20日 (逢星期二，公眾假期除外) 晚上7:00–8:00 觀塘游泳池

殘疾人士活動（康文署主辦）

康

樂

殘

疾

人

士

活

動

游泳訓練班

2022年7月6日-7月27日 (逢星期三) 晚上7:00-8:00 藍田游泳池

2022年8月3日-8月24日 (逢星期三) 晚上7:00-9:00 觀塘游泳池

2022年9月7日-9月28日 (逢星期三) 晚上7:00-9:00 觀塘游泳池

羽毛球訓練班

2022年8月3日-8月24日 (逢星期三) 晚上9:00-11:00 大角咀體育館

2022年9月7日-9月28日 (逢星期三) 晚上9:00-11:00 大角咀體育館

2022年10月5日-10月26日 (逢星期三) 晚上9:00-11:00 大角咀體育館

足球訓練班

2022年9月2日-9月23日 (逢星期五) 晚上8:00-9:30 興華街西遊樂場

2022年10月7日-10月28日 (逢星期五) 晚上8:00-9:30 興華街西遊樂場

2023年1月6日-1月27日 (逢星期五) 晚上8:00-9:30 興華街西遊樂場

地壺球同樂日 2022年8月13日 (星期六) 下午2:00-5:00 大角咀體育館

足球同樂日 2022年8月14日 (星期日) 下午3:00-6:00 興華街西遊樂場

草地滾球同樂日 暫定：2022年12月中旬 (星期日) 下午2:00-5:00 暫定：圓洲角體育館

宿營 待定 待定 待定

旅行 待定 待定 待定

社

區

殘

疾

人

士

活

動

乒乓球訓練班

2022年7月6日-7月29日 (逢星期三、五) 下午5:00-7:00 圓洲角體育館

2022年8月2日-8月25日 (逢星期二、四) 下午3:00-5:00 保安道體育館

2022年9月1日-9月29日 (逢星期一、四) 晚上7:00–9:00 大窩口體育館

2022年10月8日-11月26日 (逢星期六) 上午10:00-12:00 鴨脷洲體育館

羽毛球訓練班
2022年9月7日-10月26日 (逢星期三) 晚上7:00–9:00 小西灣體育館

2022年11月8日-12月2日 (逢星期二、五) 晚上7:00–9:00 摩士公園體育館

游泳訓練班
2022年9月5日-10月3日 (逢星期一、四，12/9 除外) 下午4:00-6:00 觀塘游泳池

2022年9月2日-9月28日 (逢星期三、五) 下午4:00-6:00 藍田游泳池

**歡迎新會員加入及期滿會員續會，多謝支持﹗**

1. 成為本會會員後，可以參加上述各項活動。

2. 因應訂場情況，活動日期和時間有可能更改。請參加者留意本會之最新公佈及網頁資訊，亦可向教練查詢。

3. 辦理入會手續﹕請填妥會員申請表，連同會員費用交回或寄回本會﹕九龍長沙灣青山道489-491號香港工業中心A座12字樓A6-D室

4. 續會者，請填妥會員申請表連同舊會員證及續會費用交回或寄回本會 *不可郵寄現金，支票抬頭﹕香港聾人體育總會有限公司。

5. 損壞及遺失會員證，申請補發費用HK$15。

6. 會費每次繳付兩年，內容如下﹕

A. 普通會員—會費每兩年HK$100。

B. 學生會員（25歲以下就讀全日制或半日制之學生）—會費每兩年HK$50。

有關各項訓練班/活動最新消息請留意本會網址
www.hksad.org.hk 、Facebook專頁及 康文署網址。

http://www.hksad.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E9%A6%99%E6%B8%AF%E8%81%BE%E4%BA%BA%E9%AB%94%E8%82%B2%E7%B8%BD%E6%9C%83-287015558322109/
https://www.lcsd.gov.hk/tc/index.html


提提大家記得續會，享受與隊友一起運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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