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肢體傷殘人士輪椅網球訓練班 

章程 
 

目     的 ： 培養肢體傷殘人士對輪椅網球的興趣，並讓學員對這項運動有基本認識。 

訓練內容 ： 介紹輪椅網球運動，並教授正手、反手、發球及接球等基本技巧。 

活動詳情 ：  

活動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辦分區及 

活動地點 
名額 報名日期 

4053 5900 
2019年 8月 8日至 9 月 12日 

(8月 13日除外) 
二、四 

晚上 7時至 

9時 

沙田區 

源禾遊樂場 

12 

2019年 

6月 17日 

4052 7778 2019年 9月 8日至 11 月 10日 日 
早上 9時至 

11 時 

西貢區 

寶翠公園 

2019年 

7月 17日 

4053 5797 2019年 11月 4日至 12 月 6日 一、五 
早上 7時至 

9時 

灣仔區 

維多利亞公園 

網球場 2019年 

9月 17日 

4053 6403 

2019年 11月 25 日至 

2020年 2月 3 日 

(1月 27日除外) 

一 
晚上 6時至 

8時 

荃灣區 

荃灣公園 
8 

名     額 ： 每班 8至 12人 (參加者可帶同一名同行照料者出席)，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     用 ： 全免(包括同行照料者) 

參加資格 ： 8歲或以上的肢體傷殘人士，性別不限。 

(申請人的年齡以活動舉行首日為基礎計算。) 

報名辦法 ： (1) 親臨任何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報名 

申請人可於報名日期首天上午 8 時 30 分起，帶同填妥的活動報名表格，

連同身份證明文件註一
 及由勞工及福利局發出的「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正

本／副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設有康體通服務

的康體場地辦理報名手續。 

   A)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星期 活動報名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B)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  

星期 活動報名時間 

星期一至日(農曆年初一、二除外) 上午 8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 

  (2) 郵遞報名 

申請人把填妥的表格連同身份證明文件註一及由勞工及福利局發出的「殘疾

人士登記證」正面及背面的副本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寄回所屬班別的

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以同一日接獲的報名而論，主辦活動的分區

辦事處會先處理親身報名。) 

    



  (3) 透過康體通自助服務站報名註二 

申請人可於報名日期首天上午 8時 30分起，使用康體通自助服務站報名。 

   康體通自助服務站  

星期 活動報名時間 

星期一至日(農曆年初一、二除外) 上午 8 時 30 分至晚上 11 時 

  (4) 透過康體通網上報名註二
 

申請人可於報名日期首天上午 8 時 30 分起，透過康體通網上預訂系統

(http://leisurelink.lcsd.gov.hk)或其流動版報名。 

   
註一

 香港居民須出示香港身份證，11歲以下兒童亦可出示出生證明書／簽

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 

   
註二 如透過康體通在網上報名或使用自助服務站參加上述活動，參加者須

於活動首課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註一及由勞工及福利局發出的「殘疾人士

登記證」的正本，供本署職員／教練查核，否則參加者及其同行照料

者不能參加該活動。 

  (5) 資料不全者，恕不接受報名。 

訓練器材 ： 本署提供網球拍及網球等裝備，惟參加者需自備輪椅。 

教     練 ： 由香港網球總會委派持牌教練教授。 

惡劣天氣

安 排 

： (1) 如天文台於活動舉行前三小時已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發

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活動即告取消。 

  (2) 如活動舉行前三小時已取消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取消紅色或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場地許可的情況下，上述活動將會照常舉行。惟參

加者須考慮實際天氣及交通情況來判斷是否參加活動。 

注意事項 ： (1) 所有參加者須身穿整齊運動服及鞋底不脫色的運動鞋進行訓練。 

  (2) 每名殘疾人士可與一名同行照料者出席，協助其參與活動。教練於每次活

動開始前會派發「同行照料者證」，以資識別，同行照料者於活動後須交

還教練後，方可離開。 

  (3) 參加者於上課時請帶同「活動參加證」及報名時使用的身份證明文件及「殘

疾人士登記證」正本，以供教練查核。 

  (4) 參加者如於訓練期間懷疑被性騷擾，應盡快知會本署活動負責人／場地職

員，亦可直接致電 2511 8211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徵詢意見。就有關「性騷

