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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广东省晋升排球、气排球、沙滩排球

一级裁判员培训班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广东省排球协会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二）承办单位：广东省排球协会裁判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广东省排球协会（台山）排球训练基地

二、培训时间、地点和人数

（一）培训时间：2022年4月30日至5月3日，视疫情情况动态管理。

（二）培训地点：广东省排球协会（台山）排球训练基地

（地址：江门台山市和平路19号）

（三）人数要求：60人—150人。

三、培训内容

（一）排球、气排球、沙滩排球

1.第一裁判员、第二裁判员的权力、职责与工作程序和临场操作要求；

2.比赛中司线员、记录员的权利、职责、工作程序和方法。

（二）排球比赛场地与器材检查工作的要求与国家级裁判员的应考条

件

1.排球比赛场地与器材检查的内容、方法和要求；

2.排球比赛第一裁判员、第二裁判员、司线员与记录员的工作配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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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3.国家级裁判员考试应具备的资质和条件。

四、日程安排（见附件）

五、授课团队

由广东省排球协会、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选派高级别专家授课。

六、参加培训班学员的条件和要求

（一）大专以上学历，热爱排球、气排球和沙滩排球裁判事业，身体

健康，具有一定的排球运动水平，作风正派，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

务素质。

（二）年龄要求在 4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原则上男子身高要求

1.75米以上、女子身高要求 1.60米以上。

（三）具有在基层比赛中执哨裁判工作 10场以上的经历。

（四）参加晋升一级裁判员培训班的学员，需具有二级裁判员证书。

七、报名和报到

（一）以自愿为原则报名。

（二）请各单位在 4月 20日 17：00前，将报名表的电子版和盖章后

的扫描件（或拍照），同时发邮件到 gdspqxh@163.com（邮件命名：“**

学校/协会/个人晋升排球、气排球、沙滩排球一级裁判员培训班报名表”），

逾期不予受理。

（三）《培训班报名表》、《申请等级裁判员登记表》、《个人健康

卡及安全测试承诺书》统一在广东省排球协会网站的“下载专区”栏目下载

（www.gdp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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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联系人：张冠钦，电话：15875148455；张国凯，电话：

15360064670（微信同号，报名后请及时添加微信并进培训群）。

（五）报到

请参加培训班学员于 4月 30日上午 11：00前到江门台山市三台路 9

号铂爵酒店报到，并完成以下报到手续：

1.全部人员必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个人粤康码绿码；

2.查验身份证原件，交复印件（注明单位和手机号码）；

3.查验二级证书及上交二级裁判员证书复印件；

4.上交《个人健康卡及安全测试承诺书》；

5.上交《申请等级裁判员登记表》和照片；

6.发放培训班学习资料及裁判服。

请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在报到时交大一寸彩色（蓝底）近照3张（背面

用铅笔注明单位、姓名），以及《申请等级裁判员登记表》（正反面打印

一式三份，贴照片或彩色打印）。

申请表须加盖有关单位公章，其中，中小学校（含中职）、企业和社

会人员必须加盖单位和当地体育部门公章；大学须加盖本校办公室或体育

运动委员会公章。

（六）所有学员都必须按要求在报到当天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

报到事宜。

八、证书颁发

完成培训班全部课程并考核合格，将获得一级排球、气排球、沙滩排

球裁判员证书及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颁发的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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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费

（一）参加培训班学员的培训费、食宿费、差旅费和保险等费用由派

出单位负责，且学员需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培训班途中

及培训期间）。

（二）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学员可同时报名参加排球、气排球、沙滩排

球三项培训班。报三项培训费：2700元/人；报两项培训费：2200元/人；

报一项培训费 1700元/人（以上均含 4天 3晚食宿费、场地、服装、器材、

饮用水、学习材料等费用）。

培训班安排统一食宿，入住酒店标准双人间，以自助餐形式就餐。4

月30日上午报到至5月3号下午2点前退房，晚餐后离会。

（三）请各单位在4月22日12:00前，将培训费转到省排球协会账户（报

到现场不接受现金和刷卡缴费），同时将汇款单据的扫描件（或拍照）发

到此邮箱gdspqxh@163.com（邮件命名：“**学校/协会/个人晋升排球、气

排球、沙滩排球一级裁判员培训费转账凭证”），并在邮件正文注明汇款

单位开发票单位名称、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联系人和联系手机。以下为省

排球协会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广东省排球协会

账 号：44036201040005615

开户银行：农行广州市东华西支行

（四）授课教师和考核小组成员的食宿费、交通费和劳务费由大会负

责。

十、疫情防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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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员报到当天出发前，必须要进行自我体温检测，发热的人员

