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7 號崇蘭大廈 3 字樓 A 座

2147 0611

Fax 2147 0911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成立四十五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成立四十五週年慶典
延續游泳教師証書 RSTC31_19 及持續學習研討會
院士、
院士、部長及講師委任典禮
部長及講師委任典禮
四十五
四十五週年慶祝
週年慶祝晚宴
慶祝晚宴
為慶祝成立四十五週年，本會謹定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星期六) 下午假座沙田大涌
橋道 34-36 號麗豪酒店舉行「科技發展與游泳」專題講座兼研討會及延續游泳教師証書及會員
持續學習研討會，邀請専家講者為大家展示最新科技應用於游泳運動的發展(附件 1)。同日晚上
將舉行「四十五週年會慶晚宴」
，總會將頒發本會最高榮譽「院士」名銜與馮金城高級講師兼財
務總監，亦將委任各級講師提供專業游泳教師的培訓工作，亦將舉行由本會出版之「游泳教學
手記」新書發佈，誌慶本會成立四十五週年。
現誠邀各位會員出席四十五週年慶典的各項活動，分享四十五年來各會員努力的成果，
透過研討會與各地講者交流分享專業知識及經驗。我們已為大家準備了精彩項目、敬送「游泳
教學手記」新書乙册及名貴抽獎禮品共慶。
各會員請填妥下列回條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有限公司」
，在本年五月
十一日前寄回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7 號崇蘭大廈 3 字樓 A 座，本會服務站收，信封請註明「成
立四十五週年慶典」，有關項目請參照附件內容報名。

＊恕不接受即塲報名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有限公司各執行委員敬約
二零一九四月十八日
----------------------------------------------------------------------------------------------------------------------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成四十五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成四十五週年慶祝晚宴」
週年慶祝晚宴」參加者回條
2019 年 5 月 25 日 麗豪酒店一樓「
麗豪酒店一樓「宴會廳」
宴會廳」準 6 時入席
會員(每位 300 元)姓名：(中文)

1.

會員編號：

2.

會員編號：

3.

會員編號：

非會員(每位 500 元)姓名：(中文) 1.
聯絡電話：
合共：

2.

電郵：
人

總額：

元 支票編號：

支票背面註明姓名及會員編號，勿寄期票
勿寄期票。
勿寄期票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
本人 需要
不需要 晚宴收據
如需素食，請註明
如需與其他會員同席，請註明已報名
已報名的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報名

附件 1
2019
延續游泳教師證書及持續學習研討會 RSTC31_19
暨 畢業授憑典禮
本會謹定於二零一九年五
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六時假座
時假座沙田麗豪
酒店一樓聚賢廳舉行「科技發展與游泳
科技發展與游泳」延續游泳教師證書及持續學習研討會
延續游泳教師證書及持續學習研討會。當
日將同場舉行各項畢業授憑
畢業授憑典禮，希望各位能出席一起學習一起進步並
並見證新一屆
專業游泳教師畢業。會員出席
會員出席上述持續學習研討會費用全免。
研討會內容：下午 2:30 時報到
時間
15:00 – 15:30
15:30 – 16:00
16:00 - 16:30

16:30 - 17:00

講題

講者

如何用大數據改善游泳訓練

Platysens 黃昌銳行政總裁

Big Data and Swimming Training

泳鏡設計讓游泳的感覺更好

Toswim 游東仰行政總裁

Goggle Design for Swimmers

基因圖譜與游泳及運動

Lifecode 黃立恩博士
黃立恩博士行政總裁

DNA Secret in Sports and Swimming

新世代游泳運動科技發展前瞻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科研部副部

New Century Swimming Technology

長仇志成博士

Development

17:00 - 17:30

2019 授憑典禮 Certificates Presentation

＊名額有限，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額滿即止；恕不接受即塲報名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有限公司各執行委員敬約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延續游泳教師證書暨持續學習研討會 (RSTC31_19)
宗旨:
宗旨 持續學習研討會的宗旨是將新的游泳教學相關知識及資料發放給各會員及各游泳教師
從而提高游泳教學專業水平。
研討會內容：
研討會內容：參看上頁
研討會及授
研討會及授憑典禮
及授憑典禮：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憑典禮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時間：1430
至 1800
時間
地點：沙田麗豪酒店一樓聚賢廳
地點 沙田麗豪酒店一樓聚賢廳
研討會費用：1.
會員 – 免費 (歡迎各會員報名積極參與持續學習
歡迎各會員報名積極參與持續學習)
研討會費用
2. 延續證書會員 –
港幣三佰圓正(包括重發證書費用)
港幣三佰圓正
3. 延續證書非會員 – 港幣壹仟圓正(包括重新入會及重發證書費用)
港幣壹仟圓正
截止報名日期：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
截止報名日期
查詢 :
2147-0611
額滿即止(2014 年簽發的證書持有人可獲優先考慮)。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報名方法：
報名方法
1. 填妥下頁表格
2. 連同所需費用，以劃線支票繳付
以劃線支票繳付，支票抬頭--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有限公司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有限公司
3. 郵寄報名者需付足郵資$2(信封
信封 245 毫米 X165 毫米 X5 毫米以內)，超過需自行查詢郵局
超過需自行查詢郵局
如需郵寄通知須附上有郵資並已填寫地址的回郵信封
4. 截止日期後以短訊通知，如需郵寄通知須附
有郵資並已填寫地址的回郵信封一個
5. 必須附上 1.5 吋 X 2 吋近照乙張(延續游泳教師證書者適用)
吋近照乙張
該表格可於本會網頁「表格
6. 重新入會非會員需連同填妥的「重新入會」表格一併寄回，該表格可於本會網頁
重新入會非會員需連同填妥的
下載」專頁下載
7. 一併寄或交本會–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7 號崇蘭大厦 3 字樓 A 座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延續游泳教師證書研討會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如申請表格未能直接送達本會
如申請表格未能直接送達本會，
如申請表格未能直接送達本會，本會並不接納申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延續游泳教師證書暨持續學習研討會
延續游泳教師證書暨持續學習研討會 RSTC31_19
請選擇：
請删去不合適者)
請選擇：延續游泳教師證書 / 會員持續學習 (請删去不合適者
請删去不合適者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性別
性別___________
電話（辦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______________ 傳呼/手電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會員證有效日期
會員證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__證書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