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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fficial Use 此欄毋須填寫

Coach Registration Form
Year 年度 2017-2018

教練 註冊表格
*教練Coach

甲部 - 個人記錄

教練編號 Coach Ref. No.:

[

]

首次註冊
First Enrollment

[

]

續會
Renewal
(16-17 註冊號碼 Registration No.: ____________ )

Part 1 - Personal Particulars
[ 請於適當之方格內加上 ‘ ’ ，可選多項 ]
[Please mark‘ ’in the appropriate box, you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choice]

姓名(中文)
(Name in Chinese)
身份証號碼
ID Card No.

XX (X)

姓名(英文)
(Name in English)

年齡
Age

出生年份
Year of Birth

性別
Sex

相
片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t Address
電 話
(日間)
Telephone No. (Day)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必須清楚填寫，所有教練選更表均以電郵方式發放)
工作機構/就讀學校
Organization/School

傳真號碼
Fax No.

(夜間)
(Night)

國籍
Nationality
For Official Use
此欄毋須填寫

職業
Occupation

Registration Fee
工作地區
District of Working

現任教練工作學校/團體
School/Asso. of Teaching

Bank
Cheque No.

]
如果你是教練，本會將會把閣下的通訊資料刊登在通訊錄中，如閣下不願意，請在此處加上 ' ' [
If you are coach , our Association will publish you contact details in our contact list, if you do not want to do so, please put a ' ' [

Entered
]
Cash

* 註冊年費
* REGISTRATION FEE PER YEAR
申請人所屬球會
Club / Team
費用
項目
2017年3月31日或之前註冊
$200
2017年4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註冊 附加費
$50
2017年6月1日或之後註冊 附加費
$100
合共註冊費 Total :
所屬球會簽署或蓋章
Authorized signature or chop of Club / Team

Receipt No.
Signature

(一) 申請人請填妥本註冊表格，連同以下文件 及 教練註冊費用之劃線支票，劃線支票抬頭：「中國香港手球總會有限公司」，支票背部請
寫上申請者姓名及項目名稱，郵寄或親臨「香港銅鑼灣 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 奧運大樓2007室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辦理。
(1) 彩色近照乙張 (不包括貼在註冊表上)、
(2) 身份證副本、
(3) 貼上HK1.7郵票的回郵信封、
(4) 相關之教練資歷證書副本、相關文件或證明書、
(5) 已填妥之「教練專業守則」
(二) 資料不全者，本會有權不接納其申請。一切審批均以本會為準。如申請未獲接納，上述支票予以發還。
(三) 閣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宣傳本會活動及在有需要處理退款時作為核實身份之用。有關資料，除獲本會及
合辦/資助機構的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他人士。若參加者要求更改或索取已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如閣下日後不欲收取本會之資訊，請以書面通知本會之職員，本會即會從郵遞名單中刪除閣下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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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教練培訓記錄
Part 2 - Coach Training Records
教練培訓
Pre-Level 1
(實習)

Level 1
(一級)

Level 2
(二級)

Level 3
(三級)

運動通論課程(體院)
PART A
完成日期：
Completion Date
證書副本
Copy of Cert.
完成日期：
Completion Date
證書副本
Copy of Cert.
完成日期：
Completion Date
證書副本
Copy of Cert.
完成日期：
Completion Date
證書副本
Copy of Cert.

豁免Part A：

運動專項課程(手總)
PART B & C

有 /無
Yes / No

有 /無
Yes / No

有 /無
Yes / No

有 /無
Yes / No

有 /無
Yes / No

有 /無
Yes / No

有 /無
Yes / No

有 /無
Yes / No

實習
PART D

是 /否

過往教練經驗
日期

/球隊名稱

/項目名稱

/成績

文件證明

1

有 /無

2

有 /無

3

有 /無

4

有 /無

15-16 & 16-17年度帶隊練習經驗
日期

/球隊名稱

/項目名稱

/地點

文件證明

1

有 /無

2

有 /無

3

有 /無

4

有 /無

5

有 /無

6

有 /無

7

有 /無

8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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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 16-17年度帶隊比賽經驗
日期

