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網上初級教練班（第二期） 

Online Elementary Coach Course (II) 2022 
 

二零二二年網上初級教練班(第二期)現正接受報名，有關報名資格及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網上應用程式 

2022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7:00pm - 10:00pm Zoom 

2022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六) 10:00am - 6:00pm Zoom 

2022 年 6 月 26 日 (星期日) 10:00am - 6:00pm Zoom 

202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四) 7:00pm - 10:00pm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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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日或以前) 

名額    ：人數不限  

費用    ：港幣六百元正 

繳付方式：只接受以劃線支票繳付報名費用，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跆拳道協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Taekwondo Association Limited」 

          *報名後如有退出，一切報名費用恕不退還。 

授課語言：廣東話 

報名方法：為減少人流和社交接觸，請於截止日期或之前填妥報名表，連同相片兩張、 

黑帶段證(細證)副本、香港身份證副本(申請人可選擇遮蔽副本上的身份證號碼及請在

橫跨整個身份證影像上加上「副本」字眼)及劃線支票，以郵遞方式發送到本會地址： 

「九龍觀塘興業街十四號永興工業大廈十一樓 C4B 室 

香港跆拳道協會收」 

本會恕不接受傳真報名。而填報資料不齊或逾期申請，其申請將不獲辦理。(以本會收

到為準) 

截止日期： 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三時正或之前 

  本會收到有關報名後，將於 2022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或之前發送連結及學員編號予

申請者。如於日期後仍未收到協會電郵，請致電 2333 2054 查詢。 

 



(二) 課程須知 

1. 學員需於課堂前自行下載 Zoom 應用程式，並擁有一個有效的 Google 帳戶，以確保可以進行

考試及提交功課。 

2. Zoom 課堂將於上課前 30 分鐘開放學員進入。 

3. 敬請依時進入 Zoom 課堂，登入時請輸入學員編號及中文姓名。(例子: 001 陳大文) 

4. 課堂期間，所有學員需保持在線狀態並開啟視訊設備，小休時間並不需要離開 Zoom 課堂。 

5. 請把裝置音訊功能保持靜音狀態，切勿於課堂期間在聊天室內閒談。 

6. 學員可使用即時訊息功能進行發問，導師將會安排解答。 

出席率  ： 出席率必須 100%  

(1) 不論理由遲到、早退須以書面解釋，若無合理解釋，均作缺席論； 

(2) 不論理由缺席課堂均作缺席論 (白事除外，須提交證明文件)； 

(3) 課堂服飾及出席率為通過課程的考慮因素。 

網絡接收情況： 學員需在有網絡連接的環境下，使用手機或電腦透過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加

入網上課堂。如在上課期間，因網絡接收不良而導致線路中斷，於 15 分鐘內

仍未能重新連線，會被視作未能完成該理論課程，其考試資格將會被取消。學

員可報名參加下一期的初級教練班，須補上是次未能完成之理論課程，並取得

功課及考試合格成績，方可獲頒發有關證書。 

是次已繳交之報名費用恕不退還。學員因網絡接收問題而報名參加下一期的初

級教練班之報名費用可獲一次性豁免，沒有報名則視作自動放棄論。 

課堂服飾 ： 學員均須穿著跆拳道搏擊道袍(左上臂縫有協會會章)及配戴協會相關段數黑 

帶。如非穿著指定服飾者，不論任何理由將不能出席課堂。 

核實學員身份： 學員須於上課前，向鏡頭出示黑帶段證(細證)、身份證或護照以核實身份。導

師只會核對中文或英文姓名及相片，請學員自行掩蓋其他個人資料。 

環境  ： 課程期間可能會進行肢體練習，請學員預留足夠空間。 

考試及功課安排： 

筆試 Written Test 

筆試將以 Google Form 形式進行，學員必須在表格內填寫個人資料，網址將於課堂上提供。 

建議學員使用桌面電腦、筆記電腦或平板電腦進行考試。 

品勢考試 Poomsae Test 

學員必須把套拳表演錄製成視頻，課堂上將會提供套拳表演的時間、拍攝及視頻格式的要求及上

載影片的方法及網址。 

功課 Course Assignment 

課堂上將會公佈功課的題目和格式要求，以及上載功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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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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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帶段證(細證)副本、香港

身份證副本(申請人可選擇遮蔽副本上的身份證號碼及請在橫跨整個身份證影像上加上

「副本」字眼)及劃線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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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並不設補考，敬請留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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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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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33 2054 與本會職員聯絡。 

 

 

 

此 致 

各屬會 

 

 

 

 
技術委員會總監 

胡樹強   謹啟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2022 網上初級教練班（第二期）  

Online Elementary Coach Course (II) 2022 

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截止報名： 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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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 Google 帳戶電郵地址(請以正階填寫) 

Google Account’s Email Address (Please 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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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網上初級教練班（第二期）。 

I agr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o take part in the Online Elementary Coach Course (II) 2022. 

本人完全承擔一切小女/小兒在 2022 年網上初級教練班（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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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Elementary Coach Cours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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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