擾」的定義和行為，請參閱平等機會委員會網頁：http://www.eoc.org.hk。 

交通資料 ： (1) 源禾遊樂場雖不設有停車場。但市民可以乘港鐵或可乘 40X,48X,70,72, 

72A,80K,80M,81,81K,85,85K,86,86S,88K,89,269D,280P,61S,810 號巴士前

往。 

  (2) 寶翠公園雖不設有停車場。但市民可以乘港鐵或可乘 91M,93A,93K,296M, 

690號巴士前往。 

    

 



  (3) 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雖不設有停車場。但市民可以乘港鐵或可乘 2,2A,2X, 

5X,8,8P,8X,10,19,23,25,38,42,63,65,72,72A,77,81,96,99,102,106,112,116, 

592,680,914,948,968,E11 號巴士前往。 

  (4) 荃灣公園雖不設有停車場。但市民可以乘港鐵或可乘 31,33A,34,36,38A, 

39A,41M,41P,42M,43,43B,43P,43X,49X,53,73X,234A,234B,238X,273C, 

273P,278P,238M,38X,273C,273P,278P,278X,R42,290,290A,290B,290X,48P,

A31號巴士 86,87K,94S,95,95K,96,96P,99,301M,409K 號小巴前往。 

    

查詢電話 ： 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電話：2634 0111 

地址：新界沙田鄉事會路 138 號新城

市中央廣場第 1 座 12 樓 1207至 1212

室 

源禾遊樂場 

電話：2605 3622 

地址：沙田源禾路 16號 

  西貢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電話：2791 3100 

地址：將軍澳培成路 38號西貢將軍澳

政府綜合大樓 9樓 

寶翠公園 

電話：2703 7231 

地址：將軍澳毓雅里 

  灣仔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電話：2879 5622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

道市政大廈 9 樓 

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 

電話：2570 6186 

地址：香港銅鑼灣興發街一號 

  荃灣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電話：2212 9702 

地址：荃灣楊屋道 45號楊屋道市政大

廈 3樓 

荃灣公園 

電話：2408 9592 

地址：新界荃灣永順街 59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肢體傷殘人士輪椅網球訓練班 

 《報名表格》 
I. 申請人資料 (請在空格加上「」號) 

 
活動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辦分區及 

活動地點 

 4053 5900 
2019年 8月 8日至 9月 12日 

(8月 13 日除外) 
二、四 

晚上 7時至 

9時 

沙田區 

源禾遊樂場 

 4052 7778 2019年 9月 8日至 11月 10日 日 
早上 9時至 

11 時 

西貢區 

寶翠公園 

 4053 5797 2019年 11月 4日至 12月 6日 一、五 
早上 7時至 

9時 

灣仔區 

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 

 4053 6403 
2019 年 11月 25 日至 2020年 2月 3日 

(1月 27日除外) 
一 

晚上 6時至 

8時 

荃灣區 

荃灣公園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提電話)  

*為協助活動安排，建議參加者提供下列資料。 

*殘疾類別：  小兒麻痺  義肢  癱瘓  痙攣  其他 (請詳細列明)：  

*殘疾部位：  右手  左手  右腳  左腳  身軀  大腦 

*輔助工具 :  輪椅  手杖  其他 (請詳細列明)：  

*慣常用手：  右手  左手  

 殘疾人士及同行照料者一起參加 (教練於每次活動開始前會派發同行照料者證以資識別 )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註有「#」號的欄目可選擇填寫與否。在填報緊急聯絡人的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II. 聲明 

(1) 年滿 18歲申請人的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申請人簽署:  日期:  

 

(2) 未滿 18歲申請人的家長/監護人聲明 (家長/監護人須年滿 18歲)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同意申請人參加上述活動，並聲明他/她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備註: (1) 報名表一經遞交，即代表申請人/未滿 18歲的申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已細閱並同意遵守章程/報名

表的各項細則。 

 (2) 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資料及簽妥聲明，並在適當空格內加上「」號。如填寫資料不全、有誤或重

複遞交報名表，申請將不獲受理，恕不另行通知。 

   

 (3) 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只作本署處理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公布中籤名單、統計、日後聯絡及意見調查之

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限本署授權的人員查閱。如欲更正或查詢已遞交的個人資料，請聯絡相關

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的櫃檯職員。 

 

辦事處專用 

殘疾人士登記證 

身份證明文件 

 

請在空格加上「」號 副本 正本 

  

 



請填妥下列回郵地址表格(可選擇填寫傳真號碼或地址) 

姓名：   姓名：  

傳真：   傳真：  

地址：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