不得前往培训场地。

（二）全体学员、授课老师往返培训地点途中和离开培训场馆后，须

全程科学佩戴口罩，自备足量的防疫物资前往培训地点，如酒精免洗消毒

洗手液、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等。

（三）学员抵达报到地点后，须间隔 1米有序排队等待检测体温。全

部人员必须出示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个人粤康码绿码、14天大

数据行程卡和上交培训前 14天的《个人健康卡及安全测试承诺书》。

（四）培训期间，学员仅允许凭通行证从指定门口进出，实行体温检

测准入制。体温合格方可入场；如体温超 37.3C则送至临时隔离观察区并

复测体温，如体温不合格取消本次培训资格并由医疗人员送至定点医院排

查。

（五）与本次培训无关人员不得进场（如家长、亲友等）。

（六）培训班其他疫情防控要求，将在本次培训班微信群另行通知。

十一、其他事项

大会为每位学员发放 2件 T恤，参加培训班学员须自备其他服装（黑

色长运动裤）、运动鞋、裁判用具和学习用具。未按规定着装的学员，考

试时在仪容仪表方面扣除总分 3分。

十二、未尽事宜，请各学员留意本次培训班学员微信群，或浏览广东省排

球协会网站（www.gdpq.com.cn），大会不再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

附件：培训班日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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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2年广东省晋升排球、气排球、沙滩排球一级裁判员

培训班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间 培训内容 地

点

4 月

30 日

（周六）

上

午
9:00-11:00 培训班学员报到，办理手续（入住酒店：台山铂爵酒店）

大

堂

下

午

14:30-15:00 嘉宾、领导、讲师、学员照集体相和开班典礼 体

育

馆
15:00-17:00

排球第一裁判员、第二裁判员的权力、职责与工作程序和临场操作

要求

17:10-18:10 排球比赛司线员、记录员的权利、职责、工作程序和方法

5 月

1 日

(周日)

上

午

8:30-10:30
气排球第一裁判员、第二裁判员的权力、职责与工作程序和临场操

作要求
体

育

馆

10:40-12:00 气排球比赛司线员、记录员的权利、职责、工作程序和方法

下

午

14:30-16:30
沙滩排球第一裁判员、第二裁判员的权力、职责与工作程序和临场

操作要求；

16:40-18:10 沙滩排球比赛司线员、记录员的权利、职责、工作程序和方法；

5 月

2 日

(周一)

上

午

8:30-10:20 排球临场实践指导

体

育

馆

10:30-12:00 气排球临场实践指导

下

午

14:30-16:00 沙滩排球临场实践指导

16:10-18:10 晋升沙滩排球一级裁判员临场考核

晚

上
19:30-21:00 晋升沙滩排球一级裁判员理论考核

5 月

3 日

（周二）

上

午

8:00-9:50 晋升排球一级裁判员临场考核

10:00-11:40 晋升气排球一级裁判员临场考核

下

午

13:00-14:30 晋升排球一级裁判员理论考核

14:40-16:10 晋升气排球一级裁判员理论考核

16:20-17:00 1、工作总结 2、颁发学员结业证书（全部工作结束后学员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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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广东省学校初级手球教练员培训班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广东省手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广东奥龙堡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广州奥林匹克中学

二．培训时间、地点：

（一）培训时间：2022年 4月 15日至 17日（暂定），视疫情情况

动态管理。

（二）培训地点：广州奥林匹克中学

三、培训内容和日程安排（详见附表）

（一）手球运动起源开展现状及前景；

（二）手球运动基本规则和裁判法；

（三）手球运动基本技术基本战术教学与训练；

（四）临场实操训练。

四、培训规模

本次培训班规模为 80—150人，报名人数少于 40人将延期开班。

五、参加人员

（一）拟参加2022年广东省大学生、中小学生手球锦标赛的学校，望

选派教师踊跃参加培训班。

（二）有意向从事学校手球项目推广普及、教学和竞赛的全省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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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校教师、学生。