/球隊名稱

/項目名稱

/成績

文件證明

1

有 /無

2

有 /無

3

有 /無

4

有 /無

5

有 /無

6

有 /無

7

有 /無

8

有 /無

個人比賽經驗
日期

/球隊名稱

/項目名稱

/成績

文件證明

1

有 /無

2

有 /無

3

有 /無

4

有 /無

乙部 - 教練培訓記錄
Part 2 - Coach Training Records
其他教練工作相關證書或資歷 (由最近期開始填寫)
日期

/球隊名稱

/項目名稱

/成績

文件證明

1

有 /無

2

有 /無

3

有 /無

4

有 /無

過往的進修紀錄 (與手球或體育有關的課程)
日期：

/課程名稱：

/簽發機構

/地點

文件證明

1

有 /無

2

有 /無

3

有 /無

4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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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在此表格及附加頁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及正確。本人明白，需就個別的申報項目 (按本會的要求)
提交證明文件。若資料不詳，本人同意及明白 貴會有權不考慮該項目或拒絕接受本人的申請。
2. 本人同意及明白需要進行 利益申報。
3. 本人同意及明白教練應遵守運動道德精神，並應具有誠實、謙遜、有禮的風度。
4. 本人已獲 僱主同意及知悉，於在職期間擔任本會及合辦/資助機構的教練工作。
5. 本人明白為本會服務的所有項目，全年 (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於本會獲得港幣$25,000或以上津貼時，
本會將會安排報稅。
6. 本人已參閱及明白必須遵守「教練專業守則」內各項規定。若有違反者，本會有權採取紀律處分。
如有需要，教練請自行購買個人意外保險，以作保障。
本表格如有未盡善處，本會有權隨時作出修訂，並即時生效。一切以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之解釋作準。

日期
申請者簽署
Applicant's Signature
Date
* 未滿十八歲之申請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同意。If applicant is under 18, this form must be signed by Parent / Guardian.

