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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香港健球精英預備隊遴選申請須知 

 

1 遴選資料: 

2022年香港健球精英預備隊遴選分為三個部分：「首輪：球員篩選」、「次輪：遴選集訓」

及「末輪：遴選測試」。首輪球員篩選之報名名額不限，排序最高的 24 名男子及最高

的 24名女子分別進入遴選集訓及遴選測試，完成遴選後會選出男子及女子各 8名球員

成為精英 1隊成員，12名球員將為精英 2隊成員。 

 

1.1 參加者年齡 

組別 球員年齡要求 

男子組 2005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出生 

女子組 2005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出生 

 

1.2 遴選資料 

日期 男子隊: 5/7、12/7、19/7、26/7/2022 (逢星期二) 

女子隊: 6/7、13/7、20/7、27/7/2022 (逢星期三) 

時間 晚上 19:30 - 21:30 

地點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 

(葵涌葵盛圍 32-40號) 

名額 1. 首輪球員篩選：人數不限 

(根據《香港健球總會 精英培訓組遴選常規》，如名額多於 24 人，會以首輪

球員篩選方式，按球員於申請表上提交的個人得分高低排序，決定入選次輪遴

選集訓的名單。) 

 

2. 次輪球員篩選：男、女子各 24人 

 

2 遴選內容: 

所有由香港健球總會精英培訓組的任何遴選均設有獨立的「遴選內容」，並將於 2022年

6月 30日公布。 

 

3 教練名單: 

2022 年度健球精英預備隊教練: 

男子隊： 徐文杰先生 

女子隊： 丘兆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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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名方法: 

4.1 報名日期 

報名日期為 2022年 6月 21日至 2022年 6月 27日。 

 

4.2 推薦報名 

各註冊球隊均有 1男 1女的名額可提交予精訓組，被球隊提名的球員能必然參

與遴選集訓 (被革除球員於三年內不得被球隊提名)。教練同時亦必須提交計分

紀錄予精訓組，否則提名名額將會被駁回。 

 

4.3 報名費用 

組別 費用 

男子組 港幣 四百元正 

女子組 港幣 四百元正 

 

4.4 報名方式及篩選流程 

4.4.1 遞交表格 

申請人需於 2022年 6月 27日(星期一)或之前填妥報名表格，親臨本會或電

郵至本會遞交。 

本會電郵: admin@hkkinball.com.hk 

本會會址: 九龍觀塘鴻圖道 17號發利工業大廈 7/F 702室 

 

4.4.2 首輪球員篩選 

精訓組將按球員於申請表上提交的個人得分高低排序，決定入選次輪遴選集

訓的名單。 

4.4.3 確認遴選集訓名單 

完成首輪球員篩選後，秘書處將於 6月 30日(星期四)向所有申請者以電郵

方式通知其首輪篩選之結果。 

4.4.4 繳交費用 

進入遴選集訓需於 2022年 7月 3日(星期日) 23:59 或之前繳交費用。繳費

方法如下： 

入帳 / 網上轉帳： 

星展銀行(DBS) 475-393-971 Hong Kong Kin-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入帳後把入賬收據及入賬日期電郵至本會。 

 

4.4.5 替補名單 

如有任何申請人於 7月 3日或之前向本會放棄次輪遴選集訓，或於指定時間

內未能繳交所需費用，餘下名額將按首輪排序替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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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事項 

➢ 所有已交的報名費一概不獲退還。 

➢ 參加者需在遴選當天帶同一幅近照，如沒有近照者，本會有權拒絕參加遴選。 

➢ 參加者需要於所有遴選集訓及測試開始前 15分鐘到場館報到。 

➢ 本會並不負責運動員因出席是次遴選活動而引起的任何傷亡事故。 

➢ 香港健球總會有限公司有權拒絶任何人士參與是次遴選，可隨時更改遴選內容及

擁有遴選結果的最終決定權。 

 

 

6 遴選上訴 

➢ 上訴必須於公佈名單後 48小時內，以書面形式電郵至本會，並應繳納上訴費

用。 

➢ 有關遴選上訴具體內容請參閱《2022香港健球精英預備隊遴選上訴機制》文件。 

 

