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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訓隊隊員必須是總會會員。遵守本會會章、附例、守則及議決。依時出席由總會所安排的集

訓及活動。 

 

2. 所有香港代表隊成員，均由集訓隊隊員挑選出來，挑選準則除要求達到參賽標準外還要審核該

隊員在集訓期間的紀律表現及出席率而定，故此隊員應經常保持最佳狀態及良好行為表現。 

 

3. 隊員之間必須和睦、合作、熱誠及互相鼓勵，不能有排斥、指責、破壞等惡劣行為，對他人應

保持禮貌。 

 

4. 集訓隊將定時通知隊員進行技術測試，不合乎測試標準者或品德行為不良者，本會將開除該隊

員集訓隊隊員資格。 

 

5. 集訓隊員必須服從教練的安排。隊員訓練項目之挑選，由教練視情況而安排。花式隊員須自備

參賽音樂及花式動作編排。但集訓隊教練有權對已編排之花式動作作出修改。訓練時，各隊員

必須穿上所屬項目的隊服及各種保謢裝備。 

 

6. 集訓隊隊員必須按本會本地集訓時間表出席訓練，出席率必須達到 80%或以上。如於半年內

隊員出席率未達 80%，本會將視該隊員為已自動退隊，將不會收到集訓隊任何通知。 

 

7. 未能出席集訓之隊員，應事前呈交請假信詳述缺席之理由及証明文件副本給本會及負責教練。

如因病未能出席集訓亦應先口頭知會教練及事後補交請假証明文件，例如醫生紙等，如參加學

校活動者，需提交學校通告副本。其他口頭請假無效。如隊員未能出席集訓，應自行查詢有關

該訓練日之訊息，負責教練不會另行通知。所有請假的原因，將交由執委會議決。 

 

8. 所有集訓隊隊員出席訓練時不得遲到及早退。隊員如需超過 30 分鐘後方出席訓練或提早 30

分鐘離開訓練，必須向本會及負責教練提交申請。所有申請的原因，將交由執委會議決。 

 

9. 如經選拔及補選進入集訓隊之隊員未有完成二年期之訓練，例如中途退隊者或出席率不足者，

將不能參加下二次的集訓隊隊員招募測試。 

 

10. 集訓隊時間表之安排，負責教練有權隨時因情況而對訓練時段作出即時調動。隊員有責任向負

責教練查詢集訓時間。 

 

11. 集訓期間，任何人士不得進入使用中的訓練場內及不得滋擾集訓隊訓練。家長接送子女須知會

當值教練。 

 

12. 集訓隊活動經費不足時本會將向參加隊員收取費用。如需繳費，該等費用將在活動通告時向隊

員提出。 

 

13. 當值教練全權負責有關集訓隊事宜，因應情況可即時作出任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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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各集訓隊隊員在符合參賽資格及被挑選下，有責任報名參加由總會所舉辦或安排的各項比賽或

活動。 

 

15. 各集訓隊隊員必須參加由本會舉辦的公開賽(如藝術滾軸溜冰集訓隊隊員需參加本會舉辦的香

港花式滾軸溜冰公開賽及香港圖形滾軸溜冰公開賽；速度滾軸溜冰集訓隊隊員需參加本會舉辦

的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自由式輪滑集訓隊隊員需參加本會舉辦的香港自由式輪滑公開賽) 

及由總會主辦之邀請賽/交流賽等之有關項目。 

 

16. 各集訓隊隊員於報名參加海外比賽、集訓或任何活動時，其本地集訓之出席率必須達到 80% 

(由每年 4月 1日至發出有關參加海外比賽之通告時間)，否則本會將不會批准其代表香港出席

任何海外活動。 

 

17. 各集訓隊隊員報名參加任何海外比賽、集訓或任何海外活動，其出席率 (本會發出通告至出發

參加海外活動期間計算) 必須達 90%。如未達標，其開支將全自費論，並沒有任何資助(如有)。 

 

18. 參加海外賽事或活動期間必須聽從本會領隊及教練的指示，必須根據通告或領隊/教練的要求

穿上整齊的滾軸運動總會隊服，及嚴守紀律。違反紀律者，教練可即時拒絕其出席活動及其離

場，其後本會將向該隊員作出處分或開除其集訓隊隊員身份。 

 

19. 集訓隊隊員如獲選參加任何海外活動，必須全程依照大隊時間表包括出發及回程。如有特殊情

況必須事前呈交申請信，詳述理由及証明文件副本給本會及負責教練申請待批。有關申請有可

能影響是次的資助(如有)。 

 

20. 除代表香港/本會參加比賽/活動外，不可穿著香港隊制服(包括但不限於連身衣)參加其他活動/

比賽。 

 

21. 集訓隊隊員必須符合以下 3 項要求及集訓出席率達 80%，方有機會被本會提名參加大型運動

會(如亞洲沙灘運動會、東亞運動會、亞洲室內運動會、亞運會等)。 

 

i. 於提名期前 3年內曾參加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賽或全國錦標賽 及 

 

ii. 於提名期前 3年內曾參加由總會舉辦的本地公開賽 及 

 

iii. 於提名期前 12個月曾參加最少一次本會舉辦 / 安排的比賽。 

 

本會將按大會的準則及規定人數，由集訓隊教練按以上的要求挑選合適的運動員，再經執行委

員會作最終之審批，交由奧委會作決定。 

 