家長/監護人姓名
Name of Parent / Guardian

家長/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 / Guardian

與申請者之關係
Relationship

日期
Date

For Official Use 此欄毋須填寫
姓名

簽署

日期

備註

經手人

核實人

批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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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教練專業守則
原則
以下五項原則， 乃制訂中國香港手球總會(“手總”)教練專業守則共同理念的框架。所
有手總教練均須遵守該等原則，並致力在其專業崗位上予以實踐。
A： 專業能力
工作時，教練必須維持高水平表現，了解本身能力所在和專業範圍。提供服務和應用
技術時，必須合乎所接受的教育、訓練和經驗。若涉及仍未有認可專業標準的範疇，
教練必須審慎判斷，採取適當預防措施，保障工作上有關人士。教練應持續進修，以
汲取有關工作所需的科學和專業知識。教練應恰當地應用科學、專業、技術和行政資
源。
B： 良好品格
執行教練工作時，教練務必秉持良好品格，須誠實、公正並尊重他人。闡述或報告個
人資歷、服務和訓練方法時，不可提供虛假、誤導或具欺詐成份的資料。教練必須留
意本身的信念、價值觀、需要和局限，以及這些因素對工作帶來的影響。可行的話，
教練應嘗試讓相關人士知悉教練本身的角色， 並因應本身的角色恰當地處事。
C： 專業責任
教練應秉持專業品德，了解本身的專業角色和責任，就本身的行為適當承擔責任，並
因應不同運動員的需要採用各種方法。教練應以運動員的福祉為依歸，與其他專業人
士或機構商討、參考相關意見和共同合作。雖然教練的道德水平和行為屬個人事宜，
然而，教練的行為不能影響到他們的專業責任或減低公眾對教練專業或教練的信任。
教練應留心其他教練的專業行為，是否符合要求。如有需要，應與其他教練商討，避
免出現違反專業行為的情況。
D： 尊重與尊嚴
教練尊重所有參與者的基本權利、尊嚴和價值，並需留意文化、個人和角色上的差異，
包括年齡、性別、種族、民族、國家、宗教、性取向、殘障、語言、家庭崗位、社會
經濟狀況等各方面。工作時，教練應致力消除任何因上述因素而產生的偏見，及不可
在知情下參與或容許不公正的歧視情況發生。
E： 關注他人福祉
教練應專業地致力為工作上有關聯人士謀求福祉。進行專業活動時，教練應兼顧運動
員和其他參與者的福祉和權利。遇上教練責任與上述關注事項出現分歧，教練應嘗試
解決分歧，以負責任的態度避免或減低可能產生的傷害。教練應時刻留心本身與他人
的權力差異，不會在維持或結束專業關係時剝削或誤導別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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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標準
手總教練操守原則乃建基於以下五個大家同意及必須遵守的道德標準範疇。雖然個人
行為及私人活動似乎跟教練職責沒有很大關連，但教練應謹記本身是運動員的榜樣，
任何被認定為不道德或不合法的活動，均會影響整個教學環境。
1. 一般標準
以下「一般標準」應用於所有教練的專業活動。
1.1 能力範圍 (原則A)
(a) 教練必須根據所接受的教育、培訓或合適的專業經驗，提供屬於能力範圍以內的
服務。
(b) 教練必須先行接受具備相關能力人士所提供的相關課程或研究、訓練及/或諮詢
後， 方可提供新的訓練方法。
(c) 在某些仍在發展中的範疇， 培訓準則仍未確立， 教練需要採取合理措施， 確保
工作質素， 並避免運動員及其他參與者受傷害。
1.2 保持專業水準 (原則A)
就本身的體育範疇， 教練必須留意現有技術發展和專業資料， 並致力保持及提高本
身的技術水平。
1.3 專業判斷的基礎 (原則A)
作出專業判斷或參與專業活動時，教練應根據科研和專業的知識作出決定。
1.4 解述訓練服務內容和結果 (原則B、C)
為個人、團體或機構提供教練服務時，教練解說時必須採用受眾易於理解的語言。提
供服務前給予適當資料，讓受眾了解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後講解結果， 作出總結。
1.5 尊重他人 (原則B、D、E)
對於價值觀、態度和意見與自己有所不同的人士，教練應尊重他們的權利。然而，教
練是運動員的導師，應理解就運動員的發展來說，向他們灌輸有關專業操守的價值觀
和態度，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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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防止歧視 (原則B、C、D、E)
歧視屬法律用語，指基於某人某項受法例保障不得予以歧視的個人特點，而給予較差
待遇。歧視分為直接和間接兩類。根據香港法例， 歧視個案包括性別、殘疾、家庭
崗位(包括婚姻及懷孕狀況)及種族歧視。
(i) 直接歧視指某人基於其性別、家庭崗位、種族及/或殘疾狀況， 而受到比另一人較
差的待遇。
(ii) 間接歧視指向所有人一律施以劃一的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並無充份理由需要加
上該等條件或要求，而這樣做亦對某個性別、家庭崗位、種族及/或殘疾狀況的人士不
利。
教練不得涉及任何歧視行為，無論法例有否明文禁止。該等歧視行為包括因年齡、性
別、種族、民族、國家、宗教、性取向、殘障、語言、婚姻狀況及家庭崗位，或社會
經濟狀況而作出的歧視行為。
1.7 防止性騷擾 (原則B、C、D、E)
一般來說，性騷擾是指受害人或旁觀者視為具侵犯性、侮辱或威嚇的不受歡迎而與性
相關的行為。性騷擾可以是多次持續或涉及多個範疇的行為，或是單一次重大或嚴重
的行為。
按法律所訂， 性騷擾可分為兩類：
(i) 濫用職權。指向對方要求性服務，讓對方獲得資源、升遷、獲挑選入圍等。
(ii) 敵意環境。指不受歡迎而與性相關的行為(肢體上、語言或非語言)， 令周遭環境
變得具威嚇性、敵意或侵犯性。
(a) 教練不得對任何個人或團體作出性騷擾。
(b) 教練應尊重所有涉及性騷擾投訴的有關人士。
(c) 教練不得因運動員涉及性騷擾投訴， 而剝奪其訓練。
1.8 防止其他形式的騷擾 (原則B、C、D、E)
(a) 教練不得因個人的年齡、性別、種族、民族、國家、宗教、性取向、殘障、語言、
家庭崗位和社會經濟狀況，向工作上有關聯人士作出騷擾、貶低或不敬的行為。
(b) 進行訓練時， 教練及運動員之間難免有身體接觸； 教練應確保這些接觸不會被
誤解或誤會為不恰當的接觸， 並符合有關體育總會就這方面發出的指引。殘疾運動
員及易受這方面影響人士的需要， 尤其須要顧及。
1.9 避免傷害他人 (原則A、C、E)
教練的首要責任， 是確保訓練環境的安全。
教練應採取合理措施，避免傷害運動員或其他參與者。對於可預見和難以避免的傷害，
應盡量減低所帶來的影響。

