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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二級獨木舟教練證書課程 

 

2018 二級獨木舟教練證書課程技術評核試 

日期：2018 年 6 月 30 日 

時間：0900-1300(暫定) 

技術評核試費用：$150  

地點：西貢斬竹灣 

測試內容： 

a.中級技術 

b.高級技術 

c.獨木舟救生技術 

 

參加者網上報名後必須出席「技術評核試」，通過測試後並符合下列所有參加資格方可取錄為二級獨木

舟教練課程之學員。 

 

參加資格： 1.年滿 21 歲或以上之獨木舟總會會員。 

2.持有一級獨木舟教練證書、高級獨木舟救生員證書及有效成人急救證書。 

3.考獲一級獨木舟教練後及報讀二級獨木舟教練課程開辦日前兩年內，曾教授初級、星章或

少年獨木舟證書訓練課程共不少於 10 日次。 

4.考獲一級獨木舟教練後及報讀二級獨木舟教練課程開辦日前曾參與及完成由本會主辦、合

辦或協辦之長途（10 千米）正規比賽 2 次或以上。 

5.持有一級獨木舟教練資格者，必須在其一級獨木舟教練證書簽發日起計一年後，方可參加

二級獨木舟教練課程(計算至二級獨木舟教練課程首天訓練日期)。 

6.持有有效二級遊樂船隻操作人 或 船主及大偈牌照 或 本會發出之機動艇(護航/救援)教練

證書。 

 

參加者網上報名後請自行向本會提交下列費用及文件： 

1. 繳交技術評核試費用$150 

-現金請於辦公時間到本會秘書處繳交； 

-劃線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獨木舟總會有限公司」或「The Hong Kong Canoe Union Limited」或 

-存款至本會之香港匯豐銀行賬戶（戶口號碼：600-349351-001） 

劃線支票/入數紙上請寫上姓名及電話，郵寄至本會秘書處並請註明「2018 二級獨木舟教練證書課程技術

評核試費用」 

 

2. 提交所有參加資格內提及的資歷證明副本(以電郵/郵寄的方式呈交) 請註明「2018 二級獨木舟教練證

書課程資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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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日期：2018 年 7 月 28,29 日及 8 月 4,5,11,12 日 

          (考核日期: 2018 年 9 月 1 及 2 日) 

 

課程日數：六天訓練，另加兩天考核 

 

時  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暫定) 

 

地  點：沙田石門訓練中心/西貢斬竹灣訓練中心 

 

訓練內容:  

(理論)  

1. 香港獨木舟總會架構及職責功能 

2. 地圖及指南針的應用 

3. 旅程之編排及管理 

4. 講學技巧 

5. 與划舟活動有關之航海條例及本地基本航海知識 

6. 教學法深究 

7. 安排及策劃有關之訓練課程 

8. 維修及保養獨木舟裝備知識 

 

(實習) 

1. 教學示範及技巧 

2. 高、中級槳法之分析 

3. 考核及評估常識 

4. 意外應變能力及處理 

5. 教學常犯的錯誤 

6. 重溫高級或以下獨木舟證書之划舟技術 

7. 模擬審核中級金、銀及銅章證書考試 

 

參加費用：$4,640 

 

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 下午 5 時正 

 

報名方法：將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 上午 11 時正 開始網上登記，屆時請留意總會網站。 

本課程不接受電話、電郵、傳真、郵寄或任何方式留位及申請。 

          參加者網上報名後請自行向本會提交測試日費用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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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凡未達 100%出席率者，將不可參加考核及獲簽署完成該課程之受訓記錄。 

 

參加者將於課程開辦前獲發電郵確認報名通知。 

逾期申請、費用不足或資料不全者，恕不接受。 

報名一經接納，報名費不可退還。 

查詢  (電郵)  info@hkcucanoe.com.hk  

 

訓練委員會 

201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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