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逕啟者： 

 

按中國香港柔道柔道總會香港代表隊專責及運動員遴選委員會重組中國香港柔道代表隊

的柔道運動員培訓制度，代表隊重組名單請參閱柔道總會網頁。 

 

本地排名是選拔中國香港代表隊成員出席海外賽事的參考指標，培訓隊運動員的訓練出

席率，訓練及比賽表現將直接影響其本地排名積分；另一方面，培訓隊運動員尚須滿足

其他遴選準則，包括紀律、態度、可塑性及狀態等條件。 

 

有關重組的中國香港柔道運動員的培訓制度請參考附件，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在國際

柔道聯盟賽事中獲得的所有排名積分將會累計至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的新本地排名系

统。 

 

期望表列的培訓隊運動員於兔年努力練習及事事順利。 

 

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敬請與本會辦事處聯絡。    

 

此 致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香港代表隊專責委員會及 

運動員遴選委員會  

主任委員 古偉業啟  

2023 年 1 月 1 日 

 

 



 

 

January 1, 2023 

 

Dear Sir / Madam, 

 

Pertaining to the Hong Kong Judo Squad formation, please kindly refer to the website of Judo 

Association for the detailed list of Hong Kong Judo Athlete Development Program. 

 

To satisfy the Hong Kong Judo Squad's selection criteria of future competitions under the new 

launched Development Program, ranking points would be granted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and attendance of trainee in the training sessions and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ranking 

system, there are additional determinants including discipline, attitude, potent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would also be evaluated and considered as required by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The details of revamped ranking mechanism please refer to the Appendix. All ranking points 

obtained from the IJF events before December 31, 2022 would be accumulated into new 

ranking system as of January 1, 2023.  

 

All trainees are encouraged to devote the best in the upcoming training sessions. We wish you 

all great successful in the year of rabbit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excel in future 

competitions. 

 

Should you have any querie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ndersigned. 

 

Yours Sincerely,  

 

 

 

 

 

KU Wai Yip,  

The Convenor of Judo Squad Commission and  

Athlete Selection Board of Hong Kong, China 

 



 

 

附件 
 

中國香港柔道運動員培訓排名制度 
 

中國香港柔道運動員培訓計分制度計算運動員來自全國比賽、本地比賽、國際比賽，訓

練出席率等四方面評核所得到的分數。此排名作為決定日後在國際性賽事中；中國香港

柔道隊的代表的重要指標。 

 
中國香港柔道培訓隊全國競賽評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七名 晉級分 參加分 

全國錦標賽 260 120 80 60 40 30 20 

全國運動會 700 400 280 140 120 80 60 

中國其他地區主辦的國際邀請賽 90 40 30 15 12 8 6 

 
中國香港柔道培訓隊本地競賽評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七名 晉級分 參加分 

本地三級賽事 20 12 8 6 4 2 1 

本地二級賽事 60 20 12 8 6 4 2 

本地一級賽事 70 30 20 12 8 6 4 

中國香港主辦的國際邀請賽 90 40 30 15 12 8 6 
 
中國香港柔道培訓隊國際競賽評分 
運動員於國際賽事中，所獲取國際柔道聯盟的成人組排名得分將直接計算為本地評分。 

中國以外國家主辦的國際邀請賽 90 40 30 15 12 8 6 
 
中國香港柔道培訓隊訓練出席率評分 

柔道精英培訓隊出席率 出席 10 分/課；缺席-15 分/課 

柔道形培訓隊成員出席率 出席 10 分/課 

柔道培訓隊出席率 出席 10 分/課 

柔道潛質培訓隊出席率 出席 10 分/課 

 
競賽分數計算條件 
必須最少贏得一場比賽方可獲得比賽名次分數。 
少年或青年組運動員允許越級參加青年組或成人組賽事，並只計算所參加組別的所得分
數作為競賽評分。 
如運動員於不同比賽參加不同的體重級別競賽，分數將分別計算，不相互累積。每次比
賽只計算所獲取的最高分值。 
 
 



 

 

 
分數有效期 
運動員的比賽分數將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更新，該分數為截至更新日期的前一個
工作天的有效分數；並於 365 天後到期和扣除亦不再累積。 
例：如某分數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更新，該積分將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其他規則 – 同分時的排名 

如果總積分相等，將以下列規則決定排名： 
1.  國際柔道聯盟的運動員排名次序， 
2.  比較運動員參加的比賽級別；及所獲取的分數。 
 
其他規則 – 甄選運動員參加全國、國際比賽 

中國香港柔道代表隊專責及運動員遴選委員會根據個別比賽的規則，參考排名，配合下
列條件決定提名運動員名單優先次序： 
1.  運動員於其體重級別的排名次序， 
2.  運動員有機會取得的成績；如獎項， 
3. 該比賽對本地柔道運動、參賽運動員的長遠效益， 
4. 運動員訓練時及日常的紀律、態度；公眾對其觀感及評價， 
5. 柔道總會可以運用的資源。 

 
此排名制度由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獲接納參與培訓的運動員以其於國際柔道聯盟 2022
年 12 月 31 日所得的排名分作起始分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