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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健球總會 
公開球隊註冊申請表 (2021-2022年度) 

 
第一部份 – 球隊資料 

申請類別 

 新註冊申請  續期申請 (續期申請只須填寫表格*必填部份及球隊修改資料) 

球隊資料 

球隊英文名稱*  

球隊中文名稱*  

球隊簡稱   電郵地址  

訓練場地     

球隊介紹  

  

  

第二部份 – 領隊、教練或助教資料 

領隊資料 

領隊英文名稱*   領隊聯絡電話*  

領隊中文名稱*   香港身分證*  

性別   領隊電郵地址  

出生日期   年齡  

教練資料 （必須為註冊二級教練或以上） 

教練英文名稱   教練聯絡電話  

教練中文名稱   香港身分證  

性別   教練電郵地址  

出生日期   年齡  

教練資格  註冊二級教練   註冊三級教練 

註冊教練編號     

助教資料 （必須為註冊二級教練或以上） 

助教英文名稱   助教聯絡電話  

助教中文名稱   助教電郵地址  

性別   香港身分證  

出生日期   年齡  

助教資格  註冊二級教練   註冊三級教練 

註冊教練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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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球員資料 

1 球員名單請於 EXCEL 表填寫，並與此份申請表格一拼電郵至 info@hkkinball.com.hk。 
 

第四部份 – 附件列表 
2 每隊註冊費用為港幣$800 元 (每年)，續期則註冊費用為港幣$600 元(每年)，必須與申請表格一拼呈交。 
3 球隊領隊/教練之二級教練或以上證書副本。 
4 會徽圖樣規格: 不少於 100x100mm 尺寸，以 Ai 檔、及不大於 8Mb 的 png 檔案提交。 
5 賽衣圖樣規格: 不大於 2Mb 的 jepg/png/pdf 檔案提交 
6 請細閱有關註冊須知事項及免責聲明，並填妥此正本表格連同所需費用一併交回香港健球總會；若以郵遞方式，
請寄回「九龍觀塘鴻圖道 17 號發利工業大廈 7/F 702 室收」。如以劃線支票繳費，抬頭請寫上「香港健球總會有限公
司」或「Hong Kong Kin-Ball Association limited」。有關查詢，歡迎致電 2750-0310 或電郵至 info@hkkinball.com.hk。 
 

第五部份 - 申請人聲明及簽署 

1. 本人及球隊明白申請接納與否，由香港健球總會有限公司("總會")決定。 

The Team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 acceptance as member i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Hong Kong Kin-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HKKA). 

2. 本人及球隊謹此聲明在本申請表填報的資料屬自願性質，資料完整及確實無誤，總會無責任覆核資料，並不須

對本人及球隊因資料錯誤或遺漏而引起之任何索償或損失負任何責任。任何資料如有更改，本人及球隊會立

即提交書面通知總會處理。 

The Team and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is voluntary, complete and true and correct. 
HKKA do not have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HKKA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claims 
or losses caused by incorrect information or omissions in this form. The Team and I will inform HKKA in writing 
immediately in writing if there is any change(s). 

3. 一經接納為註冊球隊，本人及球隊謹遵守總會會章、球隊註冊制度2021-2022及總會的香港健球比賽規例。 

Once accepted as registered, the Team and I will abide by Regulation of Team Registration 2021-2022 of HKKA and 
Race Regulations of HKKA. 

4. 球隊名稱及賽衣如有雷同，則以本表格呈交先後次序，先到先得，唯命名如對健球及香港健球總會形象有損，

則總會有權拒絕登記。 

Affiliated team name and racing jersey will be registered with the HKKA by this application on first-come- first-
served basis, HKKA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names which might detriment the image of Kin-Ball and Hong 
Kong Kin-Ball Association. 

5. 球隊領隊為球隊的唯一全權代理人，任何領隊人選更改必須連同一份有關決議案副本遞交總會以便證明該

更改的有效性。 

The Team Manager of an affiliated team will be considered as the sole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team. 
If the team changes it's Team Manager, notice of change must be submitted to the HKKA with a copy of the 
resolution to substantiate the validity of the change. 

6. 本人及球隊現同意在總會網頁上列出屬會資料及領隊個人資料，本人及本隊同時明白，本人及本隊提供之資料

有可能被總會用作推廣之用。 

The Team and I hereby agree that the Team and the Team Manager information will be published on the HKKA 
website or Facebook page, the Team and I also understood that the information we will also be adopted by the 
HKKA for promotional purposes.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職位*  

 
申請人簽名* 

 

 

 
日期* 

 

                                                                                                

本會專用部份 

收表日期  職員名稱  

通過日期  職員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