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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教練及屬會會員： 

 

海外課程[一級 / 二級運動通論] 

 

本會現有意派員出發參與由武漢體育學院於 2017 年 12 月 23 日至 28 日在武漢體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舉

辦「一級運動通論課程」和「二級運動通論課程」，這項課程由上述學院主辦本會負責在港的行政事宜，

課程為有意成為獨木舟教練人士或註冊教練提供進修途徑，學習相關的理論及專項知識。 

 

課程內容 

 

(由武汉体育学院提供) 

一级运动通论课程 

4 天课程 

2017 年 12 月 23 日 上午 1) 开班仪式 
2) 皮划艇理论 1 

下午 3) 皮划艇理论 2 
4) 皮划艇理论 3 

2017 年 12 月 24 日 上午 1) 体能训练-理论 1 
2) 体能训练-理论 2 

下午 3) 体能训练-实践 1 
4) 体能训练-实践 2 

2017 年 12 月 25 日 上午 1) 运动生理学和医学基础 

下午 2) 运动心理学基础 

2017 年 12 月 26 日 上午 1) 皮划艇教学训练时间 
2) 皮划艇教学训练实践 

下午 3)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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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运动通论课程 

6 天课程 

2017 年 12 月 23 日 上午 1) 开班仪式 
2) 皮划艇理论 1 

下午 3) 皮划艇理论 2 
4) 皮划艇理论 3 

2017 年 12 月 24 日 上午 1) 体能训练-理论 1 
2) 体能训练-理论 2 

下午 3) 体能训练-实践 1 
4) 体能训练-实践 2 

2017 年 12 月 25 日 上午 1) 运动生理学和医学基础 

下午 2) 运动心理学基础 

2017 年 12 月 26 日 上午 1) 运动训练学基础 

下午 2) 皮划艇技术教学 

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上午 1) 皮划艇理论 4 
2) 皮划艇理论 5 

下午 3) 皮划艇教学训练时间 
4) 皮划艇教学训练实践 

2017 年 12 月 28 日 上午 1) 皮划艇教学训练实践 

下午 2)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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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正楷填寫所有資料          

 
參加者資料 

 

聲明 

我等願意遵守本課程之一切規則，並服從指導。茲聲明我等參加「一級運動通論課程/二級運動通論課程」出於

自願，且健康良好及身體並無疾病，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我等並明白及同意如因所有天災引致的傷亡意外、

我等個人疏忽、技術不足、或身體欠佳；而引致於參加是次活動時傷亡或任何財物損失，主辦機構及其合辦機構

無須負上任何責任，其後果責任一概由我等承擔。 

 

參加者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資格 

本會有效會員(非會員須繳付每人$50行政費) 

(1) 「一級運動通論課程」  

- 歡迎任何對獨木舟有興趣人士 

(2) 「二級運動通論課程」  

- 歡迎任何持有教練培訓委員會第一級或以上運動通論課程證書，或本會認可的等同資歷

證書 

名額 不限 

授課語言 普通話 

課程日期/地點 

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珞瑜路 461 號武漢體育學院 

一級運動通論課程: 2017 年 12 月 23 至 26 日 4 天课程 

二級運動通論課程: 2017 年 12 月 23 至 28 日 6 天课程 

*參加者必須自行安排交通工具，並於 2017 年 12 月 23 日早上八時四十五分

前向武漢體育學院導師報到 

 

2017 海外課程運動通論 

職員專用 
收表日期__________ 收費金額_________ 
                   收據編號_________ 

 

參 

加 

者 

姓名(中文)                       (英文) 會員編號 

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性別 

電話 電郵 

*報名參加二級運動通論課程者必須提供教練培訓委員會第一級或以上運動通論課程證書，或本會認可的

等同資歷證書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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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要 

 

一級運動通論課程 二級運動通論課程  

1) 皮划艇理论 

2) 体能训练 

3) 运动生理学和医学基础 

4) 运动心理学基础 

5) 皮划艇教学训练 

 

1) 皮划艇理论 

2) 体能训练 

3) 运动生理学和医学基础 

4) 运动心理学基础 

5) 运动训练学基础 

6) 皮划艇技术教学 

7) 皮划艇教学训练 

 

 (*課程大網以武漢體育學院公佈為準，如有更改，本會將另行通知。)  

費    用 

一級運動通論課程 -港幣4,500元正 

(費用包括四天住宿(雙人房) (23/12-26/12) 及每天早午晚三餐食堂自助膳食) 

二級運動通論課程 -港幣6,200元正 

(費用包括六天住宿(雙人房) (23/12-28/12) 及每天早午晚三餐食堂自助膳食) 

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獨木舟總會有限公司」(必須連同表格一併交回) 

截止報名 

(只接受親身或郵寄遞交報名) 

將報名表及支票親身遞交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正 

將報名表及支票郵寄遞交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 

報名方法 

將報名表及支票交至本會 

(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2樓2014室) 

報名申請將以電郵回覆 

備    註 

*參加者完成武漢體育學院課程出席要求和考核合格，才可獲發由武漢體育學院簽發「證

書」。(有關證書獲本會承認完成教練課程的甲部)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會將於開課前10天取消課程。敬請留意。 

*參加者請自行購買保險 

查詢 (電郵) info@hkcucanoe.com.hk (電話) 2504 8186 (李小姐) 

 

http://www.hkcucanoe.com.hk/
mailto:info@hkcucanoe.com.hk/
mailto:hkcu@hkolympic.org
mailto:info@hkcucano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