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Hong Kong Triathlon Association 
體育會基本資料 Affiliated Club Information 
請填寫以下資料 Please fill i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一般資料 General Information 
體育會名稱：              （中文 Chi） 
Club Name:               （英文 Eng） 

體育會主席 
President：        （中文 Chi）       （英文 Eng） 

體育會聯絡人 
Contact Person：       （中文 Chi）       （英文 Eng） 

聯絡人職銜 
Contact Person’s Title：      （中文 Chi）       （英文 Eng） 

體育會電話        體育會傳真 
Club Phone No.        Club Fax No.         

聯絡地址：               （中文 Chi） 

Address:                （英文 Eng） 

體育會網頁        體育會電子郵箱 
Club Website:        Club Email Address:        

體育會會員人數：  
No. of club members:     （請附上會員申請表 Please attach with a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三項鐵人總會會員人數：  
No. of club members:      

曾參與鐵人比賽的會員人數： 
No. of club member race in HKTriA event:      
（請附上曾參與本會比賽的運動員名單，包括姓名、性別、出生日期 Please attach with members’ name, gender and D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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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會負責人資料 Office Bearers  

職 銜 

Position 

姓 名 (英文)                (中文) 

Name (English)             (Chinese)

日間聯絡電話 

Day Time  

Contact Tel No. 

傳真號碼 

Fax No. 

主席 Chairman / 

負責人 Person i/c 

Mr/Ms/Others 

(please state) 

   

秘書 

Secretary 

Mr/Ms/Others 

(please state) 

   

司庫 

Treasurer 

Mr/Ms/Others 

(please state) 

   

屬會代表 1 

Representative 1 

Mr/Ms/Others 

(please state) 

   

屬會代表 2 

Representative 2 

Mr/Ms/Others 

(please state) 

   

 

體育會教練資料 Club Coach information 
* 體育會教練人數（包括非三項鐵人教練人數） 

No. of Club Coach (including non-triathlon coach)：      

* 鐵人教練人數 No. of HKTriA Coach：   教練預備班 (Pre-Level I)      
         第一級教練 (Level I)      
         第二級教練 (Level II)      
         第三級教練 (Level III)      

* 合資格三項鐵人工作人員人數 No. of HKTriA qualified Officials： 第一級 (Level I)     

            第二級 (Level II)          
(* 另附上教練名單 Please attach with coach name and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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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會發展地區 Club Base for Club Activities 
集中發展鐵人運動的地區： (例如：將軍澳、荔枝角、沙田) 
Club base(s) for your triathlon activities: (i.e Tseung Kwan O, Lai Chi Kok, Shatin) 

1.               

2.               

3.               

首選租用的游泳池及其他訓練場地 
Required LCSD Swimming Pool and other sports facility for club activities： 

1.               

2.               

3.               

體育會鐵人活動 Triathlon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Sports Club 
過去半年，體育會曾參與的鐵人活動 At last 6 months, club activity included: 

(於合適項目內加 √ 號 Please tick at appropriate basket）： 

(     ) 訓練屬會會員，參與三項鐵人總會舉辦之鐵人比賽 
Club member participated in HKTriA event 

(     ) 主辦 或 與其他團體合辦三項鐵人或兩項鐵人訓練班 
Organized/Co-organized triathlon training course 

(     ) 主辦 或 與其他團體合辦三項鐵人或兩項鐵人比賽 
Organized/Co-organized Triathlon activities 

(     ) 派員協助三項鐵人總會舉辦三項鐵人活動 
Club officials assisted in HKTriA events 

屬會會員參與/協助總會舉辦鐵人比賽 
Club member(s) raced/officiated in HKTriA event： 

過去半年，曾參與總會比賽的會員資料 
Club member(s) raced/officiated in HKTriA event at last 6 months 

活動名稱 
Event/Activity 

參加者姓名 
Club member 

類別 
Category 

成績 Race Result / 
崗位 Official’s Position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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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半年預計參與 及 可協助總會舉辦鐵人比賽人數 

No. of club member(s) raced/officiate in HKTriA in coming 6 months： 

活動名稱 
Event/Activity 

參加者姓名 
Club member 

類別 
Category 

成績 Race Result / 
崗位 Official’s Position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運動員 Competitor 

/ 工作人員 Official 
 

 

舉辦鐵人訓練或推廣活動 
Organize/Co-organized Triathlon Training Course or Triathlon Activity: 

過去半年曾舉辦鐵人訓練或推廣活動資料 
Organized/Co-organized Triathlon Training Course or Triathlon Activity at last 6 months 

活動名稱 
Event/Activity 

合辨機構 
Organizer 

活動內容 
Content 

日期 
Date 

地點 
Venue 

費用 
Fee 

人數 
No. of 
participants 

 
 

      

 
 

      

 
 

      

 
 

      

 
 

      

*請附上活動章程 或 其他有關資料  Please attach the course outline or any related informa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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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半年預計舉辦的鐵人訓練或推廣活動資料 
Planned triathlon training course or triathlon activity in coming 6 months 

活動名稱 
Event/Activity 

合辨機構 
Organizer 

活動內容 
Content 

日期 
Date 

地點 
Venue 

費用 
Fee 

人數 
No. of 
participants 

 
 

      

 
 

      

 
 

      

 
 

      

 
 

      

 
三項鐵人工作者培訓 Club Official Training 
1. 現時有興趣報讀三項鐵人教練預備班人數 

How many club member interests in taking Triathlon Pre-Level I Coaching Course      

(三項鐵人教練預備班參加者必須年齡 18 歲或以上，中五或以上學歷及能以捷泳游畢 300 米及懂踏單車者 
Any participant who interest in taking coaching course should age 18 or above, F.5 graduate, and able to swim 300m with cycling 

skill) 

 月份 Month：          
 上課時間 Time：         
 地區 (理論課) Venue (Theory)：         
 地區 (實習課) Venue (Practical)：         
 其他意見 Any comment：          

2. 現時有興趣修讀工作人員培訓班會員人數 
How many club member interests in taking Triathlon Official Training Course      

 月份 Month：          
 上課時間 Time：         
 地區 (理論課) Venue (Theory)：         
 地區 (實習課) Venue (Practical)：         
 其他意見 Any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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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Others： 
1. 有否興趣藉香港三項鐵人總會，申請成為社區體育會的會員 
 Any interest in joining the Community Sports Club Project?     有 Yes / 沒有 No  

 如沒有，原因 If no, reason：              
                    
                    
                     
 更多社團體育會計劃資料，可溜覽以下網頁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SCSS, please visit ： 

 http://www.lcsd.gov.hk/LEISURE/LM/schemes/csc/indexc.html 

 
2. 屬會認為總會所主辦的推廣計劃，如三項鐵人示範講座、同樂日及訓練班等，可合作或

改善的地方 
Any comment to Triathlon Grass Root Athlete Development Plan jointly presented by HKTriA and LCSD? 

                    
                     
                     
                     
3. 屬會認為總會所主辦的鐵人比賽，可合作或改善的地方 

How sports club can assist in HKTriA event? 

                     
                    
                     
                     
4. 屬會認為總會與屬會之間，可合作或改善的地方： 

How sports club and HKTriA work together, and promote the triathlon to the public? 

                     
                     
                    
                     
5. 其他意見 

Any comment? 

                     
                     
                    
                     

<<完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