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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謝各位索取這本小冊子， 也歡迎各位考慮正式踏上 PADI 專業人士的精彩旅程。

由 PADI 亞太區辦公室主辦的潛水教練專修班將是幫您達成目標的一大利器。

★ 哪里可以學習 PADI 教練發展課程？

★ 怎樣的 PADI 教練發展課程安排最符合中國特色？

★ 怎樣的 PADI 教練發展課程最符合效益？

★ 取得 PADI 教練資格以后如何發展我的潛水事業？

如果你還被這樣的問題困扰 ..........

潛水教修班將是你的首選 - 讓你成為富有活力和商業睿智的 PADI 教練 !

請記住， 一旦成為 PADI 教練 — 就等於擁有無限機會。

大部分的人之所以未曾達到目標， 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設定目標 ；

或者是他們從未真心相信自己可以達到這些目標。

成功的人知道自己的方向、 一路上的規劃， 以及

有哪些人會與他們分享沿途中的苦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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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中國大陸人士學習 PADI 教練課程的機會， 滿足日益擴大的休閒潛水市場需

求， 全面提高 PADI 教練發展課程在大陸的發展水平。 經 PADI 亞太區辦公室批

准， 自 2009 年起 PADI 教練訓練部門將在中國大陸舉辦潛水教練專修班， 這是

PADI 全新奉獻的教練班盛宴。

無論您選擇在當地的潛水中心、 度假村或是船宿式的潛水船上工作， 都是身為PADI

專業人士才能擁有的精彩生活。

如果您一心想在離家近的潛水中心工作， 那麼， 平時您可以教人在自家後院潛

水， 偶而還能提供到外地潛水的導遊服務。 您的工作就是將自己熱愛的潛水教導別

人， 豐富他們平淡的生活， 帶領他們體驗潛水之樂。 這是一份結合興趣與工作的

職業。 想像一下， 每天一早起來面對的不再是枯燥的工作， 而是自己的興趣。 這

是多棒的事啊！

PADI 專業人士的工作

正是別人夢寐以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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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I 介紹
PADI （潛水教練專業協會） 是全球最大的休閒潛水會員機構。 其會員包括潛水商

界、 渡假村、 學術機構、 教練訓練員、 潛水教育人士、 潛水員、 呼吸管浮游

者， 以及其他水上運動的愛好者。 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休閒潛水員都是接受 PADI 專
業會員 （潛水中心、 渡假村、 教學機構、 教練、 助理教練和潛水長） 的教育，

