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各位球員:  
本會在此公佈 2018-2019 帝國冰球夏季聯賽將於 6 月 21 日舉行。  
 
成人組比賽 (約 6 隊)  
場數： 10 場及 1 場決賽 
隊伍人數： 最少 5 人為一隊 (自行組隊參加) 
比賽形式： 3 on 3 對賽 
地點： 西九龍中心八樓飛龍冰上樂園。  
時間： 逢星期四晚上 20:55– 23:30 之間  
費用： 自行组隊全隊爲 $21800 元正 (最多六名球員註冊); 第七名或以上註冊球員另加 $3000 
元正; 個別球員為 $4000 元正; 守門員為 $2500 元正;  臨時球員為 $380 元/場 
 
  
6 - 8 歲小童賽 ( 2 隊) 
場數： 11 場 （比賽將會分為 6 場指導賽及 5 場正式比賽 ， 正式比賽及指導賽將輪流進行） 
隊伍人數： 5 人為一隊 (共 10 人） 
比賽形式： 5 on 5 對賽  
地點： 西九龍中心八樓飛龍冰上樂園 
時間： 逢星期四晚上 19:45– 20:45  
費用： 每人 $4620 元正; 臨時球員為 450 元/場 
 
8 - 10 歲小童賽 ( 2 隊) 
場數： 11 場 （比賽將會分為 6 場指導賽及 5 場正式比賽 ， 正式比賽及指導賽將輪流進行） 
隊伍人數： 4 人為一隊 （共 8 人） 
比賽形式： 4 on 4 對賽  
地點： 西九龍中心八樓飛龍冰上樂園 
時間： 逢星期四晚上 19:45– 20:45  
費用： 每人 $4620 元正; 臨時球員為 450 元/場 
 
 
請各隊球員提早到場準備，報名費用請在第一場比賽前到 Empire Sports Limited 繳交， 成人

組隊伍會以自由組隊形式進行分隊。 如自由組隊人數不足或以個人形式報名，本會會協助球

員或球隊分配。 如球隊沒有球衣則由本會提供。 如對以上有任何問題請與我們聯絡。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至 6 月 10 日 
 
 
 
 
 
 
 
 
-帝國體育會(香港) 
-帝國冰球聯賽 
-帝國冰球學校(香港) 謹啓 



Dear Hockey Players,  
Empire Sports hereby announced that the 2018-2019 Empire Ice Hockey Summer League 
will begin on 21 June 2018.  
 
Adults Division  
Number of games: 10 games and 1 final 
Number of team: About 6 
Number of players: At least 5 players and 1 goalie per team 
Game format: 3 on 3  
Game Duration: 2 periods, 20 minutes per period 
Venue: Dragon Center Ice Rink 
Time: Thursdays evening between 20:55– 23:30 
Game Fee: $21800 for a team (At most six registered player per team); the seventh 
registered player or after $3000; goalie $2500; individual player $4000, LPP player $380 per 
game 
 
Kids Division (Aged 6-8) 
Number of games: 11 (6 guided games and 5 official games alternatively) 
Number of team: 2  
Number of players: 10 
Game format: 5 on 5  
Venue: Dragon Center Ice Rink 
Time: Thursdays evening between 19:45 - 23:30 
Game Fee: $4620 per person; LPP player $450 per game 
 
Kids Division (Aged 8-10) 
Number of games: 11 (6 guided games and 5 official games alternatively) 
Number of team: 2  
Number of players: 8 
Game format: 4 on 4  
Venue: Dragon Center Ice Rink 
Time: Thursdays evening between 19:45 - 23:30 
Game Fee: $4620 per person; LPP player $450 per game 
 
 
Registration Date: From now until 10 June.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r sincerely, 
  
-Empire Sports Limited 
-Empire Ice Hockey League 
-Empire Ice Hockey 
School (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