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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健球總會  

香港健球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教練招募  

 

本會精英培訓組 現就香港健球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公開招募教練，詳情如下: 

職位: 
➢ 香港健球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公開招募 教練二名 

(一名主教男子隊副教女子隊；一名主教女子隊副教男子隊) 

教練職責: 

➢ 負責每星期 1至 2節 健球專項訓練 

每次練習大約 120 分鐘 （暫定於 3 月開始訓練） 

➢ 負責按照總會方針帶領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訓練 及 編寫教案 

➢ 如有需要，帶領香港健球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出席比賽 

➢ 向精英培訓組主席報告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訓練狀況 

申請資格: 

➢ 年滿十八歲人士 

➢ 本會註冊二級或以上教練 

➢ 具帶領球隊經驗優先 

➢ 具良好溝通及文書能力 

申請方法: 

➢ 填寫 申請表 連同 教案編寫 (*參考：附件一撰寫訓練計劃內容)，

完成後須於 (2021 年 12 月 10 日或之前)以郵寄或電郵發送本會 

電子郵箱: info@hkkinball.com.hk 才完成申請手續 

申請費用: ➢ 免費 

招募及委任流程: 

➢ 公開招募接受申請 (2021 年 12 月 10 日截止) 

➢ 由精英培訓組安排申請者進行面試  

(2021 年 12 月 11 - 20 日期間) 

➢ 香港健球總會會長委任 香港健球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教練  

➢ 2021 年 12 月 28 日或之前公佈遴選結果 

遴選形式: ➢ 以面試形式進行 

委任任期: ➢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  

備註: 每一次的訓練，教練會獲總會發放車馬費 (金額面議) 

 

*香港健球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 訓練資料如下： 

日期: 
➢ 香港健球精英 1 隊及精英 2 隊 (遴選期：2022年 1月-2月) 

➢ 香港健球精英 1 隊及精英 2 隊 (訓練：2022年 3月開始 (暫定)) 

時間: : ➢ 平日晚上 / 假日早上 

地點: ➢ 葵涌區 / 佐敦區 

mailto:info@hkkinbal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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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健球精英 1隊及精英 2隊 教練職位申請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 日/月/年：        /     /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教練資格 (必須)：  註冊教練編號：  

裁判資格 (如有)：  註冊裁判編號：  

曾任教或現時任教的球隊（如有）： 

任教球隊：  任教時期：  

健球運動資歷 (球員或教練等經驗)： 

 

申請原因： 

 

申請人簽署：  申請日期：  

聲明 

本人聲明— 

1. 已詳細閱讀及明白是次申請的招募文件所有內容，並符合申請此項課程／活動所需的資格。  

2. 為此申請所提供之資料出於自願及正確無訛，並同意香港健球總會有限公司所使用。 

3. 本人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項課程／活動，並必會量力而為，如有不適，不會勉強進行。  

4. 本人不會因參加本會課程／活動期間的不當行為所引致的身體損傷或財物損失，而向本會或有關人士索償。  

5. 明白香港健球總會有限公司對此申請有最終決定權。 

以下確認證明本人已閱讀、符合及同意所有印在此表格上的條件及聲明。  

口本人已閱讀、符合及同意所有在此表格上的條件及聲明，並會於截止日前電郵相關文件以完成申請手續。  



香港健球總會 - 單元教案計劃 

教練:  教案編號:  

對象: 青苗隊 / 青訓隊 / 男子精英一二隊 / 男子精英一二隊 / 代表隊 

月份: 2021年 5-6月逢星期一三 

訓練日子:  1/5, 2/5, 3/5, 4/5, 5/5, 6/5, 7/5, 1/6, 2/6, 3/6, 4/6, 5/6(共 12課) 

上個單元訓

練目標: 
1.                           (完全達成 / 半班達成 / 未能達成) 
2.                           (完全達成 / 半班達成 / 未能達成) 
3.                           (完全達成 / 半班達成 / 未能達成) 

本單元訓練

目標: 
1.提高球員於場上觀察力 
2.加強擊球球速 
3.(針對兩月內之可達成方向，若上單元未能達成可與上一單元重複，
但必須在下列課節目標有所調整) 

 
日期 課節目標 備註 

1/5/2022 1. (當天訓練主題名稱，正常 routine不用寫，
至少要兩個目標。) 

2.  
3. 
應用技巧: (如何將本課所學於開 game時應
用)如觀察空位: 若出球位置已有防守球員則
需全隊２０下掌上壓等。 

— 如何照顧能力差異 
— 如果善用空間等 

2/5 1. 
2. 
3. 
應用技巧: 

 

3/5 1. 
2. 
3. 
應用技巧: 

 

4/5 1. 
2. 
3. 
應用技巧: 

 

5/5 1. 
2. 
3. 
應用技巧: 

 

6/5 1. 
2. 

 



3. 
應用技巧: 

7/5 1. 
2. 
3. 
應用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