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員同意書

本人填妥並簽署這份同意書以表示本人知悉作為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
藥檢名單內的運動員之責任，及明白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將透過世界
運動禁藥機構(WADA)的「運動禁藥管制行政管理系統」(ADAMS)或
其他方法處理本人的個人資料，令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能更有效地安
排禁藥管制計劃去偵測和防止運動禁藥的使用，並使委員會得以履行
其相關責任。

Please attach a
recent colored
passport-size
photo here.

第一部份 – 運動員資料
中文姓名 :

國籍:

英文姓名 :
(先寫姓氏)

(跟身份證相同)

/

出生日期 :
(日

/
/

性別:

月 / 年)

男 / 女*
*請刪去不適用者

所屬體育總會 :
運動/專項

:

住宅地址

:

郵寄地址

:

殘障(如適用):

(如與住址不同)

電話號碼

:

電郵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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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第二部份 – 運動員聲明 / 授權
運動員必須簽署以下運動員聲明/授權書，十八歲以下或由於殘疾未能親自簽署的運動員，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同
時或代替運動員簽署。

本人確認已經閱讀及明白「納入通知信」的內容及作出以下聲明：
1. 本人明白本人是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藥檢名單內的運動員。
2. 本人確認受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運動禁藥管制規條(下稱「規條」)(經不時修訂)、世界
運動禁藥機構(WADA)發表的世界運動禁藥法規及國際標準(經不時修訂，並於 WADA
網頁上發佈)上的所有條文所約束，及會遵從上述文件的所有條文。
3. 本人知悉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根據規條有執行、管理結果及施行處分的權力。
4. 本人知悉及同意若對根據規條並依規完成所有指定程序後所作出之決定存有任何爭議，
可以根據規條第十三條向上訴機構提出上訴，如個案牽涉國際級運動員則向國際體育仲
裁法庭(CAS)上訴。
5. 本人知悉及同意上述上訴機構作出的是最終及可執行的決定。本人將不會向其他法庭或
審裁處申請任何索償、仲裁或訴訟。
6. 本人已閱讀此表格第三部份私隱聲明的「運動員資料通告」及同意以下：
a.

基於運動禁藥管制的目的，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及 WADA 會收集及使用本人的
個人資料，例如姓名、聯絡資料、出生日期、性別、運動國籍、自願提供的醫療
資料及本人的檢測樣本所衍生的資料；

b.

獲 WADA 認可的實驗室會純粹基於運動禁藥管制的目的利用運動禁藥管制行政
管理系統 (ADAMS)處理本人的實驗室檢測結果，但只限於可查閱不會披露本人
身份的非識別性及密鑰編碼的數據；

c.

在適用的法例下及根據 WADA 的保護私隱及個人資料國際標準(ISPPPI)下，本人
有相當權利，包括查閱、更正、限制、反對及刪除與運動禁藥檢測相關之個人資
料，以及就任何不合法處理本人資料的行為申索，本人亦有權向本地的私隱資料
監管機構舉報；

d.

儘管本人反對處理本人與運動禁藥檢測相關之個人資料或撤回同意，香港運動禁
藥委員會及/或 WADA 有機會在某需要情況下因履行運動禁藥法規、國際標準或
本地運動禁藥管制規條的責任而繼續處理(包括保存)本人與運動禁藥檢測的部份
個人資料，該情況包括進行有關違反運動禁藥規條之調查或法律程序，或去確立、
行使或抗辯涉及本人、WADA 及/或運動禁藥管制組織的法律申索；

e.

阻礙處理(包括披露)本人與運動禁藥檢測相關之個人資料可能會導致本人、
WADA 或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未能遵守世界運動禁藥法規及相關國際標準，本人有
機會要承擔後果，例如觸犯世界運動禁藥法規下的運動禁藥管制規條；

f.

如本人對處理本人與運動禁藥檢測相關之個人資料有任何疑問，
本人可以相應向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antidoping@hkolympic.org)及/或 W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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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運動員聲明 / 授權 (續)
privacy@wada-ama.org)查詢。
7. 本人明白及同意有機會於 ADAMS(伺服器位於加拿大並由 WADA 操作及管理)，及/或
其他授權的地區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所屬的相類似系統，因運動禁藥管制及下列的目的而
建立本人的帳戶，以分享資料及紀錄本人的運動禁藥檢測、行蹤資料、治療用藥豁免、
運動員生物護照及與處分有關的資料。本人明白如果本人被認定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條
及因而被處分，該處分、本人的姓名、運動項目、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及/或裁決有
機會被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根據世界運動禁藥法規而公佈。本人明白本人的資料會根據
ISPPPI 所列出的保留期限而保存。
8. 本人明白及同意本人的個人資料會因應運動禁藥管制所需與合資格的運動禁藥管制組
織及公共機構分享。本人明白及同意接收本人個人資料的人士或機構有機會位處外地，
包括瑞士及加拿大，及其他與本人國家的個人資料保障及私隱法例不等同的國家。本人
明白這些實體有機會根據及因應當地運動禁藥管制法例而凌駕本人的同意，或根據其他
適用法例向當地法院、執法機構或其他公共機構披露資料。本人可以向本人所屬國際聯
會或地區運動禁藥管制組織獲取更多關於地區性運動禁藥管制法例資料。
本人已經閱讀及明白此聲明。