22. 集訓隊隊員未經總會批准不得參加非總會認可的本地及海外任何滾軸溜冰活動。違反者會被即

時開除集訓隊隊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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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集訓隊隊員欲自行往外地練習，必須配合以下情況計劃行程，事前提出申請: 

 

i. 出外日期/時間不能與總會的集訓、比賽、活動及參賽日期相同或有衝撞。 

 

ii. 必須於出發前 1個月以書面形式一式兩份，同時交負責教練及總會辦事處向本會執行委員

會申請，申請書內容需詳述日期、地點、性質及當地接待團體/機構/隊伍的背景。而當地

團體/機構/隊伍必須是當地滾軸運動總會的合格註冊會員。 

 

iii. 必須獲批准後方可出發，及嚴守本會訂下的指引。 

 

如本會發現集訓隊隊員沒有經本會執行委員會書面同意而自行出外練習或參加/出席任何滾軸

運動之活動/比賽，違反者，本會有權即時取消集訓隊員資格。 

 

24. 各集訓隊隊員如需以香港滾軸溜冰代表隊或集訓隊隊員身份出席任何活動，如表演、訪問等，

需於不少於一星期前向本會執行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獲批准後方可出席。 

 

25. 本會將為各隊員準備一封入隊証明信，如各隊員需要額外的成績証明信函，隊員需 1個月前以

書面形式提交申請，並自行提供成績記錄及繳交申請費$100。 

 

26. 集訓隊隊員如因學業/工作𨍭變而離港，未能依時出席集訓訓練，其集訓隊隊員身份將自動終

止。如欲保留集訓隊隊員身份，須向本會提交書面申請，詳述原因待批。本會執行委員會將

因應各申請者的原因決定是否接納保留其隊員在海外期間的集訓隊隊員身份申請。 

 

申請保留集訓隊隊員身份之隊員須遵守以下要求： 

 

i. 集訓隊隊員(海外)回港後需立即歸隊訓練，及在集訓隊時段中進行測試。測試成績將

交予技術委員會檢核。任何未有進行測試的集訓隊隊員(海外)將有可能不獲批准參與

海外比賽/活動。 

 

ii. 任何集訓隊隊員(海外)在港期間，出席率必須達 80%或以上。 

 

iii. 任何集訓隊隊員(海外)申請參加海外比賽/活動，將不會獲任何資助(如有)。 

 

27. 本會將向康樂文化事務署預訂不同地區的足球場予屬會及集訓隊隊員共同使用。如隊員是本會

屬會會員可向屬會報名。如隊員是非本會屬會會員，請填妥相關的報名表向本會申請。 

 

i. 由於該時段集訓隊隊員以個人會員身份使用場地，為維持秩序及安全，各非本會屬會會員

的集訓隊成員必須聽從出席屬會教練的指示及約束。 

 

ii. 除本會屬會會員及獲批准的非本會屬會會員的集訓隊隊員外，其他人士不得使用該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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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除屬會教練外，所有非本會屬會會員的集訓隊隊員，均不可攜同私人教練進入練習場地。 

 

iv. 本會收到非本會屬會會員的集訓隊隊員的報名表後將以電郵形式發出確認信，獲批准的非

本會屬會會員的集訓隊隊員請帶同確認信到場地練習。此外，獲批准的非本會屬會會員

的集訓隊隊員名單將交給出席的屬會教練或負責人，本會職員及屬會教練或負責人可向

獲批准用場的集訓隊隊員查閱有關確認信。如發現任何非本會屬會會員的集訓隊隊員未

有確認信使用該場地練習，本會將向其作出處分。 

 

v. 使用此場地的非本會屬會會員的集訓隊成員需每期繳付一次過金額以作扣除成本之用(已

包括場地的第三者保險)。使用者應自行購買合適的保險。 

 

vi. 所繳金額，任何情況之下不會退回參加者。 

 

vii. 隨行家長不可進入訓練範圍。 

 

viii. 只作速度及藝術溜冰練習，不可打曲棍球。(由總會統籌除外)。 

 

ix. 當值之總會工作人員或其代表有權拒絕任何人士包括會員在上述日期使用上述場地。 

 

28. 本會在需維持集訓隊的整體性、紀律性及良好體育精神下，不符合條件之隊員將被取消隊員資

格，及不能參加下二次的集訓隊隊員招募測試。 

 

29. 如對以上的守則有疑問，應向總會技術委員會及負責教練查詢。 

 

30. 總會將因應實際情況對集訓隊守則有所修訂，修訂後的守則一經發出給隊員後均具其約束力。 

 

31. 集訓隊教練在任何情況下有權即時終止集訓隊員之訓練、參賽及活動。 

 

32. 本會有權於任何時間或情況下，解散、重組或調動整個集訓隊，而不需提前通知。 

 

33.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有限公司保留最終之解釋權。 

 

技術委員會 

2023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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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18歲以下集訓隊隊員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集訓隊隊員名稱) 已收到集訓隊守則(2023.02.17)及會員附

例。本人明白、同意及遵守集訓隊守則(2023.02.17) 及會員附例的內容。如本人違反任何集訓隊守

則或會員附例，本人明白本人將會隨時被香港滾軸運動總會取消本人之集訓隊資格。 

 

 

 

集訓隊隊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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