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定向總會 

梯隊訓練計劃 2015-2016 
 

香港定向總會將舉辦梯隊訓練計劃，報名資格及詳情如下： 

 

計劃目標    ： 為使有潛質及有興趣在定向運動發展之兒童及少年作有系統式之基本定向訓

練，以為加入發展集訓隊或作進一步定向訓練作出準備。 

 

證書        ： 第一階段出席率達70%的學員將會獲發證書，並將會進入第二階段訓練, 若表

現優異者，可獲推薦加入本會發展集訓隊。 

 

計劃日期 ： 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第一階段) （詳見後頁） 

   ： 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第二階段) 

 

課堂時間 ： 主要為逢星期六下午（部分安排於星期日進行）（詳見後頁） 

 

全期報名費 ： 港幣250元（費用不包括公開賽事報名費及訓練營費用） 

 

年齡  ： 8 – 14歲 (A組：12 – 14歲, B組：8 – 11歲) 

 

 資格  ： 曾參與以下活動的其中一項或以上 

1. 2014或2015年度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的M/W 8-14的賽員（將獲優先考慮） 

2. 2015年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簡易(聯校)訓練課程 (公園定向訓練班)」或 本會舉

辦的公園定向訓練班。 

3. 2014年其中一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4. 2014/15年度的「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推廣計劃」 

5. 2014/15年度的「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初賽或決賽) 
 

以下類別報名者可獲優先考慮： 

1. 香港定向總會會員 

2. 過去於2014/2015年度曾為「梯隊訓練計劃」學員 

3. 2014或2015年內曾在各公開定向賽事獲獎或取得優異成績 

 

***現時發展集訓隊、青少年集訓成員不可參加本訓練計劃。 

 

報名    ：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定向總會」或 
 「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寄回“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

徑一號奧運大樓1014室” 
 

截止報名日期： 2015年10月5日 

 

名額        ：  30人 

 

查詢電話 ： 2504-8112 

 

備註 ： 本會保留最後修訂章則之權利 
 

主辦  
 

香港定向總會 

 

資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梯隊訓練計劃 2015-2016 
 

報名表 
 

參加者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身份証號碼:___   ___ ___ ___ ___ XX (X) 出生日期(日/月/年)：  / /   
  

電話：     （日）     （手提）       （夜） 
  

電郵地址 (通知信將以電郵發出)：           (必須填寫) 
  

屬會(如有)：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_________） 
  

參加組別：  □ A組：12 – 14歲   □ B組：8 – 11歲     
  

參加原因：                   
  

請於下列空格加上‘’資格: (若能提供有關成績或出席證書副本更佳) 
 

 2014或2015年度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的M/W 8-14的賽員（將獲優先考慮） 

 2015年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簡易(聯校)訓練課程」或 總會舉辦的公園定向訓練班。 

 2014年其中一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2014/15年度的「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推廣計劃」 

 2014/15年度的「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 初賽   決賽 
 

本人過往 是 / 不是 2014/2015年度「梯隊訓練計劃」學員。 
  

如閣下過去於2014或2015年內曾在各公開定向賽事獲獎或成績優異，請列出最多三場最佳賽事

成績： 

賽事名稱 舉行日期 賽事地點 賽事成績 獎項/名次 

     

     

     
 

請列出已知的敏感症狀及其他疾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同意聲明：本人聲明申請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並明白

及同意如因他/她的疏忽、技術不足、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

機構或其合辦、協辦機構無須負責。 
  

＊參加者簽署:         日期 :        
  

＊家長/ 監護人簽署:          電話 :         
  

＊家長/ 監護人姓名:           日期 :         

  

＊緊急聯絡人姓名:     （關係：  ）  電話 :    ___ 
 
註：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與合辦機構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之用。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改或查詢你的個

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梯隊訓練計劃活動 

第一階段（2015年10月—2015年12月） 

（暫定及只供參考，上課日期及時間以訓練課堂上公佈為準） 
 

 
日期 活動 地點 集合時間/地點 

17/10(六) 

14:00-17: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摩士公園 13:50 樂富港鐵站 A 出口 

(遲到學員要自行到達摩士公園 Park No. 3 

摩士公園體育場館側) 

24/10(六) 

14:00-17: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荔枝角公園 13:55 美孚港鐵站 D 出口 

31/10(六) 

14:00-17: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荔枝角公園 13:55 美孚港鐵站 D 出口 

7/11(六) 

14:00-17: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沙田公園 13:50 沙田港鐵站 A 出口(出閘口等) 

14/11(六) 

14:00-17: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鰂魚涌公園 13:50 太古港鐵站 E1 出口(出閘口等) 

21/11(六) 

14:00-17: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九龍公園 13:50 尖沙咀港鐵站 A1 出口(出閘口等) 

29/11(日) 

09:00-13: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藍田公園 及 五桂山 08:45 藍田港鐵站 D 出口(出閘口等), 08:50

大家自費乘 216M或 215X巴士往藍田公園 

6/12(日) 

09:00-13: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牛寮 08:30 荃灣西港鐵站九巴 51 號巴士總站 

      (荃灣西站 E 出口等) 

12/12(六) 

14:00-17: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蒲崗村道公園 13:50 鑽石山港鐵站 A1 出口(出閘口等) 

19/12(六) 

14:00-17:00 

技術訓練 /體能訓練 大埔海濱公園 13:30 大埔墟港鐵站 A3 出口(出閘口等), 

13:35 大家自費乘 K18 號 巴士往廣福村

(廣宏街)巴士站下車，然後步行約10分鐘到

達, 遲到學員要自行到大埔海濱公園露天劇

場 

 

第二階段（訓練課堂日期將於課堂上稍後公佈）（2016年1月—2016年3月） 
 

 

課堂時間 ： 主要為逢星期六下午（部分安排於星期日上午進行） 

 

 

 

注意事項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5048112 或於活動Facebook 專頁提出。 

 

https://www.facebook.com/feeder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