如閣下不同意，請在以下空格加上「✓」號。



本人不同意收取由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發放的資訊或教材。
資訊或教材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一) 用以提醒提交行蹤資料最後限期的電子郵件和短訊 (二) 教育材
料，如: 小冊子、傳單、紀念品 (三)活動宣傳資料，如海報、節目表。

運動員姓名 :

運動員父母/監護人姓名 :
(如適用)

運動員簽署 :

運動員父母/監護人簽署 :
(如適用)

日期

日期(如適用)

:

:

注意：請將填妥的運動員同意書連同 近照一張 寄回

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
香港銅鑼灣加路連山道 88 號
南華體育會體育中心 10 樓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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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私隱聲明

運動員資料通告
運動禁藥管制行政管理系統(ADAMS)的資料處理
你必須閱讀以下資料通告以確定你知道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會透過ADAMS(一個由世界運動禁
藥機構(WADA)研發及管理的網上資料管理系統)使用及處理你的某些個人資料。此資料通告
提供ADAMS的詳情及簡述你的個人資料會如何經ADAMS被使用。有關ADAMS的更多資
訊，可查詢WADA網頁(www.wada-ama.org)。
ADAMS的用途
ADAMS讓運動禁藥管制組織，例如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及WADA進行協調一致、相互配和有
效的運動禁藥管制計劃，及讓其分別履行世界運動禁藥法規中的責任。
ADAMS可以用於策劃賽內及賽外的運動禁藥檢測及管理有關的資料，包括治療用藥豁免
(TUE)、運動員行蹤資料、藥物檢測結果的資料、管理運動員生物護照、及個別運動員及其他
人士相關的處分資料。
WADA依靠ADAMS去履行其世界運動禁藥法規中的責任，包括賽外藥物檢測的表現、TUE
的評估、及對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條調查及程序的影響力。
相關資料的類別
ADAMS列載以下的資料類別：
•

你獨有的ADAMS帳戶，當中包含你的身份(姓名、國籍、出生日期、性別、你的比賽
運動及項目、你所屬的組織及/或體育聯會、你所參與的比賽屬國際或地區級別分類、
及按照你所屬國際聯會及/或地區運動禁藥管制組織的規條之定義下屬地區級或國際級
運動員)；

