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武 術 聯 會 

Hong Kong Wushu Union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 1號奧運大樓 1017室 

Rm. 1017, Olympic House, 1 Stadium Path, So Kon Po, Causeway Bay, Hong Kong. 
電話 Tel: 2504-8226  傳真 Fax: 2577-5399 

電子郵件 E-mail: hkwushuu@netvigator.com  網址Web-site: www.hkwushuu.com.hk 

 

敬啟者: 

 

 謹知會下述事項, 祈為垂注。 

 

1. 附上香港體育學院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匯豐銀行慈善基金教練級別

評定計劃運動通論(甲部)課程』之 2011 年 4 月至 2011 年 8 月上課日

期表供參考。 

 

2. 如有興趣參加,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所需文件及費用於開班一個月前

郵寄或交回香港武術聯會。報名程序將會採『先報先得, 額滿即止』

方式, 最終視乎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分配名額而定。 

 

3.  重申上項訓練班乃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負責之甲部課程(運動通論), 

而香港武術聯會負責乙、丙及丁部課程(技術教學、理論及實習)。 各

教練需完成甲、乙、丙及丁部課程並經考核合格, 方可正式成為該級

之合格教練。 

 

 如有疑問, 請致電 2504-8226 與黃小姐查詢。 

 

專此奉達 

 

各教練 

 

 

 

 

           香港武術聯會 謹啟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香港武術聯會香港武術聯會香港武術聯會香港武術聯會        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  合辦合辦合辦合辦 

匯豐銀行慈善基金教練級別評定計劃匯豐銀行慈善基金教練級別評定計劃匯豐銀行慈善基金教練級別評定計劃匯豐銀行慈善基金教練級別評定計劃    –    

運動通論運動通論運動通論運動通論((((甲部甲部甲部甲部))))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上課日期:  2011 年 4 月至 8 月(請參閱附表) 

上課地點:     火炭 香港體育學院 

報名日期: 於欲報之班組開課一個月前, 先報先得, 額滿即止。 

參加資格:  必須是香港武術聯會聯繫會員。  

(1) 報讀第一級者, 必須取得香港武術聯會第一級(乙及丙部)

教練証書。如因受武聯開班時間影響而未能及時取得香

港武術聯會第一級教練証書者, 請詳列教練資歷, 經武

聯教練組審核同意方可報名。 

(2) 報讀第二級者, 必須取得香港武術聯會第一級(乙及丙部)

教練証書及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第一級(甲部)教練証書。 

(3) 報讀第三級者, 必須取得香港武術聯會第二級(乙及丙部)

教練証書及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第二級(甲部)教練証書。 

報名手續:  (1) 報讀第一級者, 請附上由香港武術聯會發出之第一級教 

練証書影印副本。 

    (2) 報讀第二級者, 請附上由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發出之第 

一級教練証書及香港武術聯會發出之第一級教練証書影 

印副本。 

(3) 報讀第三級者, 請附上由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發出之二

級教練証書及香港武術聯會發出之第二級教練証書影印

副本。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証書影印副本, 報名費及學費, 二吋正面

証件相一張及回郵信封兩個, 郵寄或交回香港銅鑼灣掃桿埔

大球場徑 1 號奧運大樓 1017 室香港武術聯會收。 (支票抬頭

請寫“香港武術聯會有限公司”, 背面寫上“姓名及教練級別評

定計劃運動通論”) 

報名費及學費: 第一級$1,000   第二級$1,400    第三級$2,200 

導師及考核:   由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委派導師。課程內會安排筆試考核。 

證書頒發:  出席率達參加級別課程總時數 80%(不得遲到或早退) 

              及筆試考核中取得合格成績者可獲證書。 



 

 

 

第一級運動通論課程第一級運動通論課程第一級運動通論課程第一級運動通論課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四月至年四月至年四月至年四月至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2012012012011111年年年年    

11-121C1 第一級 – 週末班 
4月   9, 10, 16, 

5月   7, 8, 14, 15, 21, 28 

11-122C1 第一級 – 平日班2 

4月   28, 

5月   3, 5, 12, 17, 19, 24, 26, 31, 

6月   2, 7, 14 

11-123C1 第一級 – 週末班 

5月   29, 

6月   11, 12, 18, 19, 25, 26, 

7月   3, 9 

11-124C1 第一級 – 平日班1 
5月   16, 18, 20, 23, 25, 27, 30, 

6月   1, 3, 8, 10, 17 

11-125C1 第一級 – 平日班2 

6月   16, 21, 23, 28, 

7月   5, 7, 12, 14, 19, 21, 26 

8月   2 

 

 

備註︰  

1) 上課時間 - 平日班 1: 星期一、三及五   (晚上七時至十時) 

 平日班 2: 星期二及四   (晚上七時至十時) 

 週末班: 星期六及日   (下午二時至晚上八時) 

2) 上課地點 - 火炭 香港體育學院 

3) 劃有底線日期為考試日期 

4) 各班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5) 課程日期及上課地點,如有更改,以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之最後決定為準。 



 

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匯豐銀行慈善基金    

教練級別評定計劃教練級別評定計劃教練級別評定計劃教練級別評定計劃 

    
     11111/121/121/121/12運動通論運動通論運動通論運動通論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    
 

 

(本表格可影印使用) 

擬選讀級別:  

第一選擇: 第     級    課程編號 :           上課月份 : 

第二選擇: 第     級    課程編號 :           上課月份 :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中文)    

身份証號碼: 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 ______________ 性別 : _____ 

會員/教練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 (辦)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歷:   □ 小學      □ 中學/職業先修      □ 大專/大學  

 □ 其他(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武術資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聲明 : 本人願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訂之章程參加是次教練級別評定計劃

- 運動通論課程。如違反規則及不守紀律事情發生, 將被取消

資格。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 

-----------------------------------------------------------------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 |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 |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辦機構專用 

支票# 

收據# 

不接納 

 

 

       相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