而每年由 PADI 專業會員所發出的證書也超過 1,000,000 張。 PADI 專業人士讓大眾

接觸到水底世界的探索和探險， 同時也將潛水訓練、 安全和顧客服務維持在最高的

業界標準。

PADI 在澳洲、 加拿大、 瑞士、 日本、 挪威、 瑞典、 英國和美國都設有國際性

的服務辦公室。 而 PADI 全球 （公司總部） 座落在美國的加州。 這些 PADI 辦公

室提供給分布在世界各地 183 個國家中， 超過 130,000 位以上的個人會員以及超過

5,400 個潛水中心和渡假村相關的潛水服務。 為了因應全球潛水員的需求， PADI 教
材推出至少有 26 種語言的翻譯版本。

PADI 提供給會員全面性的教育教材、 訓練輔助用具、 推廣資料、 認證資料， 以

進行及行銷 PADI 課程。 這些教材是由合格的教育規劃人士所開發出來， 其運用最

先進的科技和學習理論， 來製作一流的產品。 當學生成功地完成課程時， 他們可

以獲得一張潛水員證書 （C 卡）， 用來證明他們是 PADI 潛水員。 除了課程教材和

潛水員證書 （C 卡） 之外， PADI 還會提供其會員最新的教學法和規則協定， 以

支持他們在教學活動上的努力。

PADI 教練發展課程為教練訓練樹立了業界標準。 透過全面性的課程， 潛水領導者

建立了他們的監督技巧並學習 PADI 課程的教學。 每一位新的 PADI 教練都已經符合

PADI 教練考試（IE）中的特定評分標準， 證明他們對 PADI 系統的知識融會貫通，

並證明他們有能力執行 PADI 課程。 PADI 教練發展課程是由合格的 PADI 課程總監

所主持。 課程總監是有經驗的教練長 （Master Instructor）， 他們皆已受過訓練並

在執行教練發展課程方面經驗豐富。 而 PADI 教練考試 （IE） 是由遴選的教練主考

官 （Instructor Examiners） 團隊所執行， 他們皆與 PADI 簽約。 教練考試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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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官執行， 目的在於確保評分過程的客觀、 公平與一致。

所有的 PADI 課程， 從入門等級到教練訓練， 都必須遵守嚴格的教育標準， 以維持

全球各地的一致性與品質。 PADI 採取積極的方式來落實品質保證， 成立一個全職

的部門以隨機問卷調查 PADI 潛水員的方式， 來監控 PADI 課程並確認其達到 PADI
的最高標準。 對品質保證的堅持有助於維持 PADI 的可信度並能持續提高顧客滿意

度。



8

PADI 全球團隊及其分支
PADI 全球 （PADI Worldwide） 是一家私人公司， 由一位總裁暨首席營運長

和一群高階幹部和主管所率領。 PADI 全球團隊旗下有七個服務辦公室 （營業

處）， 其中有一些是完全隸屬於 PADI 的子公司， 而部份則是屬於獲得許可者 （ 
licensees）。 PADI 全球負責管理公司的長程規劃和全球行銷， 而各 PADI 辦公室

中的主管、 經理和職員則是執行每日的商業活動， 以維持 PADI 課程的運作並提供

PADI 會員服務。 PADI 會員可以透過諮詢董事會和會員研討會來傳達他們的意見，

也可以藉由反應在 PADI 全球或 PADI 辦公室所發出的問卷調查， 以影響公司決策。

PADI 全球總部同時也與數個公司、 基金會和機構聯合， 對 PADI 會員和潛水業提

供更多的服務。 公司的分支中包括有提供旅遊服務的 PADI 旅遊網 （PADI Travel 
Network） 和專司開發教育與推廣產品和課程的潛水科技公司 （DSAT）。 Current 
Publishing 負責研發和推出海洋科學和教育課程， EFR 緊急第一反應則是 CPR 和急

救訓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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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選擇 PADI 並參加潛水教練專修班，

成為一位 PADI 專業人士？

市面上有許許多多的潛水訓練機構， 我們為什麼要選擇 PADI 呢？

在看過本手冊之后後， 您會更加瞭解我們對於專業素質培養的高度要求。

等到開始參加潛水教練專修班課程後， 您就會知道我們的課程內容及師資在同業中

是首屈一指的。

您或許會問， 「除此之外， 我只要成為 PADI 潛水教練就有工作機會嗎？」

沒錯， 成為 PADI 教練將使您在潛水業的身價水漲船高， 比其他訓練機構的教練來

得搶手。

我們在全球 183 個國家和地區有超過 5,400 多家 PADI 潛水中心和渡假村， PADI 專
業人士可說是供不應求。 各地 PADI 潛水中心和渡假村的潛水領袖職缺， 比 PADI
專業人士還多。

潛水教練專修班不同於以往國內所開設的 IDC （教練發展課程） ：

1. PADI 將直接指派具有中文授課能力的 PADI Course Director （課程總監） 來大

陸授課， 保證候選人體會到更全面的授課風格。

2. PADI 將召集國內經驗豐富的 IDC STAFF （IDC 參謀教練） 全程輔助課程， 確保

每位候選人得到細緻的輔導和幫助。

3. 課程不僅包括以往 IDC 教練發展課程中助理教練 (AI) 和開放水域水肺教練 (OWSI) 
部分， 還特別增加了以下二項課程

 A. EFR 緊急第一反應教練課程

 B. 潛水商務推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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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課程並通過考試後， 你可以獲得