•

你的行蹤資料(例如訓練、比賽、旅遊、在家的時段、休假、或其他恆常或特殊活動)，
包括每次你選用ADAMS的手機應用程式中「自動定位」功能所報告的行動裝置的位置；

•

運動禁藥檢測計劃的相關資料(關於你被納入的藥檢名單)；

•

你的TUE相關資料，如適用；

•

運動禁藥檢測的相關資料(運動禁藥檢測計劃、樣本的收集及處理、實驗室分析、結果
管理、聽證和上訴)；及

•

運動員生物護照的相關資料。

某些上述的資料有機會在你居住地方的資料保護及私隱法例下被視爲受保護的個人資料。
責任
你的保管組織，即主要負責輸入及管理你的ADAMS帳戶的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會為你建立你
獨有的ADAMS帳戶。你可以於帳戶上的「保安」(“Security”)分頁識別你的保管組織。此外，
WADA會查閱及處理你在ADAMS所載的資料(例如TUE資料、實驗室結果、運動員生物護照、
處分及行蹤資料)以履行於世界運動禁藥法規中的責任。你的保管組織及WADA會根據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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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私隱聲明 (續)
法例及WADA的保護私隱及根據個人資料國際標準(ISPPPI)保護你的資料。另外，WADA會實
行嚴格的合約措施規範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及其他機構對ADAMS的使用。
你有責任確保你輸入的或你的代表(例如代理人或教練)替你輸入的所有資料是完全正確。你有
責任確保你提供準確及最新的行蹤資料，以供你的保管組織透過ADAMS使用。請注意如不能
提供及/或更新準確的行蹤資料，不論是有意或疏忽，都有機會構成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條。
你會得到一個密碼登入ADAMS以輸入你的個人資料，你有責任於任何時候將密碼保密。如你,
不慎洩漏密碼，應立即聯絡你的保管組織把密碼重設。
法律依據
你的保管組織及WADA會因個別情況而按不同的法律依據去處理你的個人資料。該情況包括
基於適用的運動禁藥管制法例(包括瑞士運動禁藥管制及運動法例)所容許或必要的情況、因配
合重要公眾利益而進行運動禁藥管制、根據你的同意(可後來撤回)而處理資料、及基於正當利
益所需要。建立你ADAMS帳戶的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有機會基於這些或其他法律為依據，包括
適用的運動禁藥管制法例。
披露
你的保管組織會向其他會使用ADAMS的運動禁藥管制組織透露某部份你的ADAMS帳戶資
料，以確保你只有一個運動員帳戶。
保管組織及WADA於有需要時，可讓其他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及服務提供者查閱你在ADAMS
所載的某些資料，以執行運動禁藥管制計劃。保管組織亦需要授權WADA向其他運動禁藥管
制組織披露你的行蹤資料，以履行他們於世界運動禁藥法規中的責任。
當此情況發生，該些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及服務提供者必須受合約措施嚴格規範及根據適用法
例及WADA的ISPPPI保護你的資料。
該些(相關或合適的)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包括地區奧委會、地區殘奧會、大型賽事主辦機構例如
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會、國際聯會及地區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根據世界運動禁藥法規，這
些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只會在需要知情下被授權查閱你的資料。你可以從ADAMS帳戶上的「保
安」(“Security”)分頁知道哪些組織可以查閱你的資料。
WADA及上述的組織只會向組織內需要知情的授權人士披露你的資料，而每個組織查閱及使
用ADAMS只為履行他們於世界運動禁藥法規中的責任及義務，當中主要包括建立運動禁藥管
制計劃及按世界運動禁藥法規分享的適當資料。
如你被認定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條及因而被處分，該處分、你的姓名、運動項目、禁用物質
或禁用方法、及/或裁決有機會被你的保管組織及相關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根據世界運動禁藥法
規而公佈。
國際間的資料轉移
你的資料有機會透過ADAMS提供予海外的人士或機構。例如，你的資料會向WADA(位於瑞
士及加拿大)及你進行訓練或參加比賽的國家所屬的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分享。這些國家的個人
資料保障及私隱法例不一定等同於你的國家之法例。在任何的情況下，運動禁藥管制組織都
需要遵守WADA的ISPPPI。
這些轉移是你參與有組織體育運動的必要條件，以消除體育中運動禁藥及促進重要公眾利益
上。在WADA的情況，資料會轉移至加拿大及瑞士，這兩個國家都被一些地區及國家資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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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私隱聲明 (續)
障機構以及歐盟委員會公認為可以提供足夠資料保障。當你的資料被轉移至其他國家(包括加
拿大及瑞士)，會根據當地的法例向法院、執法機構或其他公共機構披露及查閱你的資料。
權利
在適用的法例下及根據WADA的ISPPPI，你有相當權利，包括查閱、更正、限制、反對及刪
除與運動禁藥檢測相關之個人資料，以及就任何不合法處理個人資料的行為申索。你亦有權
向本地的私隱資料監管機構舉報。如你對處理你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疑問，你可以相應向你的
保管組織及/或WADA (privacy@wada-ama.org)查詢。
保安
ADAMS的數據中心位於加拿大，擁有強大的技術、組織及其他保安措施去維持ADAMS的資
訊保安。此外，WADA及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已根據ISPPPI制定內部及合約保證，確保你的資
料保密及安全。
資料保存
你的資料會根據ISPPPI附表A所列出的保留期限而保存於ADAMS內。例如，你的保管組織利
用ADAMS批核你的TUEs，獲批核的電子TUE表格會從獲批日計起保存於ADAMS十年。十年
的期限代表世界運動禁藥法規下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條的追訴時效。醫療證明文件及其他
TUE相關資料只可以從TUE到期日起被保存十八個月。基於法例需要，或因進行有關違反運
動禁藥規條之調查或法律程序，資料有機會被保存更長的時間。
反對的權利
你明白儘管你反對處理你的個人資料，你的保管組織及WADA有機會因履行運動禁藥法規、
國際標準及/或本地運動禁藥管制法例的責任而繼續處理(包括保存) 你的部份個人資料，包括
進行有關涉嫌違反運動禁藥規條之調查或法律程序，或去確立、行使或抗辯涉及你、WADA
及/或運動禁藥管制組織的法律申索。
你明白反對處理(包括披露)你的個人資料可能會導致你、你的保管組織、WADA或其他運動禁
藥管制組織未能遵守世界運動禁藥法規及相關國際標準，而令你有機會要承擔後果，例如觸
犯世界運動禁藥法規下的運動禁藥管制規條或不能參與體育活動。
<中文譯本之文義如與英文版本有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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