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特殊奧林匹克冬季世界比賽
香港代表團賽前會議

日期：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地點：香港體育學院大樓演講廳 (沙田源禾路25號)
時間：下午1時15分至2時15分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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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簡會運奧殊特港香

2. 賽事簡介

3. 表代港香團

4. 標目賽比

5. 大隊制服及物資

6. 集收物藥及查檢李行前發出

7. 結總卷問員動運

8. 件證

9. 項事意注送接及排安程行

10.衣著安排

11. 則守練教

12. 任責之員動運

13.家長/監護人的支持

14.項事他其



1. 香港特殊奧運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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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殊奧運會(HKSO)成立於1976年，
銳意發展各項奧林匹克類型的體育活動予
8歲或以上的智障人士參加，讓他們藉著
長期訓練發揮潛能，建立自信及勇氣，與
家人及朋輩分享從運動中所獲得的喜悅，
繼而融入社群。除為智障人士提供體育訓
練及舉辦賽事外，亦會派出運動員遠赴海
外參加海外特殊奧林匹克賽事。



日期 14-25.03.2017

地點 Austria奧地利

Graz格拉茨、Schladming薩林明、Ramsau拉姆紹

參加者 107 個國家/地區

2,700 名運動員

1,100名教練

9 個運動項目

3,000 名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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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賽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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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位於歐洲中部的內陸國家。與多
國接壤，東面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南
面是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亞，西面是列支
敦斯登和瑞士，北面是德國和捷克。

Vienna
維也納

Schladming/Ramsau
薩林明/拉姆紹

賽事地點

Graz
格拉茨



6

地板曲棍球(FH)速度滑冰(SS) 雪鞋競走(SN)花樣滑冰(FS)

比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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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動人心，感動世界

賽事標誌及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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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 Luis

賽事吉祥物



日期 活動

09-20.03.2017 執法人員火炬跑 -最後一棒

14.03.2017 代表團抵達奧地利維也納

14-16.03.2017 社區接待計劃

16.03.2017 代表團入住選手村

18.03.2017 開幕典禮

19-24.03.2017 分組測試及比賽

19-24.03.2017 健康運動員計劃

19-24.03.2017 特奧嘉年華

24.03.2017 閉幕典禮

25.03.2017 代表團離開奧地利維也納

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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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代表團

• 代表團成員：

1名團長、1名副團長、1名隨團委員、1名秘書長、
1名領隊、1名副領隊、1名攝影師、47名運動員、
11名教練及 6名團隊職員，共71人。

• 運動員年齡分布：10至31歲

• 參賽項目：

i) 地板曲棍球(FH) 

ii) 花樣滑冰(FS) 

iii) 雪鞋競走(SN)

iv) 速度滑冰(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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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3名
運動員：14名(14 男)

地板曲棍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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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3 名
運動員：10名(5男 5女)

花樣滑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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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2名
運動員：7名(3男4女)

雪鞋競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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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3名
運動員：16名(8男8女)

速度滑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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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4-16.03.2017

地點：維也納

內容：參觀當地景點、體驗當地傳統文化及地道食物、
讓各代表團有足夠時間適應時差及氣侯

社區接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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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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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曲棍球 花樣滑冰 速度滑冰 雪鞋競走

Graz
格拉茨

Schladming
薩林明 住宿地點待定



日期：18.03.2017 (六)

地點： Planai Stadium Schladming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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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 - 地板曲棍球
比賽場館：Convention Center Messe Graz

競賽日期：17-24.0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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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 - 地板曲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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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 - 花樣及速度滑冰
比賽場館： Icestadium Graz-Liebenau

競賽日期： 17-23.0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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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 - 花樣及速度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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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 - 花樣及速度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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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 - 雪鞋競走
比賽場館：WM Stadium Ramsau

競賽日期： 17-24.0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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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 - 雪鞋競走



健康運動員計劃

日期 19-24.03.2017

地點 Messe Graz: Messcongress

內容 健視之窗 健康微笑 健聽之聲
健體有營 健體多紛 健步知足
強心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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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教練可按賽事編排參加。】



日期：24.03.2017 (Fri)

地點：Stadium Graz-Liebenau

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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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競賽挑戰自我；

• 參與海外比賽，與其他國家運動員同場切磋比賽；認識新朋友。

4. 比賽目標



1. Kappa藍色羽絨外套 (1件) 2. Kappa藍色滑雪外套 (1件)

3. Kappa黑色防水雪褲 (1條) 4. Kappa深藍色長袖Polo裇 (1件)

5. 大隊制服及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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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ppa深綠色抓毛背心 (1件) 6. Kappa寶藍色長袖抓毛衛衣(3件)