 A. PADI OWSI 開放水域水肺教練證書

 B. EFR 緊急第一反應教練教練證書

5.  PADI 將委託當地 PADI 註冊潛水中心， 負責保障整個潛水教練專修班的後勤保障

工作， 讓所有候選人在課業期間絕無後顧之憂， 最輕鬆、 專注的投入學習。

6. 為候選人提供國內外就業機會

7. 所有課程集中授課， PADI 潛水教練專修班將課程分為二大部份 - 學期 16 天。

 第一部份  教練養成及潛水商務訓練 （14 天） 

 第二部份  教練考試 （2 天）  

 課程內容詳情請參閱第 21 頁。

8. PADI 潛水教練專修班課程費用 ：

 澳幣 3,000 元     （報名后五日內繳付）

 人民幣 9,500 元 （開課當日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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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I 教育訓練課程有哪些優勢
1. 獨一無二的的教育效力 — 

 PADI 課程已經受到 美國教育委員會 （ACE） 的獨立評定並推薦為大學學分的同

等課程。 PADI 教育課程保有唯一潛水員訓練課程有此殊榮。 對於 ACE 獨獨認同

我們課程的教育效力方面， 我們深感榮幸。 每一位通過認證的 PADI 潛水員都有

權享受此益處。 還有其他的國際性教育機構授與 PADI 課程相同的認可。 有辨識

能力的潛水學員應該要問問， 為什麼眾多的訓練機構中， 只有PADI獲此殊榮。

2. 完成 PADI 潛水員訓練課程 － 取得大學學分

 美國教育協會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 推薦部份 PADI 水
肺潛水員課程成為大學學分課程。 對美國聯邦政府而言， 美國教育協會（ACE） 
是全美國各大專院校的代表， 它也是高等教育體系的統一發言機構。 美國教育協

會 （ACE） 根據現行的大學標準準則來評估一個教育課程是否合乎此標準， 並

推薦符合標準的課程為大學學分課程。

ACE 已經提出推薦為大學學分的 PADI 課程如下 ：

課程名稱 學期學分時數 修課年級 學系領域

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1 低年級 休閒 / 體育

進階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1 低年級 休閒 / 體育

夜潛潛水員專長課程 1 低年級 * 休閒 / 體育

深潛潛水員專長課程 1 低年級 休閒 / 體育

乾式潛水衣潛水員專長課程 1 低年級 * 休閒 / 體育 

搜索＆尋回潛水員專長課程 1 低年級 * 休閒 / 體育 

水底導航員專長課程 1 低年級 * 休閒 / 體育 

水底攝影師專長課程 1 低年級 * 休閒 /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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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潛水員課程 1 低年級 * 休閒 / 體育 

EFR 緊急第一反應教練課程 1 低年級 * 休閒 / 體育 

課程名稱 學期學分時數 修課年級 學系領域

沈船潛水員專長課程 1 低年級 休閒 / 體育 / 考古學 

高氧空氣潛水員專長課程 1 低年級 休閒 / 體育 

技術潛水員一級 1 低年級 * 休閒 / 體育 

技術深潛潛水員課程 1 高年級 休閒 / 體育

技術 Trimix 潛水員課程 1 高年級 休閒 / 體育 

潛水長課程 2 低年級 休閒 / 體育 

助理教練課程 1 低年級 休閒 / 體育 

教練發展課程 2-3 高年級 ** 休閒 / 體育 / 教育 

課程總監訓練課程 3 高年級 休閒 / 體育 / 教育

* 低年級 ： 通常是大一＆大二的學生 ； 高年級 : 通常是大三 & 大四的學生。

**2 學期學分時數 ： 1994 年 5 月到 2000 年 9 月完成的課程。

**3 學期學分時數 ： 2000 年 9 月以後完成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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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R 緊急第一反應教練訓練課程內容 -                     
Emergency First Response Instructor Training Course
主要救護 （CPR） - Primary Care (CPR)

