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賽馬會香港優秀教練選舉評核準則 
項目 權數 準則 得分

1 1.5 成年運動員過去

2年達致國際水平

的成績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國際邀請賽

地區錦標賽 (如太平洋 
運動會/東亞錦標賽)  
國際公開賽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亞洲盃 (分站賽) 
全國錦標賽

亞洲室內暨武術運動會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亞洲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錦標賽 
亞洲盃 (總決賽) 
世界盃 (分站賽)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亞運會

世界盃 (總決賽)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奧運會

世界錦標賽

獎牌

(減一規定) 
奧運會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市 / 埠際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國際邀請賽

地區錦標賽 (如太平洋 
運動會/東亞錦標賽)  
國際公開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亞洲盃 (分站賽) 
全國錦標賽

亞洲室內暨武術運動會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亞洲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錦標賽 
亞洲盃 (總決賽) 
世界盃 (分站賽) 

獎牌

(減一規定) 
亞運會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世界盃 (總決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世界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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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青少年運動員過去

2年達致國際水平

的成績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國際青少年邀請賽

地區青少年錦標賽

國際青少年公開賽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亞青盃系列賽

亞洲分齡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運動會 (前全國

城市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盃賽 (總決賽) 
世青盃系列賽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世界青少年盃賽 (總決賽) 
亞洲青少年運動會

4-8名 (> 24人/隊) 或
排名前1/3 (≤ 24人/隊)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青少年奧運會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青少年奧運會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市 / 埠際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國際青少年邀請賽

地區青少年錦標賽

國際青少年公開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亞青盃系列賽

亞洲分齡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運動會 (前全國

城市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盃賽 (總決賽) 
世青盃系列賽

獎牌 (> 9人/隊) 或 
排名前1/3 (≤ 9人/隊) 
世界青少年盃賽 (總決賽) 
亞洲青少年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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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精英資助評核計劃」的評審機制 

 
由2013年4月1日起，「精英資助評核計劃」優化成為一個分為三層架構的機制。有關詳情

如下。 
 
「精英資助評核計劃」架構 
 
於奧運會有機會獲取良好表現的體育項目會成為「A*級體育項目」 
於「精英資助」評核中獲取10分或以上的體育項目會成為「A級體育項目」 
於「精英資助」評核中獲取7.5分至10分之間的體育項目會成為「B級體育項目」 
 
根據「精英資助評核準則通用評分表」，達到以上分數體育項目將獲得四年的資助；並於

每兩年檢討體育項目表現，以決定有關項目能否繼續獲得另外四年的資助。 
 
 

先決條件 
 
A*級及 A 級體育項目 

自 1997年起至少三次成為奧運或亞運項目的體育項目便符合 A 級項目支援。 
 
B級項目 
所有體育項目；包括非奧運 /非亞運項目都有資格成為 B 級項目。 
 
繼續成為精英資助體育項目的條件 

 

A*級及 A 級體育項目 

若要繼續獲得精英資助，除成績水平要達到精英資助評分獲取最少 10 分的基本要求外；

同時亦需要取得奧運參賽資格；或在奧運會、亞運會或世界錦標賽中取得獎牌。 如果 A*
級及 A 級體育項目在四年資助周期中，沒有運動員達到以上資助條件，該運動項目將會被

剔除在精英資助計劃之外。 

 

B 級體育項目 
若要繼續獲得精英資助，除成績水平要達到「精英資助」評分獲取最少 7.5 分的基本要求

外；同時亦需要取得亞洲錦標賽獎牌；或在世界錦標賽中取得前八名位置；或「精英資助」

評分高於上次評分。如果 B 級體育項目在四年資助周期中，沒有運動員達到以上資助條

件，該運動項目將會被剔除在精英資助計劃之外。 
 

 
評分準則 /指引 

 
1. 體育項目的最後分數以計算兩名成年及三名青少年運動員的最佳成績的平均分為

準。  
 

2. 每名運動員的成績只獲考慮一次。若運動員同時參加成年組及青少年組的賽事，

只會計算其中一組的成績。 
 

3. 每項成績，包括個人運動的團體賽或雙打賽成績，只獲計算一次。 



 
 

  

 
4. 示範項目的成績將不予評分。 
 
5. 只計算在港居住滿三年的運動員之成績。 

 
6. 在隊際運動賽事中，團隊所有成員均須最少居港3年；A*級及A級體育項目所有成

員均須符合代表香港出戰亞運會或奧運會的資格。 
 

7. 由於體育項目之間沒有一致的國際排名方式，故「國際排名」不會用作評分準則。 
 

8. 只有在獲得有關亞洲體育聯會/國際體育聯會核准/認可/承認的賽事取得的成績，

方會獲得考慮。是項規定不適用於全國運動會/錦標賽。 
 

9. 奧運及亞運獎牌成績會根據「減一」規定處理 (即必須在比賽中擊敗最少一名參

加者)。 
 

10. 最少需有4個國家/地區參賽，有關項目的成績才會獲得評分。 
 

11. 有六名或以上現時世界排名首十位的運動員參加之國際公開賽/職業賽，會被列為

等同4/5分水平比賽項目。 
 
 

只適用於隊際運動項目的特別考慮 
 

12. 以兩項成人及三項青少年組別的成績為準。以團體的成績為基礎，運動員可自由

組合參加不同賽事，當中並無限制。 
 
13. 本地或國際會際比賽的成績均不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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