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陸空歷奇助教證書課程-報名表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參加者必須提供中/英文姓名/身份證號碼* 

曾參加/有關證書: 山藝/獨木舟/野外活動/急救/低高結構/攀岩/緣繩下降/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食物或藥物敏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備忘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海陸空歷奇助教證書課程 

[課程須知] 

1. 課程費用學員一經報名, 不能退款 

2. 費用包括個人安全裝備、入營及場地租用費用；不包括饍食, 證書費用及保險 

3. 學員經考試評審合格後，須另付證書費用一般 ($30-50) 

4. 此助教課程需為期 2-3 個月的持續性專項技術訓練，並非速成班，需恆心及毅力方能完成，學員須完成以上各項考

核並經評審合格之學員 

5. 學員於 6 個月內完成 10 次實習獲 5000 元退還。 *只適用於整個課程報讀的學員 

6. 如有課程不能出席，須在課程 2 星期前通知，安排下屆補堂，但最終決定權由本機構決定 

7. 如已持有有關證書，仍需支付整個課程之費用，唯出示已有之證書，方可獲豁免出席有關課堂 

8. 完成指定 100%訓練的學員, 需擁有認可急救員資格, 可在本機構及聯盟機構舉辦的活動中擔任助教 

 

《報名需知》 

原價費用 $9800。截止日：2022年1月28日 

早鳥優惠 $8800。早鳥截止日：2022年1月10日 

成為海遊人助教必須完成整個課程外, 亦需要完成 2日1夜訓練 包括: 

● 荒島求存 

● 獨木舟助教測試 

● 緣繩下降助教測試 

● Briefing及Debriefing 技巧工作坊 

 

*修畢《7張證書課程》及《兩日一夜訓練》後，需100%出席課程及考試合格 

*本中心會選出優秀學員成為海遊人歷奇助教，提供實習及工作機會 

*被選中學員需於6個月內完成10次實習，可獲5000元退還 

●完成指定100%訓練的學員, 可成為山藝助教, 緣繩下降助教, 康樂艇助教及低結構繩網助教, 以及可在本機構及聯

盟機構舉辦的活動中擔任助教。 

報名方法： 填 妥 下 列 報 名 表 及 銀 行 收 據 E-mail 至 下 列 電 郵 地 址 lifexplorehk@gmail.com 

付款方法：銀行户口號碼 HSBC 匯豐銀行 #813 697 232 838  機構名稱 : Lifexplore HK Centre  

報 名 參加者於開班 14 日前將獲通知取錄與否, 如不成班會全數退還. 

查詢方法： Whatsapp / Signal 9135-0041 

 

備  註：  

1. 參加者於訓練日須穿着長褲、便服及運動鞋。 

2. 本課程不包括保險，學員如有需要，可自行選購相關保險產品。 

3. 參加此課程純屬自願性質，如在活動期間因發生意外而導致任何事故及傷亡，本中心並不須要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4. 只適用於經由 [生動歷香港中心] / [海遊人 Lifexplorehk] 報讀的學員 

 



 

海陸空歷奇助教證書課程 - 訓練詳情 

日期 時間 課程大綱 上課地點 

可出席( O 表示) 

下屆補堂( X 表示) 

《基本證書課程》 

12/2/2022 

13/2/2022 
0900 – 1700 低結構繩網技術證書 

西貢/上水 

營地訓練+考核日 
 

19/2/2022 

20/2/2022 
09:00-17:00 高結構繩網技術證書 

西貢 

營地訓練+考核日 
 

26/2/2022 0900 – 1700 康樂攀樹基礎證書 西貢+考核日  

27/2/2022 

5/3/2022 
0845 – 1845 一級山藝證書 理論+野外訓練 

 

9/3/2022 

16/3/2022 

23/3/2022 

1900 – 2200 

二級山藝證書 

理論 

12-13/3/2022 

19-20/3/2022 
1900 –翌日 1900 

野外訓練 

野外訓練+考核日 

27/3/2022 

3/4/2022 
0900 – 1700 緣繩下降技術證書 

野外訓練 

野外訓練+考核日 
 

6/3/2022 

10/4/2022 

24/4/2022 

0930 – 1700 ACA 獨木舟 Level 1 證書 西貢+考核日  

16-17/4/2022 0930 – 翌日 1700 兩日一夜訓練 西貢+考核日  

**一經報名, 如臨時缺席, 需在下屆補回該證書課程, 全資費用. 

 



 

海陸空歷奇助教證書課程 

惡劣天氣下訓練課程安排指引 

1) 颱風(包括熱帶氣旋) 警告 

氣象警告 時段 理論課程/ 

指示 

戶外實習/指示 

颱風警告 3 號  活動之前兩小時 

懸掛/ 

發出警告 

如常進行 取消 

 

颱風警告 8 號或以上 

當颱風警告改變為 1 號或以下 

活動之前兩小時 懸掛/發出警告 

活動之前兩小時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取消 

如常進行 

2) 暴雨 (包括雷暴) 警告 

天氣情況 時段 指示 指示 

雷暴警告 活動之前兩小時懸掛/發出警告 如常進行 

參加者必須到達集合地 點，由教練了

解及根據 當時的情況，決定是否 停止

或繼續進行該次實 習課。 

黃色暴雨 活動之前兩小時懸掛/發出警告 如常進行 

參加者必須到達集合地點，由教練了解

及根據 當時的情況，決定是否 停止或

繼續進行該次實習課。 

紅色暴雨警告 活動之前兩小時懸掛/發出警告 如常進行 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 活動之前兩小時懸掛/發出警告 取消 取消 

取消紅色 / 黑色暴雨警告 活動之前兩小時除下警告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