3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教練專業守則

2017 - 2018年度 (更新日期：2017年2月10日)

1.10 優先考慮兒童福利 (原則A、C、E)
手總有責任保護所有受訓的兒童(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人)。所有兒童均享有安全受到保
障的權利；殘疾兒童及特別需予保護的兒童， 其需要亦須獲得照顧。
手總明白虐待兒童是各個社會均存在的問題，而在手總受訓的兒童亦可能在家中、學
校或進行體育活動時遭受虐待。體育運動提供一個安全環境，讓受虐兒童重建自尊和
自信。在受虐兒童的康復過程中， 體育運動擔當極其重要的角色。
(a) 教練應採取合理措施，保護在手總受訓兒童的心理及人身安全。
(b) 教練如發現任何可能傷害兒童的不當措施或懷疑失當行為， 應直接向手總報告。
1.11 避免利益衝突 (原則B、C、E)
教練的專業判斷及行動可影響別人，因此，他們必須保持警覺，避免個人、財政、社
會、機構、政治等因素，引致錯誤地運用本身的影響力。
1.12 個人資料私隱 (原則B、C、E)
教練應採取合理措施，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運動員的個人資料。
1.13 避免多重關係 (原則B、C、E)
(a) 如果教練與運動員或其父母/監護人另行建立個人、專業、財政或其他形式的關係
或責任， 而這種關係或會影響教練的客觀性， 又或妨礙教練有效地履行職務， 或
對運動員帶來傷害或剝削， 則教練應避免答應或建立這種關係或責任。
(b) 如果教練發現由於不能預見的因素， 一段可能引致傷害的多重關係已經建立， 教
練必須以受影響人士的利益為依歸， 盡力遵照手總教練專業守則所訂， 妥善處理。
(c) 如被要求擔當或會引致衝突的角色， 教練必須適當地釐清及調整自己的角色， 又
或退出有關角色。
1.14 避免具剝削成份的關係 (原則B、C、E)
(a) 教練不得剝削運動員及/或由自己督導、評核或有權調控的其他人士。
(b) 教練不得與運動員及/或由自己督導、評核或間接有權調控的其他人士建立性/愛情
關係， 因為此類關係或會影響教練的判斷， 或引致剝削的情況， 並會在隊員間產
生不公平的感覺(見第2.3條)。
1.15 下放權力及督導下屬 (原則A、B、C、E)
(a) 教練向所督導的人員及助理下放權責時， 必須考慮下屬所接受的教育、培訓或經
驗， 並合理預期有關人士具有所需能力， 獨立或在某程度的督導下， 有效承擔職
責，完成任務。
(b) 教練為所督導的職員提供適當的培訓和指導， 同時採取合理措施， 讓有關人士
負責任地、稱職又合乎指引下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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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向媒體發放訊息 (原則A、B、C)
教練若透過公開授課、示範、電台或電視節目、預製錄音、印刷稿件、郵遞材料或其
他媒體提供意見或評論，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確保有關內容及表達方式合乎手總教
練專業守則。
2. 培訓運動員
2. 1 釐訂合作關係 (原則A、B、C)
(a) 教練應盡早與運動員商討並知會運動員相關的訓練事項， 例如訓練性質和內容、
運動員的目標和期望、監察表現的機制， 以及所有其他與訓練有關的事宜。
(b) 教練應盡力回答運動員提出的問題， 避免有關於訓練上的誤解， 並應採用運動
員能理解的方法， 以口頭及/或書面提供有關資料。
2.2 與運動員釐清關係界線 (原則A、B、C、D、E)
在訓練系統當中，運動員是各種關係核心所在，目的在於協助他們發揮體育潛能。在
情緒高漲的競技體育環境下，這些關係需有關人士很多時間共同建立。教練的角色關
乎與運動員之間的信任、領導和權威。與運動員保持合乎道德和專業
要求的關係界線，責任完全在於教練。因此，所有教練必須留心自己的專業角色和責
任，同時與運動員保持適當的關係界線。
(a) 教練不得與現役運動員涉及性/愛情關係。
(b) 由於與前運動員涉及親密性關係會動搖公眾對教練專業的信任， 故教練也不應與
前運動員發生親密性關係。
2.3 訓練內容準確並客觀 (原則A、B、C、D、E)
(a) 訓練時， 教練應提供準確資料， 並保持客觀。