本科目內容包括在最危急生命的緊急事件時的緊急救護。 學生通過知識發展、 技巧
發展和擬真情節演練， 來加強主要救護。 本課中會學到的主要技巧有 ：

現場評估

隔離裝置的使用

主要評估

救援呼吸

單人救援者， 成人心肺復蘇術 （CPR）

嚴重失血處理

休克處理

脊椎受傷處理

建議技巧 ： 自動外接式去顫器介紹

建議技巧 ： 有意識哽塞的成人

建議技巧 ： 緊急氧氣使用介紹

EFR 緊急第一反應的課程內容 - Emergency First Response Programs

次要救護 （急救） - Secondary Care (first aid)

本科目內容包括不會立即危急到生命安全的傷害或疾病， 或當地 EMS 無法到達或會
延誤到達時的救護。 學生通過知識發展、 技巧發展和模擬情節演練， 來加強次要
評估和適當的急救技巧。 學到的技巧包括 ：

傷害評估

疾病評估

包紮

骨折或脫臼的夾板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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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機構 - Accrediting Organizations
EFR 緊急第一反應 CPR/ 急救課程達到很多組織的要求標準，

包括聯邦美國 OSHA 指南 29 CFR 1910.15 並經下列組織認可核

准或符合其組織的訓練指引︰ (31 Aug. 2006)

★ 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鐵人三項場館團隊認可並接受 EFR 緊急第
一反應 CPR/ 急救課程

1.  美國有氧運動和健身協會 (AFAA) - Aerobics and Fitne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FAA)

3.  美國運動委員會 -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4.  英國獨木舟工會認可 - British Canoe Union Recognition
5.  夏威夷州按摩治療委員會 - Board of Massage Therapy State of Hawaii
6.  美國童子軍 - Boy Scouts of America
7.  美國愛達荷州兒童保育訓練網 - Boise Idaho Child Care Training Network 
8.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脊椎按摩療法審核官委員會 - California Board of Chiropractic 

Examiners
9.  澳大利亞昆士蘭社區部 - 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QLD
10.  澳大利亞教育和訓練部 - Dep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A
11.  愛丁堡公爵授予計畫 - Duke of Edinburgh Awards Scheme
12.  國美女童子軍 - Boy Scouts of America 
13.  北愛爾蘭健康和安全執行部門 -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Northern Ireland
14. 英國 HSE 急救和訓練資格執照 - HSE First-Aid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s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Great Britain)
15.  義大利復蘇委員會 - Italian Resuscitatio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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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國國家科學院運動醫學 - National Academy of Sports Medicine - NASM
17.  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 -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18.  新加坡國家教練 - National Register of Coaches Singapore
19.  美國健康委員會 - National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Association – NSCA
20.  日本健康委員會 - National Strength and Condition Association, Japan
21.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社區服務部門 - NSW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Services 

Australia
22.  紐西蘭海上作業核准 - NZ Maritime Approval Letter
23.  新 墨 西 哥 職 業 安 全 和 健 康 管 理 部 門 -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New Mexico
24.  波 多 黎 各 職 業 安 全 和 健 康 管 理 部 門 -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Puerto Rico
25.  美國俄亥俄州工作和家庭服務部門 - Ohio Job and Family Services
26.  紅十字會贊同確認 - RCNA Endorsement Confirmation
27.  皇家遊艇協會 - Royal Yachting Association
28.  巴西 Espirito Santo 消防局 - State Fire Department of Espirito Santo (Brazil)
29.  美國海岸巡防隊 -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USCG) for a merchant mariner 

license
30.  美國華盛頓州勞動和工業部門 - State of Washington Dept of Labor & Industries 

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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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R 緊急第一反應的基礎和效力
EFR 緊急第一反應課程是根據既定的教學設計和教育規則所規劃發展， 是一項具有