7. Kappa黑色運動長褲 (1條) 8. 行山鞋 (1對)

5. 大隊制服及物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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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appa冷帽 (1頂) 10. Kappa抓毛頸巾 (1條)

11. 保暖襪 (4對) 12. 保暖防水手套 (1對)

5. 大隊制服及物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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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 FS, SS SN SS FS

13. Mendoza
背囊 (1個)

14. Mendoza 27吋旅行篋 (1個)
15. Mendoza 20吋旅行篋 (1個)
只提供予花樣及速度滑冰運動員

5. 大隊制服及物資(續)

香港代表隊襟章會於抵埗後派發。運動員可與
其他參賽國家/地區運動員交換襟章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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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篋及背囊將繫上行李名牌及不同顏色絲帶以識
別不同運動項目。

所有代表隊成員只可攜帶所派發之旅行篋及背囊，
以便識認。寄倉行李重量上限為23公斤(kg)，而手
提行李限重8公斤(kg)。運動員必須帶備比賽用品於
手提行李(背囊/小型旅行篋)內，以防行李托運延誤。

運動項目 地板曲棍球 花樣滑冰 雪鞋競走 速度滑冰

絲帶顏色

5. 大隊制服及物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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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使用篋上之密碼鎖，請緊記密碼及告知項目負責
職員。另外，如有需要，亦可自備掛鎖！

5. 大隊制服及物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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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如須提交藥物或歐元(最多EUR50)，
請以有封口的透明膠袋入妥，並在膠袋貼上
寫有運動員姓名，項目及服用藥物詳情等資
料的標籤。

6. 出發前行李檢查及藥物收集



6. 出發前行李檢查及藥物收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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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月27日至3月3日

時間：09:30-17:30

【敬請先與有關運動項目負責職員預約！】

項目負責職員會即場檢查運動員之行李篋及物資，完成檢查
後將暫存於本會，並於出發當日送往機場。而護照、歐元及
藥物則由本會職員保管，返港後發還予運動員。

手提行李(背囊或小型旅行篋)保安規定(附件1)

運動員個人物資表(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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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運動員問卷總結

