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五屆世界少年棒球大會(WCBF) 
25th World Children’s Baseball Fair 2015 in Chiba, Japan 
 
少年棒球大使甄選 
 

 

敬啟者：本會十分榮幸接獲世界棒壘球聯盟(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 "WBSC")，前國際棒球協會(International Baseball Federation "IBAF") 的邀請，免費(包括機票、膳食、住宿及當地交通)接待本會選派五名１０至１１

歲熱愛棒球運動的少年棒球大使，於2015年8月2日至10日前赴日本千葉縣成田市參加第二十五屆世界少

年棒球大會與其他來自十多個國家的少年棒球大使一同分享棒球的樂趣。凡符合下列資格的會員，均

可報名甄選，資格如下： 

1. 申請球員必須 於本通告發出日期前已成為香港棒球總會有效會員 (其會籍有效日期為2014年4月1

日至2015年3月31日，即時申請入會者不在此考慮); 及 

2. 申請球員必須 於2003年8月3日至2005年8月2日(含首尾兩天)出生，男女均可；及 

3. 申請球員必須 熱愛棒球和戶外運動、活潑外向型、身體健康、有運動耐力、略懂英語；及 

4. 持有有效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護照有效日期必須為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或以後；由於入選者需

於2015年3月6日前向主辦單位提交所需文件及有效護照副本，如未能提供有效護照或出示能於2015

年3月5日或以前可以領取護照的憑證，恕不接受申請。) 
 

甄選： 2015年2月14日(星期六) 下午 3 時 30分 (3時 20分報到) 

  註一：如未能在上列日期時間出席甄選者，恕不另行安排。 

  註二：甄選前兩小時請勿大量進食，以免進行體能及長跑測試時引致身體不適。 

地點： 晒草灣棒球場（九龍藍田茜發道九十號） 

報名： 填妥甄選報名表，連同近照乙張、有效護照副本及一篇約 100 字以英文撰寫的文章，內

容包括但不限於 i)自我簡介, ii) 你想在棒球大會中體驗到什麼?  iii) 建議一項能代

表香港的表演項目。 

於截止日期前寄交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一樓 1003 室本會收 
(傳真報名，恕不接納) 

截止日期：2015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 - 以信封上的郵戳為準。 

報名費： 港幣 100 元。 

裝備： 參加甄選之球員請穿著棒球服裝，自備棒球手套。 

備註： 1.  接納報名與否，本會有最後決定權； 

2. 已遞交表格者，如在 2月 4日(星期三)仍未收到短訊(SMS)確認甄選或於 

2 月 24 日(二)仍未收到甄選結果，請與本會聯絡； 

3. 填報資料不全或欠所需文件，恕不接納報名。 
 

如有查詢，請致電 2504 8330 與本會職員黎先生聯絡。 

 

 此致 

列 位 會 員 

 

             香港棒球總會祕書長 

               麥 年 豐 謹啟 

 

二○一五年一月八日 

www.wcbf.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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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世界少年棒球大會(WCBF)》 

少年棒球大使甄選報名表   

第一部份：球員資料 

參加者棒總會員編號:    

參加者姓名: (中)  (英)  Nick Name in English: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香港身份證號碼: 

護照編號: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編號:  有效期至:  

住址: (英文)  

  

電話: *(電話一) 接收短訊用(祇限一個號碼)  *(電話二)  

 (其他)  (電郵)  
        

身高  cm 體重  kgs 鞋碼  cm 頭圍  cm 投球慣用手: □右 □左 喜愛守備位:              

現接受訓練之課程名稱及地點/所屬球會:   
  

第二部份：家長資料 

家長會員編號 : (如適用者)    

家長姓名: (中)  (英)  

聯絡電話: (日)              (夜)  

 (其他)  (電郵)  
   

第三部份：個人資料 
備 註 ： 你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的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在遞交表格後，如欲更改或查詢你的

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第四部份：責任聲明及活動影片或錄像帶用作非牟利用途﹝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本人/敝子弟身體健康良好，適宜參加「香港棒球總會」舉辦之活動，本人現在清楚表示同意遵守總

會所訂之全部規則及條件，亦清楚了解棒球運動存有危險性，本人同意如本人/敝子弟在甄選、訓練

或比賽中身體受傷或死亡或導致他人身體受傷或死亡、或任何財物損失、或任何器材損毀、損壞、

損失，一概不會向香港棒球總會或其執行委員、工作人員、職員或會員等作出任何形式之追究行動

或索償，謹此聲明。 

 

本人明白參與由香港棒球總會(棒總)舉辦之活動期間，下列簽署人有可能被拍攝及錄像，本人同意棒

總使用本人/敝子弟之相片或錄像於推廣或傳宣棒總活動之刊物內及棒總網頁或社群網路平台上。 

家  長  簽  署 
 
：  與申請人關係:

  

家 長 姓 名 ：  家長聯絡電話:   

  (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   

  
 

日期:
  

  
 
辦公室用欄  

報名資格： 及格 ／ 不及格 原因： 

費用：$100 支票號碼：             收據號碼：     經手人：    日期： 

WORLD 
CHILDREN’S 
BASEBALL 
FAIR 
Chiba, Japan 2015 



      《第二十五屆世界少年棒球大會(WCBF)》 

少年棒球大使 

【 遞 交 申 請 資 料 覆 核 表】  

 

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 

 

請確保 閣下之申請齊備以下所需文件： 

□ 填妥並簽署之甄選報名表 

□ 近照乙張貼於報名表指定位置 

□ 所需費用之支票，抬頭「香港棒球總會有限公司」，支票背面請註明參加

者姓名；（切勿郵寄現金） 

□ 一篇約 100 字以英文撰寫的文章，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i)自我簡介, ii) 你

想在棒球大會中體驗到什麼?  iii) 建議一項能代表香港的表演項目。 

□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副本 (請貼於下開格內) 

附有照片及個人資料 

護照內頁 

副 本 

 

 
 

香港棒球總會 

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 

奧運大樓一樓 1003 室 

[註：第 25 屆 WCBF 少年棒球大使甄選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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