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9年9月8日 (星期日)

時間：第一時段 - 09:00

            第二時段 - 11:00

地點：香港網總網球中心 (九龍仔公園網球場)

注意事項：

1
請各參加者準時到達場地報到。

2

申請人如未能出示有關證明文件，主辦機構有權拒絕為申請人進行甄選測試。

3

Remarks：

1 Please arrive on time for registration.

2

3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 Session 1：
：：

：09:00-11:00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 Session 2：
：：

：11:00-13:00

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 Reporting time：
：：

：08:45 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 Reporting time：
：：

：10:45

顯田運動場

顯田運動場顯田運動場

顯田運動場 ST  &  京士柏遊樂埸
京士柏遊樂埸京士柏遊樂埸

京士柏遊樂埸 KP 屯門湖山

屯門湖山屯門湖山

屯門湖山 TM  &  香港仔
香港仔香港仔

香港仔 AD

編號 No. 姓名 Name 編號 No. 姓名 Name 編號 No. 姓名 Name 編號 No. 姓名 Name

S1 陳樂怡 K1 巫曜鏗 T1 劉溢 A1 黃梓豪

S2 黃躍信 K2 巫曜庭 T2 劉悅 A2 徐慕遜

S3 呂謙兒 K3 嚴允謙 T3 沈旻樂 A3 傅樂臨

S4 呂明祐 K4 劉嘉威 T4 黃祖霖 A4 區偲達

S5 姚靖言 K5 阮曉正 T5 李憫祈 A5 溫嘉淳

S6 朱梓喬 K6 鄭博文 T6 陳天怡 A6 李錫凱

S7 賴以信 K7 何淋思 T7 何樂融 A7 陳芷晴

S8 黎梓昊 K8 董曉彤 T8 王逸君 A8 潘禮民

S9 梁健熙 K9 江瀛 T9 陳樂雋 A9 羅文熙

S10 何景熹 K10 黃日朗 T10 陳子東

S11 鄭文旭 K11 鄺泳嫻 T11 鍾日謙

S12 吳羿璋 K12 陳子皓 T12 陳卓㬢

S13 黎紀彤 K13 梁國熙 T13 霍以樂

S14 林名瀚 K14 梁敏熙 T14 鄧國霖

S15 甘凱進 K15 盧愷羲 T15 鄧國義

S16 甘曉羚 K16 何柏燊 T16 黃子穎

K17 何柏言 T17 徐鴻溢

K18 陳浚曉 T18 陳雋謙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s German Man on 2336 0187.

測試時間

測試時間測試時間

測試時間：

：：

：   09:00-1300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336 0187 與文小姐聯絡。

2019 - 2020 聯校網球訓練計劃測試日聯校網球訓練計劃測試日聯校網球訓練計劃測試日聯校網球訓練計劃測試日(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Joint School Training Assessment Day (Phase I)  2019-2020 
更新

更新更新

更新 5/9/2019

後備測試日期

後備測試日期後備測試日期

後備測試日期: 2019年
年年

年9月
月月

月15日
日日

日 (星期日
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日)
測試地點：   九龍仔公園網球場 (九龍城延文禮士道13號九龍仔公園香港網總網球中心)

申請人須穿著運動服裝及不退色運動鞋，帶同球拍及附有照片及出生年份之有效證明文件（例如：手冊、學生證等）出席甄選。

如活動當天天氣惡劣，本會將於活動前1小時在網站公佈活動是否取消。參加者亦可致電23387748查詢最新安排。

Participants have to wear sportswear with non-marking sport shoes and bring along your rackets. You have to show your identity

document with photos and date of birth for registration. (e.g. hnadbook and student card, etc) HKTA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your

assessment in case without showing a vaild identity document.

In case of inclement weather, announcement will be posted on the HKTA website 1 hour prior to the event start time. Participants

also can call 2338 7748 for the latest arran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