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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欖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2018-19 學年 聯校欖球訓練計劃(第二期) 

(2019 年 4 月至 6 月) 

 

＊ 章程 ＊  

 

 

宗旨  ：  本課程由香港欖球總會（欖總）安排資深教練，為有潛質或有志在欖

球運動發展的學員，提供一個持續和有系統的訓練，並在草地球場上

進行全接觸欖球訓練，藉以提升香港學界欖球運動的水平。  

參加資格： 參加者必須為就讀中學的學校欖球隊成員及具備基礎欖球技術的學

生，男女須分別組隊參加。  

名額：  每隊不多於 25 人，名額共 8 隊  

課程安排： 全期 8 節，每節 1.5 小時，共 12 小時  

課程內容： 1.  主要教授 15 人全接觸欖球；  

2.  訓練內容包括教授基本欖球技術、專項位置技術、小組技巧、  

鬥牛、界外球進攻及防守陣式，以及正確攔截動作等；  

3.  課程專注提升個人技術及整隊比賽戰術運用  

 

訓練場地、日期及時間  ：   

訓練場地 

跑馬地遊樂場 6號場 

(人造草地球場) 

(地址:跑馬地體育路) 

廣福公園足球場 

(人造草地球場) 

(地址:大埔廣進街) 

九龍灣公園足球場 

(人造草地球場) 

(地址:九龍灣啟禮道

11號) 

課程編號 HVRG/19/56 KFP/19/57 KBP/19/58 

上

課

日

期 

2019年 4月 26 日  

2019年 5月 3, 10, 17, 24, 31 日  

2019年 6月 14, 21 日  21, 28 日  

星期  五  

上課時間  下午 4:30 至 6:00 

 

報名日期︰  由即日至 2019 年 3 月 27 日止  （以郵戳日期為準）  

費用：  以學校校隊名義提交申請，整項課程費用共 1,86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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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  每隊一位教練，由香港欖球總會安排資深教練任教。  

獎勵：  學校可為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的學員申請出席證書，可聯絡本署職

員查詢有關詳情。  

器材：  本課程的基本器材由康文署及香港欖球總會提供，學校亦可自行安

排練習器材供學生使用。  

報名須知：  1.   所有參加本計劃之學校須以校隊名義參加，請把填妥的報名表格

連同繳交活動費用之支票 (款額為港幣 1,860 元正，抬頭書「香港

欖球總會」，背面請寫上學校名稱 )，寄回沙田排頭街 1-3 號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1 樓學校體育推廣小組收。信封面請註明「聯

校欖球訓練計劃」。逾期申請，恕不受理。  

 2.   各訓練場地名額最多 4 隊，若訓練場地報名隊數不足 2 隊，本署

有權取消該訓練場地之課程。  

 3.   若報名隊伍超出限額，本署將以抽籤形式定出參加隊伍，並依照

學校所填報的優先次序安排訓練場地。未被抽中的學校，將按抽

籤次序列入候補名單。申請如不被接納，本署將退回支票予學校

負責老師。  

 4.   若報名隊伍超出限額，本署將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 時在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一樓學校體育推廣小組辦事處舉行抽籤。  

 5.   若欖總已按學校申請安排教練，而學校於課程開始前取消活動，

欖總將會收取港幣 348 元作為安排有關課程的行政費用，而餘額

會由欖總直接退回學校。若課程一經開始，報名費用恕不退還。  

 6.   學校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欖總及康文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及

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學生欲更改或查詢經由學校

申報的個人資料，需經由學校與本署職員聯絡。  

 7.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欖總有權隨時作適當修改。  

參加須知：  1.   * 建議學校安排老師 /年滿 18 歲者為負責人以協助活動進行。  

 2.   成功報名參加本計劃的學員，請珍惜資源，依時積極出席訓練。  

 3.   各參加者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並建議攜帶替換衣物。  

 4.   在戶外上課時，請帶備足夠飲用清水和防曬物品。  

 5.   惡劣天氣 /特別事故安排：  

i.  如天文台於活動開始前 2 小時，發出 3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任何暴雨警告信號，或教育局宣布停課，當日活動

即告取消。  

ii.  如環境保護署公布一般監測站錄得空氣質數健康指數達「嚴

重」水平 (即 10+)，在受影響地區舉行的訓練活動須即時停止。 

iii.  有關補堂安排將另行通知，補課地點將因應場地租用情況而

定。  

查詢電話：  2601 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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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欖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教育局 協辦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聯校專項訓練計劃 

2018-19 學年 聯校欖球訓練計劃(第二期) (2019 年 4至 6 月) 

報名表格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學校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負責老師姓名：   老師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手提電話：   參加人數:  

【參加組別】(請按選擇課程的優先次序於空格內填「1」、「2」、「3」) 

訓練場地 課程編號 男子組 女子組 

跑馬地遊樂場 6號場 (人造草地球場) HVRG/19/56   

廣福公園足球場 (人造草地球場) KFP/19/57   

九龍灣公園 (人造草地球場) KBP/19/58   

【欖球運動經驗】  

如上年度已參加此計劃則不需填此項。 

(1) 曾否參與學界比賽？ 

       □ 否     □ 有       如有：參加組別：   □ A組      □ B組      □ C組 

(2) 其他訓練/比賽經驗 及 過往得獎情況(如適用)： 

日期(年及月)  比賽/訓練課程名稱  得獎情況/備註 

1.      

2.      

3.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上述所報資料全部屬實，所有參加者已獲其家長／監護人或經家長／監護人授權人士的同

意，才參加上述活動，而各參加者並無患有任何足以使其不適宜參加上述活動的疾病。如果參加者因他／

她的疏忽，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 
 

校長簽署 ：     

校長姓名 ：     

日  期 ：  學校印章 ：        

 

注意事項： 

1.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欖球總會舉辦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

見調查之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職員聯絡，查詢電話 : 2601 

7607。  

《 確認收件通知回條 》(此欄由本署填寫)                                          

本署已收到貴校的報名表格，現正處理有關申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 

(本署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