（三）通过手球助残公益项目（特殊教育学校的课程及赛事）参与社

会助残公益活动及赛事的志愿者。有志参与手球运动相关训练，赛事执裁

及手球运动、文化交流与推广的爱好者。

请各单位认真做好组织工作，积极派员参加培训班。

六、报名

（一）以自愿为原则。

（二）参加培训班的学员须年满18周岁。

（三）请统一使用在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网站 “科研培训”专

栏下载的培训班报名表（网址：http://www.gdssa.com/）。

（四）请各单位在 2022年 4月 8日 12：00前，将报名表的电子版和

盖章后的扫描件（或照片），同时发送到此邮箱（apply@gdhandball.com）。

因多项赛事、培训班集中，邮件标题和报名文件必须同时命名为：“**市

**学校初级手球教练员培训班报名表”。发送后收到自动回复邮件确认即

可，逾期不予受理。

（五）请各学员4月8日10:00至4月12日12:00期间，务必及时添加郭老

师微信（添加时请备注：学校手球培训+姓名），以便将各学员拉进培训

交流微信群。报名联系人：郭老师，电话：18024533963（微信同号）。

七、报到事宜

（一）报到时间：4月15日17:00—18:00（19:00开班），地点将在学

员微信群公布，请各学员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到事宜，逾期不予

受理。

（二）上交培训班前14天的《个人健康卡及安全测试承诺书》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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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粤康码/穗康码截图或纸质核酸检测报告），以

及出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码。

（三）查验身份证原件，提交复印件（注明单位和手机号码），在校

学生须查验学生证原件，提交复印件（注明学校全称、姓名和手机号码）。

（四）上交大一寸蓝底照片2张，用铅笔在照片背后注明地级市、学

校名称、姓名和手机。

（五）上交培训费费转账凭证复印件（注明费用所包含的全部学员姓

名和手机号码），凭转账回单复印件换取发票。

（六）领取培训班学习资料、通行证和服装（每人 1件 T恤）。

八、经费

（一）参加培训学员的培训费、食宿费、差

旅费、核酸检测和保险等费用由派出单位负责，

且学员需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

培训班途中及培训期间）。

（二）本次培训班的培训费用（含食宿、场

地器材、服装、饮用水、学习材料等费用），将委托承办单位的下属执行

单位广东奥龙堡棒垒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收取。培训费用：1300元/人。

（三）为了培训期间的安全和管理及疫情防控，各学员统一由大会安

排食宿（两晚，安排双人房、2人一间）。本地学员无须住宿，可获得减

免培训费用300元。

（四）确认报名后 5天内，将培训费转至广东奥龙堡棒垒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报到现场不接受现金和刷卡交费。

1. 通过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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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广东奥龙堡棒垒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8209 0078 8018 0000 1193

开户行：浦发银行广州锦城支行

2. 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扫描右侧浦发银行收款码（请各学员

提前捆绑好公务卡）

（五）转账须知

因每天转账较多，请各学校转账时务必附言“培训班+单位+姓名”，并

将转账回单拍照发到此邮箱（fd@leopards-cnbl.com），并在邮件正文注

明学校全称、培训人数、联系人及手机等信息，以便核查。报到时，各学

校必须凭转账回单复印件换取发票。联系人：郭老师，电话：18024533963。

九、证书颁发

完成培训全部课程并考核通过，将获得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及

广东省手球协会联合颁发的结业证书。同时，累计培训课时达标者（一、

二、三期全部课程），并每期考核通过者，可直接颁发相应的手球初级教

练员资格证书。

十、其他事项

（一）学员不得迟到、早退，考勤情况将作为考核内容之一。

（一）参加培训的学员请自行准备运动鞋、服装。

（三）《广东省学校初级手球教练员培训班报名表》、《个人健康卡

及安全测试承诺书》等，请与本通知一并在省学体艺联网站的“科研培训”

栏目下载（http://www.gdssa.com/）。

十一、疫情防控要求

（一）学员报到当天出发前，必须要进行自我体温检测，发热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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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前往培训场地。

（二）学员须自备足量的防疫物资前往培训地点，如一次性医用防护

口罩等。

（三）学员须进行培训前 14天自我健康观察，自行下载打印《个人

健康卡及安全测试承诺书》，如实填写并在报到时提交至工作人员。

（四）培训期间，学员如体温超 37.3℃，则送至临时隔离观察区并复

测体温，如体温不合格取消本次培训资格并由医疗人员送至定点医院排查

和诊疗。

（五）与本次培训无关人员不得进场（如家长、亲友等）。

（六）培训班其他疫情防控要求，将在本次培训班微信群另行通知。

十二、未尽事宜，请各学员留意本次培训班学员微信群，主办单位不再下

发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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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广东省学校初级手球教练员培训班

课程安排表

日期 时 间 内 容

4月 15日
（周五）

17:00-19:00 报到

19:00-20:00
开班仪式

手球运动介绍

4月 16日
（周六）

8:30-11:45 手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14:00-17:30 手球基本技术与教法

19:00-21:00 手球基本战术与教法

4月 17日
（周日）

8:30-11:45 介绍沙滩手球与 5人制手球

13:30-14:30 培训课程内容范围的讨论

14:30-16:30 教学实践与手球规则考核

备注：此课程安排为教学计划内容，届时将根据实际教学情况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