如有任何關於運動員飲食、藥物或自理能力的資
料更新，請致電2161 9502通知職員李康生先生。

食物敏感？藥物敏感？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W3n99NHkYABHS1ygt.;_ylu=X3oDMTBpY2Y5NXNiBHBvcwM2BHNlYwNzcgR2dGlkAw--/SIG=1l40c35h0/EXP=1306529847/**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7%89%9B&js=1&ei=utf-8&y=%E6%90%9C%E5%B0%8B&fr=FP-tab-web-t&w=640&h=480&imgurl=www.joqr.net/blog/ohaten/archives/image/080220%E7%89%9B.jpg&rurl=http://flower.80code.com/rooraa/index.php?k=%B5%ED&size=80k&name=080220%E7%89%9B+jpg&p=%E7%89%9B&oid=370b451ba7d959f2&fr2=&no=6&tt=9005703&sigr=11icjn72n&sigi=11rjg6ue5&sigb=13drbnv85&.crumb=hWBlqlEaxAc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W3n99NHkYABHS1ygt.;_ylu=X3oDMTBpY2Y5NXNiBHBvcwM2BHNlYwNzcgR2dGlkAw--/SIG=1l40c35h0/EXP=1306529847/**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7%89%9B&js=1&ei=utf-8&y=%E6%90%9C%E5%B0%8B&fr=FP-tab-web-t&w=640&h=480&imgurl=www.joqr.net/blog/ohaten/archives/image/080220%E7%89%9B.jpg&rurl=http://flower.80code.com/rooraa/index.php?k=%B5%ED&size=80k&name=080220%E7%89%9B+jpg&p=%E7%89%9B&oid=370b451ba7d959f2&fr2=&no=6&tt=9005703&sigr=11icjn72n&sigi=11rjg6ue5&sigb=13drbnv85&.crumb=hWBlqlEaxAc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SNn99NeVcAd5u1ygt.;_ylu=X3oDMTBqZW42cDJhBHBvcwM3MQRzZWMDc3IEdnRpZAM-/SIG=1m9ggatqm/EXP=1306529805/**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8%A0%B6%E8%B1%86&js=1&b=55&ni=18&ei=utf-8&xargs=0&pstart=1&fr=FP-tab-web-t&w=500&h=375&imgurl=farm3.static.flickr.com/2475/3592607451_aa19012ecc.jpg&rurl=http://www.flickr.com/photos/beautifulcataya/3592607451/&size=123k&name=Side+by+Side&p=%E8%A0%B6%E8%B1%86&oid=59b29075243a84b6&fr2=&fusr=beautifulcat...&no=71&tt=770&b=55&ni=18&sigr=11or9b5r7&sigi=11m7turpa&sigb=13td1hlds&.crumb=hWBlqlEaxAc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SNn99NeVcAd5u1ygt.;_ylu=X3oDMTBqZW42cDJhBHBvcwM3MQRzZWMDc3IEdnRpZAM-/SIG=1m9ggatqm/EXP=1306529805/**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8%A0%B6%E8%B1%86&js=1&b=55&ni=18&ei=utf-8&xargs=0&pstart=1&fr=FP-tab-web-t&w=500&h=375&imgurl=farm3.static.flickr.com/2475/3592607451_aa19012ecc.jpg&rurl=http://www.flickr.com/photos/beautifulcataya/3592607451/&size=123k&name=Side+by+Side&p=%E8%A0%B6%E8%B1%86&oid=59b29075243a84b6&fr2=&fusr=beautifulcat...&no=71&tt=770&b=55&ni=18&sigr=11or9b5r7&sigi=11m7turpa&sigb=13td1hlds&.crumb=hWBlqlEaxAc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U7oN9NMxYAIjq1ygt.;_ylu=X3oDMTBqamdoM3Q5BHBvcwMxMgRzZWMDc3IEdnRpZAM-/SIG=1ibatbqgr/EXP=1306529979/**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pig&js=1&ei=utf-8&fr=FP-tab-web-t&w=662&h=518&imgurl=www.gov.im/lib/images/daff/animals_fish/pigs.jpg&rurl=http://www.autoracing.com.br/forum/index.php?showtopic=46095&st=15&start=15&size=66k&name=pigs+jpg&p=pig&oid=3a54759ac90dd84a&fr2=&no=12&tt=1495425&sigr=12bd88jf4&sigi=11gc6fdft&sigb=12i1esidn&.crumb=hWBlqlEaxAc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U7oN9NMxYAIjq1ygt.;_ylu=X3oDMTBqamdoM3Q5BHBvcwMxMgRzZWMDc3IEdnRpZAM-/SIG=1ibatbqgr/EXP=1306529979/**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pig&js=1&ei=utf-8&fr=FP-tab-web-t&w=662&h=518&imgurl=www.gov.im/lib/images/daff/animals_fish/pigs.jpg&rurl=http://www.autoracing.com.br/forum/index.php?showtopic=46095&st=15&start=15&size=66k&name=pigs+jpg&p=pig&oid=3a54759ac90dd84a&fr2=&no=12&tt=1495425&sigr=12bd88jf4&sigi=11gc6fdft&sigb=12i1esidn&.crumb=hWBlqlEaxAc


• 護照及回港證由本會保管；

• 香港身份證：暫時無須繳交，但須於出發當日記緊
攜帶

• 賽事證件：抵達當地派發，在賽事期間該證件如同
身份證，必須佩戴及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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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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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2015特殊奧林匹克夏季世界比賽」賽事證件樣板。

8. 證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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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程安排及接送注意事項
活動

3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1. 離開香港前往奧地利維也納 ●

2. 抵埗維也納 ●

3. 於維也納參與社區接待計劃 ● ● ●

4. 代表團入住選手村(格拉茨/薩林明) ●

5. 領隊會議/教練會議 ●

6. 開幕典禮 ●

7. 分組測試及比賽 ● ● ● ● ● ● ● ●

8. 健康運動員計劃 ● ● ● ● ● ●

9. 特奧嘉年華 ● ● ● ● ● ●

10. 領隊會議 (待定) ●

11. 閉幕典禮 ●

12. 離開維也納返港 ●

13. 返抵香港 ●



航班資料：奧地利航空 Austrian Airlines

日期 航班編號 起飛/抵達時間及地點

出發：14.03.2017(二) OS058
香港

11:00

維也納
16:30

返港：25.03.2017(六) OS057
維也納
13:40

香港
0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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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程安排及接送注意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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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3月14日(星期二)上午8時於香港國際機場

1號客運大樓D行段(奧地利航空)集合
【抵達後請向教練報到及將身份證交予教練保管。】

解散：3月26日(星期日)約上午8時30分於機場解散
【航班抵港時間為上午8時05分，代表隊成員或須參
與官方歡迎活動(如有)。請於活動後取回行李，旅遊
證件及藥物/歐元後才離開。】