(b) 訓練時， 教練應了解到自己對運動員可行使的權力， 因此， 教練應避免任何貶
低運動員或其他參與者的行為。
2.4 評核運動員的表現 (原則A、B、C)
(a) 教練應建立一套評核運動員表現的適當程序。
(b) 教練應定期與運動員會晤， 評估達成目標的進度， 並就如何繼續改善提出建議。
(c) 教練應根據運動員在既定相關計劃中的表現， 評核運動員。
2.5 諮詢及轉介 (原則B、C)
教練應知道本身有其限制，故當主動與其他教練諮詢交流，確保不會局限運動員的發
展。教練願意因應其專業上認為恰當的情況而作出轉介， 以利運動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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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履行承諾 (原則B)
教練應採取一切措施， 履行對運動員所作的承諾。
2.7 挑選隊員 (原則A、B、C)
教練用以推薦獲甄選隊員的評估、建議、報告和評核論點，均須有專業判斷，以及足
以恰當並實質地支持其建議的資料和技術， 作為依據。
2.8 無禁藥體育 (原則B、C、E)
教練不應容許運動員服用消閒性藥物或提升表現的違禁藥物， 並應支持運動員不沾
禁藥。
2.9 喝酒和吸煙 (原則C、E)
(a) 教練應勸諭運動員在競技場內或祝捷場合不要喝酒和吸煙， 同時禁止青少年青運
動員喝酒。
(b) 教練不可於培訓期間吸煙或喝酒。
(c) 教練不可在運動員面前吸煙或喝酒。
(d) 教練應禁止手總運動員吸煙或使用任何非法藥物， 並常加監察， 確保運動員遵
守規定。
3. 培訓和督導教練
3.1 設計教練培訓/專業發展計劃 (原則A、B、C)
負責為其他教練設計培訓/專業發展計劃的教練， 必須確保計劃設計完善，提供正確
的專業教練培訓，並能符合認證或其他目標所訂要求。
3.2 教練培訓/專業發展計劃內容 (原則A、B、C)
(a) 負責為其他教練設計培訓/專業發展計劃的教練， 必須確保計劃設計完善， 提供
正確的專業教練培訓， 並能符合認證或其他目標所訂要求。
(b) 教練必須確保準確陳述培訓/專業發展計劃資料， 不會誤導。
4. 解決違反專業守則的方法
4.1 熟讀手總教練專業守則 (原則A、B、C)
教練應熟讀手總教練專業守則以及在工作時的應用方法。遇上違反守則的指控時，教
練不得以不認識或不理解任何一條守則， 作為辯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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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面對違反專業守則的情況 (原則B、C)
遇上不肯定是否違反手總教練專業守則的特殊情況或行為，教練可徵詢其他熟悉守則
的教練、手總秘書處或其他相關機構， 尋求正確答案。
4.3 專業守則與機構要求不符 (原則B、C)
若教練為另一所機構服務，而該機構的要求與手總教練專業守則有所衝突，教練應與
雙方釐清衝突的性質，並謀求盡量符合手總教練專業守則的解決方案。
4.4 違反專業守則的非正式解決方法 (原則B、C、E)
若教練相信另一教練違反了專業守則，但並未干犯任何運動員的權利及/或安全， 教
練可嘗試以同僚協作方式提醒相關教練， 循非正式方法解決問題。
4.5 舉報違反專業守則 (原則B、C、E)
若違反專業守則的情況非常明顯， 卻不適宜以4.4段所述的非正式方法解決，又或沒
法以上述方法妥善處理，教練可以書面向手總管理層正式匯報。
4.6 以合作態度協助有關違反專業守則的調查 (原則B、C、E)
手總或體育總會進行與專業守則相關的調查、程序及提出結案要求時，教練予合作。
採取不合作態度即違反專業守則。
4.7 不當的投訴 (原則B、C、D、E)
教練不應輕率提出旨在傷害當事人而非捍衛公眾利益的違反專業守則投訴， 亦不應
鼓勵他人提出此等投訴。
5. 處理違反專業守則的程序 (原則C)
5.1 教練應該明白手總教練專業守則由手總負責執行，任何教練違反守則，手總均有
權根據守則，按既定程序進行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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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堂指引
1.