教學效力且可靠的產品。 本課程十分有彈性， 且利用多種工具來配合個人的學習形

態。 此外， 本課程針對每位學生（或教練）的需求， 來幫助學生達到課程目標。

知識發展部份可以彈性地藉由讓學生獨立學習的方法來完成， 也可以選擇採用錄影

帶教學法或教練教學來教授教材內容。 無論如何， 技巧發展和練習部份， 則會在

受過訓練的 EFR 教練的專業指導下完成。 教學方法可以修改為多種應用方式， 例

如， 如果當地的法令規定一段特定的課程時間。 本課程是以動作表現為基礎， 利

用課程一開始所提及的可量測目標， 設計讓學生可以示範出技巧和知識的熟練度，

幫助確定學生是否已經學會教材的內容。

至於傷患救護方面， 緊急第一反應乃是遵守國際急救聯合會 （ILCOR） 之基本生

命支持 （BLS） 作業團隊的一致看法所提出的標準來進行。 ILCOR 是一個國際

性的規範團體， 是眾多世界主要復蘇組織的代表。 緊急第一反應課程內容研擬的

來源依據是， 2000 年心肺復蘇和緊急心血管救護指引， 國際科學輿論， 迴圈，

2000 ； 第一卷 102 （增補 1） ； ©2000 美國心臟協會 ® 公司。 醫學內容的覆審是

由一個國際醫師團體所完成。

簡而言之， 緊急第一反應課程提供您專業、 經過教育與醫學覆審的 CPR 與急救課

程， 它符合國際標準， 也考慮到區域性的差異， 更具備靈活性。

緊急第一反應的課程內容

緊急第一反應是由二個科目所組成緊急第一反應主要救護 （CPR） 和緊急第一反應

次要救護 （急救）。 二門科目都是遵守專業急救人員所採用的相同救護順序。 緊

急第一反應主要救護 （CPR） 是假定當地緊急醫療單位 （EMS） 會隨時待命，

支持緊急反應者救護（Emergency Responder Care）。 緊急第一反應次要救護（急

救） 則假定 EMS 會延誤或根本無法到達。



歡迎你加入
PADI 教練的行列

19



20

潛水教練專修班 報名條件∕課程費用
想要成為潛水教練專修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決定您計畫成為 PADI 教練的日期。

最多只要花 16 天的時間， 擁有 100 次潛水記錄， 您就可以加入全世界最炙手可熱的 
PADI 潛水教練行列。。

報名條件
A. 具備 PADI 潛水長及其他訓練組織同級別以上證書

B. 12 個月有效期內的 EFR 緊急第一反應員或其他同等級別的資質證書

C. 完整的潛水員級別證書影印件或證明書

D. 自備全套水肺裝備

E. 全國集中統一報名， 因每期名額有限 PADI 將對報名的候選人進行排名篩選， 擇優錄取
（具有從業經驗或結業後計畫從事潛水業者優先錄取）。

課程費用
全國統一價格 總計 ： 澳幣 3,000 元 ＋ 人民幣 9,500 元  
   訂金 ： 澳幣 3,000 元     （報名后五日內繳納）

  餘款 ： 人民幣 9,500 元 （開課當日繳納）

課程費用包括

A. 課程所需的全部教材、 教具的費用

B. IDC 教練發展課程申請費、 教練考試、 EFR 緊急第一反應教練的認證申請費用

C. 體檢費用

D. 所有訓練考試期間所需開放水域、 平靜水域、 教室、 氣瓶、 配重的費用

E. 開放水域訓練、 考試的交通費用

F. 課程及教練考試期間的茶歇及飲水

G. 結業晚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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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教練專修班課程內容∕日期
潛水教練專修班還提供為期 16 天的職業訓練課程， 包括 ：