 

 

 

 

精英培訓組主席 

黃子峰 

 

香港健球總會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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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香港健球精英預備隊遴選 - 運動員申請表格 

運動員個人資料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  

出生日/月/年       /    / 國 籍  

是否持有 

香港特區護照 
有□    無□ 

如〔無〕請列出原因 

或列出持有那個國家護照 
 

身高(cm)  性別 男□    女□ 

住址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必需清楚填寫) 

 

報名類別 

□ 註冊球隊推薦 (請填妥下一行資料)         □ 公開報名 

推薦註冊球隊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簽署 

 

 

  

運動員有否遺傳、貧血、心臟心病或運動創傷歷史等(如有請詳寫年份、程度和現狀) 

 

 

➢ 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的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之用。 在遞交表格後如欲更改或查詢

你申報的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 請填妥本申請表(若 18歲以下申請者需連同已簽妥家長同意及學生健康聲明書)，電郵至

admin@hkkinball.com.hk 

➢ 繳費方法：可繳交現金, 支票(抬頭：Hong Kong Kin-Ball Association Limited)或 存入本

會戶口 (星展銀行：475-393-971 Hong Kong Kin-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重要聲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謹此聲明在本表格內 (包括附頁一)所提供之資料皆正

確無誤,並擁有良好健康狀況。在參加活動時如有任何特殊情況出現(如肌肉扭傷、撕

裂、拉傷、骨折、意外、死亡、其他疾 病或遺失私人財物等),香港健球總會有限公司所

有工作人員均無需負上任何法律或金錢責任,本人更同意香港健球總會可保留更改課程活

動之日期、時間、內容錄影、錄音及拍攝等權利。本人同意及明白以上內容和條款及願

意遵從。 

 

申請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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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一：球員積分 (首輪：球員篩選) 

 

精訓組將按球員於下表上提交的個人得分高低排序，決定入選次輪遴選集訓的名單。 

 類別  分數  

1 國際級賽事 (只需提交 1個) 

賽事名稱: 2019年KIN-BALL®運動世界盃 (法國) 

+10分 □ 

2 健總或以上級別賽事的 MVP (只需提交 1個) 

賽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分 □ 

3 亞洲區賽事(只需提交 1個) 

賽事名稱: SJI新加坡亞洲青少年健球邀請賽 2019 

+5分 □ 

4 二級裁判 

裁判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分 □ 

5 本地 H級賽事 (只需提交 1個) 

賽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分 □ 

6 一級裁判 

裁判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分 □ 

7 本地 I級賽事 (只需提交 1個) 

賽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分 □ 

8 見習裁判 

裁判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分 □ 

9 本地 B級賽事 (只需提交 1個) 

賽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分 □ 

10 輕微警告 

年份(次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分 □ 

11 嚴重警告 

年份(次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分 □ 

12 曾被革除球員任命 

年份(次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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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二： 

 

2022 香港健球精英預備隊遴選 

家長同意及學生健康聲明書 
 

敬啟者： 

本會擬於 7月進行 2022香港健球精英預備隊遴選。為保障參加者在活動中之安全，必

須填寫以下資料，並証明其身體健康，可在遴選過程中進行高強度的運動，以使參加

者獲得最適切之照顧。 

如有任何疑問，可隨時聯絡本會。 

 

此致 

  參加遴選運動員之家長 

香港健球總會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同意及學生健康聲明書回條》 

致：香港健球總會有限公司 

 

本人已知悉及同意敝子女參加 2022香港健球精英預備隊遴選 

 

□ 並聲明他/她健康良好，並無隱瞞任何既有之健康或心理問題或過敏症，及確認他/

她適宜參加有關活動；或 

□ 本人之子女有以下疾病／健康問題／過敏症／運動創傷歷史，但並不妨礙本人子

女參加是次活動：如有，請詳寫年份、程度和現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基於保障個人私隱原故，以上有關資料將只會提供與代表隊教練及只作是次遴選及集訓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