所有執教之教練必須為本年度的本會註冊教練。

2.

教練需要進行利益申報。

3.

教練應遵守運動道德精神，並應具有誠實、謙遜、有禮的風度。

4. 教練應於訓練班指定開始時間前15分鐘抵達場地，作好訓練前應有的準備及往場
地簽場處簽場，不得遲到、無故缺席或早退離場。遲到、無故缺席或早退離場者，需
提交書面解釋。
5.

教練必須出席所有指定的課堂及比賽，不得擅自改動本會編定之教練工作安排，

惟：
(a) 若因要事未能出席者，須於事前最少三個工作天以書面通知本會。
(b) 若因病或突發事故未能出席者，須通知本會，因病者並需補回醫生證明書。
並必須獲得本會的批准。任何非章程內及私自變更之課堂，將不獲本會承認兼不獲發
放教練津貼。
6.

教練於每節訓練課堂，必須帶備「學員出席表」 (即點名紙)、訓練器材 (如波、

波泵) 及 穿著運動服裝執教。
7.

教練於每節訓練課堂點名時，由學員於「學員出席表」簽名作實，教練亦須於每

次點名後在表內的「教練簽署」、「助練簽署」一欄簽署。請留意學員出席情況，在
有需要時致電缺課學員查詢情況並鼓勵出席。如遇上學員嚴重流失或有個別學員連續
缺席兩堂或以上，須及早通知本會職員。
8. 如在訓練期間有任何人士要求加入上課時，必須通知本會及獲得本會批准後才可
正式加入練習。
9.

