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教練晉升班   

 Coach Promotion Course 2018 
 

本會將於 2019 年 2 月份開辦教練晉升班，有關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9 年 02 月 28 日(星期四) 7:00pm – 10:00pm  奧運大樓二樓演講廳 

2019 年 03 月 02 日(星期六)  
9:00am – 5:00pm 

烏溪沙青年新村 

(新界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2 號) 2019 年 03 月 03 日(星期日) 

2019 年 03 月 04 日(星期一)  7:00pm – 10:00pm  奧運大樓二樓演講廳 

2019 年 03 月 05 日(星期二) 7:00pm – 10:00pm 奧運大樓二樓演講廳 

2019 年 03 月 07 日(星期四) 7:00pm – 10:00pm  奧運大樓二樓演講廳 

 

各參加者在報名時必須慎重考慮以上課程時間編排，以免因未能出席有關課堂而引致不合格！ 

 

參加者資格及提交文件如下： 

 

(A) 參加晉升中級資歷者： (1) 由屬會館長推薦  

(2) 持香港跆拳道協會黑帶三段段位或以上 

(3) 持協會有效初級教練資歷 

 

提交文件：申請者須於截止報名前，一併提交以下文件(不接受傳真報名)，資料不齊 

概不接受申請: 

      A1. 填妥之報名表格；                    A2. 相片 2 張； 

     A3. 有效初級教練細証副本；              A4. 黑帶三段或以上段証副本； 

A5. 報名費用港幣八佰元正 (HK$800.00)  

*不包括午膳費用 

 

(B) 參加晉升高級資歷者： (1) 由屬會館長推薦  

(2) 持香港跆拳道協會黑帶五段段位或以上 

(3) 持協會有效中級教練資歷 

 

提交文件：申請者須於截止報名前，一併提交以下文件(不接受傳真報名)，資料不齊 

概不接受申請: 

 

      B1. 填妥之報名表格；                   B2. 相片 2 張； 

     B3. 有效中級教練細証副本；          B4. 黑帶五段或以上段証副本； 

B5. 報名費用港幣八佰元正 (HK$800.00) 

*不包括午膳費用 

名額： 70 人  (*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本協會之最終決定為準!)  

 
根據 2016 年 3 月 15 日技術委員會已定所有教練班將分兩輪報名，第一輪報名每屬會將各獲分配

5 位名額。 第二輪報名將以 "先到先得" 形式，分配於第一輪報名完結後之餘下名額，而總報名參加人

數仍維持 70 人。 敬請留意 !!  



首輪截止報名：2019 年 2 月 14 日 (星期四) 下午三時正或前  

（協會最多只接受每屬會 5 位人士之報名表） 

 

次輪報名開始：2019 年 2 月 19 日 (星期二) 上午十時起 

 

次輪截止報名：2019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五) 下午三時正或前  

*（餘額為公開報名，先到先得，以即時到協會遞交表格者優先，滿額即止。） 

 

授課語言：廣東話及國語 

 

上課制服： 全個課程所有參加者必須穿著跆拳道道袍(包括左上臂縫有協會會章)及配戴相關    

           黑帶上課，及只可穿著跆拳道鞋或運動鞋，不論理由，如未有穿著指定服飾者將不 

計算出席課堂， 

 

考試範疇包括：本課程不設補考，因此報名時請慎重考慮！ 

        (a) 相關黑帶套拳及 

        (b) 指定時間交課題功課及 

(c) 筆試。  

        

考試日期： 2019 年 3 月 07 日(星期四)舉行，考試合格者，方獲頒發有關證書。本課程不設補 

考，敬請留意！ 

 

注意事項(1)： 

以下為考試合格與否的重要考慮因素： 

1. 出席率必須 100%、(遲到、早退或缺席者、必須以書面解釋) 

2. 未有穿著指定服飾 (例如未有於跆拳道道袍的左上臂密縫有協會會章或指定跆拳道道袍) 

3. 上課時表現 

4. 套拳考核成績 

5. 能否跟隨教練指導下操練 

6. 是否準時提交功課 

7. 凡參加者必須通過有關考試，考試合格後，方獲頒發有關證書。 

 

  注意事項(2)： 

 

1. 報名後不論理由、不可退出 (白事除外)，一切報名費用恕不退還及不接受任何更改； 

2. 若收生人數不如理想，此課程可能取消，本會將另行以書面通知。 

3. 學員請上課時出示有相片之身份證明文件以作核對。 

4. 授課前 2 小時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當日之授課將會取消，大會將作另 

行安排，有關更改日期將以書面通知。而參加者所繳交之一切費用概不退還，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本協會 25048116。 

5. 今次課程將會提供中英文教材。 

6. 為配合環保，我們不會列印教材給參加者，參加者可自行攜帶手提電腦，我們稍後會提供下載方法。如參加

者需列印教材，請自行準備，多謝合作! 

8.  以上資料如有任何更改及爭議，一切以本協會之最終決定為準，參加者不得異議。 

 

*特此鳴謝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此活動 

此  致  

                                           

 
  技術委員會總監 

  胡樹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2018 教練晉升班   

Coach Promotion Course 2018 

 
首輪截止報名： 2019 年 2 月 14 日 (星期四)  下午三時正或前 

 

次輪報名開始： 2019 年 2 月 19 日 (星期二)  上午十時起 

 

次輪截止報名： 2019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五)  下午三時正或前 

 

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甲) 姓名(中文)      (英文) 

(A) Name in Chinese_______________  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年齡        屬會名稱  

Sex   Male / Female   Age __________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緊急人聯絡電話 

Telephone _______________  Urgent Contact Number 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意外，請即知會       關係 

In case of emergency, please notify _______________ Relationship __________ 

 

現有段位            段證編號： 

Present Grade Hold __________  Dan Cert. No. _______________ 

 

 申請中級教練晉升        有效初級教練証編號 

   Apply to Intermediate Level Valid Elementary Coach License No. __________ 

       

 申請高級教練晉升        有效中級教練証編號 

   Apply to Advanced Level  Valid Intermediate Coach License No. __________ 

 

(乙) 聲明  (B) Declaration 

  

(i) 本人証明在本表格內所提供之資料皆正確無訛，並遵守及明白『本申請書』內文及所列之 

條款並願意接受。 

I, the undersigned, declar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correct. I understand and abide by the  

stipulated terms, rules or regulations set by the organizer  

 

(ii) 本人完全承擔一切在訓練/課程進行中而遭受之人身損傷或死亡，主辦機構無需負責。 

I will hold myself solely responsible in event of any injury or death sustained during the training/ 

course. The Organization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t or injury that I may suffer in this event 

 

 

參加者簽署         日期      

Signature of Applicant 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 

 

 

 



 

2018 教練晉升班   

Coach Promotion Course 2018 
 

館長姓名        館長簽名 

Name of Recommended 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Recommended _______________ 

   

 屬會         屬會印章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  Association Chop   ______________ 

 

 日 期  

 Date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