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排頭街 1 至 3 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1 樓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電話：2601 7602 傳真：2684 9076
School Sports Programme Unit, 1/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Headquarters,
1-3 Pai Tau Street, Shatin, NT. Tel. No.:2601 7602 Fax:2684 9076 網址 website : www.lcsd.gov.hk
如學校不想再收到我們的傳真宣傳資料，請註明 貴校的傳真號碼_________
_____並傳真至 2684 9076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further fax on promotional materials from us, please write your fax number here _________________ and fax to 2684 9076.

學校名稱

地區

School Name:

District

本署檔號 OUR REF：(224) in LCSD LS SD SSP/23-9/1 (01) IV

校長先生/女士：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通訊(119)
聯校單車訓練計劃–場地單車(2019-20 年度第一及第二期)
由中國香港單車總會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資助，教育局協辦的「聯校單
車訓練計劃 – 場地單車」，將於 2019 年 6 月至 10 月期間在將軍澳「香港單車館」舉行。
本計劃旨在為有潛質的學員，進行持續及有系統的場地單車訓練，提升他們的技術水平。
有關訓練計劃的申請人必須為 12 歲或以上及身高 146 厘米或以上的中學學生、具備基
礎單車技巧、並由教練或老師推薦及通過技術測試。隨函附上「聯校單車訓練計劃–場地單
車」2019-20 年度第一及第二期的 章程及報名表格，以供參閱。貴校學生如有興趣參加上述
訓練計劃，請於 2019 年 6 月 18 日或以前，把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繳交費用之劃線支票，
遞交或郵寄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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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601 7608 與本署陳先生聯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徐彩玲

附件：「聯校單車訓練計劃–場地單車」章程及報名表格
2019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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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行）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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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校單車訓練計劃–場地單車(2019-20 年度第一及第二期)
章程
1. 宗旨：

本計劃旨在為有潛質的學員，進行持續及有系統的場地單車訓練，提升他們的技
術水平。

2. 參加資格：

a.

申請人必須為 12 歲或以上及身高 146 厘米或以上的中學學生（年齡以開班
日期計算）；

b.

本計劃是一項進階課程，參加者必須具備基礎單車技巧及達到指定水平，由
教練或老師推薦方可報名參加；

c.

參加者必須出席由中國香港單車總會（單車總會）安排的技術測試，通過評
核及表現優秀的申請人可獲接納參加聯校單車訓練課程。

3. 名額：

每班 20 人

4. 課程安排：

每期 8 節，每節 3 小時（每期共 24 小時）

5.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8 日（如郵寄以郵戳為準）

6.

課程日期及時間︰
課程編號

日期

費用

2019 年 6 月 27 日
CY/JT(TC)/19-20/01 2019 年 7 月 4、18、25 日
2019 年 8 月 1、15、22、29 日

CY/JT(TC)/19-20/02

7.

2019 年 9 月 12、19、26 日
2019 年 10 月 3、10、17、24、31 日

時間

地點

逢星期四
晚上 6 時至 9 時

香港單車館
(將軍澳寶康路
105-107 號)

$225

$250

技術測試安排： 技術測試將安排於每期課程的第一堂進行，如申請人曾參加聯校單車訓練計
劃-場地單車，可豁免技術測試。
a.

技術測試範圍及內容由單車總會釐訂，測試項目包括「安全區騎行三圈」
及、「平地直路繞雪糕筒」；

b.

如參加人數超出名額，單車總會有權另行安排技術測試的日期及時間；

c.

申請人須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並帶同附有照片及出生年份之有效證
明文件（例如：手冊、學生證等）出席。如未能出示有關證明文件，單
車總會有權拒絕為申請人進行技術測試；

d.

單車總會將於技術測試當天即時通知申請人是否獲得取錄；而暫未被取
錄者將會按成績排序，列入候補名單。如有正選學員退出，將由候補名
單上的申請人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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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課程內容：

包括理論部份(場地介紹、比賽規則、筆試)及實習部份(場地單車基本技術、
體能訓練、模擬比賽訓練、比賽戰術運用、場地使用資格考核)。

9.

延續發展：

優秀之學生有機會被挑選及邀請參加「體壇明日之星甄選計劃」及「青苗單
車培訓計劃」甄選；甄選成功再透過階段性訓練，技術成熟並得到教練推薦，
更有機會接受梯隊訓練。

10. 教練：

由單車總會安排資深教練任教

11. 器材：

場地單車及頭盔（自備或由單車總會提供）

12. 獎勵：

出席率達 80%或以上的學員，可獲康文署頒發出席證書以資鼓勵

13. 報名表格：

申請人可向學校索取或在下列網頁下載：
(康文署網址：http://www.lcsd.gov.hk/tc/ssp/index.html)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公司網址：http://www.cycling.org.hk)

14. 報名須知：

15. 查詢電話：

a.

所有參加聯校單車訓練計劃–場地單車之申請人須以個人名義參加；

b.

申請人須於 2019 年 6 月 18 日或以前（以郵戳日期為準），將填妥的報
名表格，連同繳交報名費用的劃線支票(抬頭書「The Cycl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Limited」
，背面清楚寫上學校及申請人名稱）
，遞交
或寄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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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單車訓練計劃–場地單車」
，逾期申請恕不
受理；

c.

如申請人最終未獲取錄，單車總會將退回支票予申請人；

d.

如報名人數不足，主辦機構有權取消該課程；

e.

如活動舉行前兩小時已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熱
帶氣旋警告信號，當日活動即告取消，所有取消之課堂均不設退款。如
場地許可，單車總會將盡量安排補堂。如當天天氣不穩定，請聯絡負責
教練查詢有關訓練之安排。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2504 8176 / 2504 824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601 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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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單車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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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校單車訓練計劃–場地單車(2019-20 年度第一及第二期)
報名表格
【申請人資料】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

學生姓名 (中文)：
聯絡電話 / 手提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就讀學校：

就讀班別：

學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聯絡人：

學校聯絡電話：
聯絡：

(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

)

本人*曾 / 不曾 參加本計劃之 聯校單車訓練課程 (* 請刪去不適用者)

【選擇課程】請用「」選擇參加以下訓練課程：
持續參與訓練才可有理想進度，建議參加者連續參加兩期訓練課程。
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

費用



CY/JT(TC)/19-20/01

2019 年 6 月 27 日
2019 年 7 月 4、18、25 日
2019 年 8 月 1、15、22、29 日



CY/JT(TC)/19-20/02

2019 年 9 月 12、19、26 日
2019 年 10 月 3、10、17、24、31 日

上課器材

HK$225

HK$250

 需借用單車
 自備單車

【聲明】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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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監護人填寫此聲明（家長／監護人須年滿 18 歲）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同意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人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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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女士)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學校老師/總會教練推薦書】
本人證明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人姓名)經評定已具備單車的基礎技巧並有發展潛能，現推薦他/她參加
「聯校單車訓練計劃–場地單車」訓練課程。

*老師/教練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師/教練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蓋印)

(*請刪去不適用者)
注意事項：你提供的資料，只作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公司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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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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