如在訓練期間進行友誼賽，必須通知本會及獲得本會批准後才可進行。

10. 在訓練結束後，必須確保所有學員安全離去 (自行或由家長接送) 後才離開球
場，並呼籲球員清理所飲用過水樽及垃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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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首課時，教練須查問及觀察各學員的身體情況，以作出適當的訓練安排。
12. 在訓練班期間，倘若有學員遇到意外或嚴重受傷時，教練必須立即通知場地職員
或 自行召喚救護車及須陪同傷者往醫院接受治療，並應立即通知傷者家人或監護人
及本會職員。並必須最遲於下一個工作天內填妥「意外事件報告」，並電郵或傳真本
會以作記錄。若遇輕微受傷，教練應為妥善處理，若認為有需要，亦應填寫「意外事
件報告」交予本會作記錄。
13. 若其中一位教練於訓練進行中因任何緊急事故 (例如：學員受傷要送院治理) 而
需離開球場，必須指示同場教練作出適當的協助，安排其他學員繼續照常練習。若訓
練當日沒有助教或其他職員協助，應先解散學員，及立即通知本會職員有關情況。
14. 如可以，教練應自備一個急救葯囊，以備不時之需。
15. 教練於整個訓練班開班前應親身到本會秘書處領取訓練器材 (如波、波泵)，並簽
回一份「物資簽收表」。
16. 所有訓練器材均屬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之財物，教練有責任協助保管。在每節訓練
課堂完畢後，教練須點算清楚。如發現訓練器材遺失及損壞等情況，教練應立即通知
本會職員。如訓練課堂涉及多於一個場地，教練需負責自行將訓練器材移至下一個場
地。
17. 有關惡劣天氣，請參閱「惡劣天氣指引 (訓練課程)」。如訓練課堂因惡劣天氣影
響，需於課堂指定開始時間前 兩小時 聯絡本會職員，確定是否仍須繼續。若有取消
或改期，教練需協助通知學員。若教練按時到達球場後，因惡劣天氣取消該次的訓練，
教練應立即通知本會職員及協助通知學員，並須在球場多留三十分鐘，以確保所有已
到達的學員安全離開。
18. 在寒冷、酷熱天氣警告下，如訓練如常進行，教練須提醒學員考慮身體情況而出
席。在酷熱天氣警告下，教練提醒學員帶備替換衣物及充足飲料，安排學員較多的休
息時間。
19. 教練在首課時應確認各學員的聯絡電話，以便在任何特殊情況下，第一時間通知
學員。然而教練有責妥善保存有關資料，不得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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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教練須注意自己及學員的安全。若訓練期間遇上球場滋事份子，應避免與其交涉
或爭執，須立刻與場地管理人員聯絡，尋求適當的協助。若事態嚴重，應立即召喚警
方協助及取消活動，以確保教練及學員的安全。教練並應通知本會職員。
21. 教練應提醒學員避免攜帶貴重物品上課。如教練及學員在訓練期間如有任何財物
損失，本會及合辦/資助機構決不負上任何責任。
22. 如可以，教練在訓練期間拍下記錄照片2至3張，並於訓練班結束後以電郵交回本
會，以作記錄。
23. 已填妥的「教練服務記錄表」、「助教服務記錄表」、「學員出席表」正本於訓
練班結束 兩星期內 交回，以便跟進及申領教練津貼。如未能將以上文件如期交回本
會者，將影響教練津貼之發放，教練亦不能因而向主辦單位或合辦/資助機構追討。
24. 教練須獲僱主同意及知悉，於在職期間擔任本會及合辦/資助機構的教練工作。
25. 本會所有教練均以 非僱員 身份參與本會的體育訓練工作，除雙方同意按小時計
算的教練津貼外，教練不能享用僱傭條例賦予僱員的所有保障和福利。
26. 教練為本會服務的所有項目，全年 (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於本會獲得港幣
$25,000或以上津貼時，本會將會安排報稅。
27. 如有需要，教練請自行購買個人意外保險，以作保障。
28. 所有註冊教練必須遵守「教練專業守則」內各項規定。若有違反者，本會有權採
取紀律處分。
本守則如有未盡善處，本會有權隨時作出修訂，並即時生效。一切以中國香港手球總
會之解釋作準。

(教練姓名)

(教練簽署)

(日期)

* 未滿十八歲之申請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同意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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