 • EFR 緊急第一反應教練訓練課程 ( 2 天）

 • IDC 教練發展課程訓練課程 ( 11 天）

 • IE 教練考試 ( 2 天）

 • 潛水商務訓練課程 ( 1 天）

課程日期 （課程地點 ： 中國 • 北京）

★ 2009 年 11 月 12 日 ~ 11 月 27 日

諮詢及報名請聯絡 PADI Asia Pacific 地區經理 Roger Sun
 電話 ： 135 1084 4684
 E-MAIL: roger.sun@padi.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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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PADI 
潜水教练专修班报名表
＊＊ 请填写工整 – 谢谢。

中 文 姓 名 英文姓名

出 生 日 期 联络电话

Email 信箱

中 文 邮 寄 地 址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我愿意报名参加下列  - 潜水教练专修班  
费用：

费用：

工 作 背 景 资 料

目前是否从事潜水相关行业?            □ 是 □ 不是

目前工作行业性质 目前职务

是否有意在完成课程后从事潜水工作?    □ 是 □ 不是

是否有意在完成课程后经营潜水业?      □ 是 □ 不是

报名截止日期：2009 年 10 月 25 日

※ 请将报名表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寄至 PADI

PADI

 Asia Pacific 地区经理

Roger Sun 
电话：135 1084 4684  传真：+886 2 8752 3113  
Email：roger.sun@padi.com.au

澳幣3,000元 （報名后五日內繳納）

人民幣9,500元 （開課當日繳納）

我們會在接到您的報名表后派專人與您聯繫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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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PADI 
潜水教练专修班报名表
＊＊ 请填写工整 – 谢谢。

中 文 姓 名 英文姓名

出 生 日 期 联络电话

Email 信箱

中 文 邮 寄 地 址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我愿意报名参加下列  - 潜水教练专修班  
费用：

费用：

工 作 背 景 资 料

目前是否从事潜水相关行业?            □ 是 □ 不是

目前工作行业性质 目前职务

是否有意在完成课程后从事潜水工作?    □ 是 □ 不是

是否有意在完成课程后经营潜水业?      □ 是 □ 不是

报名截止日期：2009 年 10 月 25 日

※ 请将报名表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寄至 PADI

PADI

 Asia Pacific 地区经理

Roger Sun 
电话：135 1084 4684  传真：+886 2 8752 3113  
Email：roger.sun@padi.com.au

澳幣3,000元 （報名后五日內繳納）

人民幣9,500元 （開課當日繳納）

我們會在接到您的報名表后派專人與您聯繫

PADI 潛水商務課程
PADI Business Development Seminar 

Agenda – 訓練課程議程

TOPIC
會議主題

Presenter
主持人

Time
時間

Registration 
請至會議室報到、 領取會議材料

Roger Sun 8:15
8:30

State of the Dive Industry Worldwide and China (History and stats)
全球及中國潛水業界概況

CIDC Staff 8:30
9:15

Tea Break 
茶歇時間

9:15
9:30

Benefits available to PADI IRRA Members and how to use those benefits 
successfully
PADI IRRA 會員權益及如何成功的運用

CIDC Staff 9:30
10:00

Introduction - Pro Section of padi.com
padi.com 網站 – 專業人士區各項工具介紹

Roger Sun 10:00
10:30

How to do business with PADI
如何正確訂購 PADI 教材

Roger Sun 10:30
11:00

Tea Break 
茶歇時間

11:00
11:15

Marketing Toolkit
市場行銷工具包的介紹說明

CIDC Staff
Roger Sun

11:15
12:15

Lunch 
午餐

12:30
13:50

Risk Management
風險管理

CIDC Staff 14:00
15:00

Tea Break 
茶歇時間

15:00
15:15

Marketing plans to increase your business.
(Where do your customers come from?)
擬定市場行銷計畫 – 提升你的生意
( 你的客戶是從哪里來的 ?)

CIDC Staff 15:15
16:15

Tea Break 
茶歇時間

16:15
16:30

Question Answer
問題回答及公開討論

CIDC Staff 16:3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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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及報名請聯絡 PADI Asia Pacific 地區經理 Roger Sun
電話： 135 1084 4684
E-MAIL: roger.sun@padi.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