9. 行程安排及接送注意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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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衣著安排

活動 日期 服飾

出發 14.03.2017
羽絨外套+衛衣+運動長褲+行山鞋

【帶備抓毛背心、冷帽、頸巾及手套於手提行李內】

開幕/閉幕禮 18.03.2017 滑雪外套+羽絨外套+衛衣+運動長褲/雪褲

測試/比賽 19-24.03.2017 比賽制服

頒獎禮 19-24.03.2017
羽絨外套/衛衣/長袖Polo裇+運動長褲

(如有需要，可外加滑雪外套/雪褲)

返港 25.03.2017
羽絨外套+衛衣+運動長褲+行山鞋

【帶備抓毛背心、冷帽、頸巾及手套於手提行李內】

按工作人員教練指示，穿著指定服飾出席大會安排的活動/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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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練守則(附件3)

每晚簡報當日情況：

1. 比賽成績

2. 運動員身體狀況，例如：情緒問題、生病/受傷？

3. 翌日賽程/活動安排

各項目教練可按賽事編排，建議隊員活動，但必須集
體行動。如活動於選手村外進行，必須先得到領隊或
副領隊同意後，方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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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運動員之責任(附件4)

• 日常生活注意事項

自理/飲食習慣/儀容/個人衛生/作息時間

【如有身體不適，必須即時通知教練！】

• 比賽/出席活動期間注意事項

【必須集體行動，不得擅自離隊！】

積極參與訓練，在比賽中發揮應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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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家長/監護人的支持
努力練習：依時參與訓練、認真完成教練所訂之訓練要求；避免受傷
飲食： - 不偏食，以攝取均衡及足夠營養

- 少吃煎炸食物，如薯條、薯片及春卷等
- 少吃高脂肪食品，如肥膩肉類和酥皮批撻等
- 少吃高糖分食品，如汽水、雪糕及糖果等
- 多吃蔬菜水果
- 多吃五穀類食物，如米飯、麵包及粉麵等

自理：能自行用膳、如廁、刷牙、洗澡及穿衣；能自行執拾所需物資；注意
個人衞生及儀表

合群：懂得與別人相處、尊重及關心別人、不會離隊
情緒管理：能以適當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不亂發脾氣
服從性：能聽從指令；遵守規則，如守時及穿著制服
禮貌：以禮待人；以簡單英語主動和別人打招呼及作友善回應

另請提醒運動員不要沉迷玩電話及打遊戲機，並注意
運動員作息時間，以確保有足夠休息。



奧地利位於歐洲的中部，當地著名的阿爾卑斯山脈覆蓋
了該國三分之二的面積，氣候溫和，冬季寒冷、夏季涼
爽，是世界著名的冬季運動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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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事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Austri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Austria.svg


1. 天氣：奧地利3月的氣溫介乎 -5˚C至15˚C，濕度介乎60%至
80%，晝夜溫差較大，平均溫度約6度。天氣寒冷或
有雨，請自備足夠保暖衣物、太陽眼鏡、潤膚用品及
雨具。

2. 語言：英語、德語

3. 文字：英文、德文

4. 貨幣：歐元；建議帶備最多50歐元，約港幣410元

5. 時差：奧地利 (UTC+1) 較香港 (UTC+8) 慢7小時；
(例如香港晚上9時，即奧地利下午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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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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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壓/插頭：奧地利電壓為230V，電器插座是歐洲規格

雙腳圓形C型/F型插頭。如有需要，請自備

轉換器。

7. 奧地利國家區碼為(043)，維也納地區區碼為(1)、格拉
茨地區區碼為(316)

14. 其他事項(續)



8. 抵埗：大隊抵達奧地利後，隨隊職員會通知本會駐港職
員，家長可於3月15日上午9時後致電本會查詢。如運動
員需致電回港報平安，隨隊職員將儘量協助，惟有關費
用將由運動員支付。

9. 保險：大會已為所有工作人員及運動員購買基本旅遊保
險。如有需要，參加者請自行購買適當保障的保險。

10. 賽會將負責代表隊成員當地之膳食，住宿及交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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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事項(續)



11. 家長可於大隊返港當天(3月26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
網頁(www.hongkongairport.com/chi/)查詢最新航機
抵港資料。

12. 運動員自理能力：進一步加強運動員的自理能力，讓
運動員學習獨立用膳及必須學懂清洗簡單衣物。

13. 儀容：如有需要，運動員請在出發前理髮。

14. 賽事官方網頁：www.austria2017.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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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事項(續)



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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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商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