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初級教練班 

Elementary Coach Course 2022 
 

二零二二年初級教練班現正接受報名，有關報名資格及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2022 年 2 月 17 日 (星期四) 7:00pm - 10:00pm 銅鑼灣奧運大樓演講廳 

2022 年 2 月 19 日 (星期六) 10:00am - 6:00pm 銅鑼灣奧運大樓演講廳及會議室 

2022 年 2 月 26 日 (星期六) 10:00am - 6:00pm 銅鑼灣奧運大樓演講廳及會議室 

2022 年 3 月 4 日 (星期五) 7:00pm - 10:00pm 銅鑼灣奧運大樓演講廳 

 

(一) 報名詳情 

資格    ：(1) 參加者須持有香港跆拳道協會黑帶一段段位或以上 

(2) 參加者年齡必須年滿十六歲 (出生日期：2006 年 2 月 17 日或以前) 

名額    ：140 人 (由於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用    ：港幣六百元正，不包括午膳。 

          *報名後如有退出，一切報名費用恕不退還。 

授課語言：廣東話 

根據 2016 年 3 月 15 日技術委員會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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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名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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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報名參加人

數仍維持 140 人，敬請留意！ 

首輪截止報名： 2022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下午三時正或之前 

 (協會最多只接受每屬會 5 名之報名表) 

次輪報名開始： 2022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一) 上午十時起 

次輪截止報名： 2022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一) 下午三時正或之前  

(餘額為公開報名，先到先得，滿額即止。) 



 

(二) 課程須知 

 

上課制服：  整個課程中，所有參加者必須穿著跆拳道搏擊道袍(左上臂密縫有協會會章 )，配

戴相關黑帶(如有段位，需與協會段位相同)及只可穿著跆拳道鞋或運動鞋上課。如

未有穿上制服或欠左上臂密縫有協會會章等，不論任何理由，將不能出席課堂。 

 

考試範疇： (I) Part A 

     太極一型至八型套拳 

   (II) Part B 

     指定課題功課 

   (III) Part C 

     筆試 

*本次課程將會提供中英文教材。 

**參加者必須通過有關考試，凡合格者，本會方分發證書予有關屬會。 

 

出席率： 總出席率必須達到 100%  

 *注意： (1) 不論理由遲到、早退者須以書面解釋，若無合理解釋者，均不接受； 

   (2) 不論理由缺席課堂則作缺席論 (白事除外，須提交文件)； 

   (3) 制服及出席率將為考試合格與否的重要考慮因素。 

 注意事項 ： 

(1) 申請者須於截止報名前填妥附頁的申請表格並連同相片 2 張、黑帶細證副本及有關報名費

用一併投放至本協會信箱或以郵寄方式交回本協會；如資料不齊或逾期提交，一概不接受

申請。(以本會收到為準) 

(2) 繳付方式：以現金或劃線支票支付，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跆拳道協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Taekwondo Association Limited」。) 

(3) 課堂前 2 小時如懸掛 8 號或以上風球/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有關課堂將會取消，本會將另

行作出安排，而有關課堂更改詳情將會以書面通知；參加者所繳交之一切費用概不退還。 

(4) 本課程並不設補考，敬請留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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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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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平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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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以上一切如有任何爭議/更改/安排，一切均以香港跆拳道協會作最終決定為準。 

 



 

有關課程期間防疫措施須知： 

1) 為保障各參加者健康安全，特別提醒參與人士必須嚴格執行及遵守《預防及控制疾病》的有關規例，

包括：《（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599G章)》、

《（佩戴口罩）規例（第599I章）》，以及由衞生防護中心發出的最新防疫指引。 

2) 根據規例《（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要求場地使用者掃描「安心出行」

二維碼，方能進入場所。 

3) 參與人士在活動前須自行量度及記錄體溫，並申報不是正接受政府指定的強制檢疫人士；在活動進行

期間亦必須保持良好個人衞生和經常保持雙手清潔。 

4) 體溫正常者方能參與活動，如發覺有傳染病病徵，如發燒、乏力、乾咳、呼吸困難、鼻塞、頭痛、結

膜炎、喉嚨痛、腹瀉、喪失味覺或嗅覺、皮疹或手指或腳趾變色等，請盡快求醫診治及通知本會。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504 8137 與本會職員聯絡。 

 

 

此 致 

各屬會 

 

 

 

 
技術委員會總監 

胡樹強   謹啟 

二零二壹年十二月四日 



 

2022 初級教練班  

Elementary Coach Course 2022 

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首輪截止報名： 2022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 下午三時正或之前 

(甲)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姓 名 (中 文)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Date of Birth     ____D____M______Y 

年齡 

Age ______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______________ 

緊急人姓名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__ 

關係 

Relationship _______ 

緊急人電話號碼 

Emergency contact No. _______________ 

現有段位 

Current Dan _______ 

段證號碼 

Dan No.   _____________ 

申請中段位的申請日期          月       年 

Dan application in progress on _____M_______Y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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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s mentioned with all rules or regulations set by the organizer. 

(ii) 本人完全承擔一切在活動進行中而遭受之人身損傷或死亡，本會無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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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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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本人同意並授權香港跆拳道協會《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會向申請者收集的個人資料，乃由申請者自願提供，並確保該等資料只會作列明之用途。個人

資料有可能用作處理所有本會專業資格證書申請、識別賽事選手身份，發放消息及資訊、或用作

內部參考及數據統計等。在未知會或取得申請者同意的情況下，本會不會使用申請者所提供的個

人資料作其他用途。而有關資料只供需要使用該等資料的本會職員查閱。申請人有權要求查詢或

更改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以書信郵寄或電郵至本會。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簽署 

Applicant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 

屬會 

Club ___________________ 

屬會蓋章 

Club’s Chop ___________________ 

館長姓名 

Name of club Master ____________________ 

館長簽名 

Signature of club Master __________________ 



 

(丙)  聲明 Declaration 

參加者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Parent or Guardian Declaration 

年齡未滿十八歲的參加者，須由家長/監護人簽署以下同意書： 

For contestant’s age under eighteen, parents are requested to sign the following: 

本人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 貴會所舉辦的 2022 年初級教練班。 

I agr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o take part in the Elementary Coach Course 2022. 

本人完全承擔一切小女/小兒在二零二二年初級教練班活動進行中而遭受之人身損傷或死亡，本會無需

負責。 

I will hold my daughter/son solely responsible in the (Elementary Coach Course 2022) event of any injury or 

death sustained during the course. The Organization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t or injury that I may suffer in 

this event. 

 

家長/監護人姓名 

Parent/Guardian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