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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I 教练考试 –  

课程总监须知 
 

PADI 教练发展部准备了以下的准则，以协助教练考试的候选人规划和准备。 遵循这

些指导方针，将确保候选人从参与的 IE 中获得最大利益和增加候选人成功的机会。 

  

注册︰  

所有候选人必须于最少 7 天前与 PADI 教练发展部注册，方可出席一个 IE，以便安

排适当的地点和工作人员。我们感激有较早的候选人人数估计。当接近 IE 开始日期

时，则可稍为做出人数方面的微调。 

逾期登记可能会被接受，然而请注意，这些可能会影响考官对候选人的比率和候选人

的舒适度。 

 

候选人登记，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 instdev@padi.com.au 提供以下信息︰  

• IE 地点和日期 

• 候选人的人数及笔试的语言选择 

• 特别要求和理由 

 

如候选人是重考部份 IE，附加资料是必需的。这包括︰  

• 候选人的名字和 PADI 号码 

• 上次 IE 日期 

• 上次 IE 位置 

• 重考的部份: (最多 2 个) 

注意：候选人如尚有上次的 IE 费用或任何申请费用未缴付，将不能参加补考，直到

所有债务已被都清除。 

 

IE 简介: 

IE 中所需的物品，应在简介时携带到试场，到时会提供场地和时间表等其他信息。 

 

参加 IE 所需的文件︰  

每名候选人必须有以下文件才能参加 IE。文件 必须交与 在场的考官，在 IE 简介时或

之前都可以，由候选人或课程总监或适当的代表提交。没有这些文件的候选人均不能

参加任何阶段的 IE。 

 

参加整个 IE 的候选人必须提供： 

1. 已完成的教练结业证书(Instructor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表格

10516），由 PADI课程总监签署。请贴上从 PADI教学指引(Guide to 

Teaching)中取得的立体贴纸(hologram)于表格中所提供的空间内。 

2. 已完成的 IE 入学表格 （IE Enrolment Form 表格 10510）与付款详情请见附

件。IE 费用在 IE简介时支付。请参阅最新的 PADI亚太区价目表内详细信息。

PADI 接受主要的信用卡、支票或银行汇票。支票和银行汇票应是澳元和付给 

PADI Asia Pacific。在 IE 将不会接受现金付款。 

3. 体检潜水。此表格必须提供证据：a) 证明候选人在 IE最后一天前的 1 年/365 

天内，经过医学检查。和 b）证明候选人适合潜水。该表格必须清晰易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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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医生签名并写上日期，并且必须提供医生的联络方式。 

候选人如不能提供体检证明，均不得参与平静水域和开放水域潜水考验部份。 

PADI建议候选人留待体检证明文件正本给自己，并只提交一份体检副本 

  

其他文件也可以一并在 IE 简介时提交给考官，例如  Instructor Candidate 

Information and Training Record (教练候选人信息和培训记录), Instructor 

Application (教练申请表), EFR Instructor Application (紧急第一反应教练申请

表), Specialty Instructor Application (专长教练申请表), Divemaster 

Application (潜水长申请表) 等等。 

 

只补考部分 IE 的候选人必须提供;   

1. 前一次 IE考官所签署的，并指示那部分需要重考的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参与证书)。 

2. 填妥的 IE Enrollment Form(IE 报名表格，表格 10510)与附件的付款详情。补

考部分 IE的费用是在 IE简介时支付。请参阅最新 PADI亚太区价格列表费用的

详细数据。PADI 接受主要的信用卡、 支票或银行汇票。支票和银行汇票应是

澳元和付给 PADI Asia Pacific。在 IE 试场将不会接受现金付款。 

3. 如候选人补考 IE的平静水域或开放水域部份，必须提供体检合格潜水如上。 

4. 如第三次补考部份 IE的候选人，必须出示证明已经完成了指定的 PADI pre 3rd 

IE remediation programme。更多的有关信息，请与 PADI 教练发展

部 instdev@padi.com.au联络。 

5. 候选人如欠 PADI之前的 IE费用或其他没有完成付款的交易等，则不能参加补

考部分 IE考试。如需要更多的信息，请联络 PADI 亚太区的客户服务

(memdep@padi.com.au)。 

    

其他 PADI的相关文件，可以在 IE简介时提交给考官。 

 

教材和装备清单︰ 

IE 候选人必须自己负责提供教材和 IE 潜水装备。这些包括; 

 

• 主要课程的学生教材，如开放水域潜水员，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救援潜水

员，潜水长，Project AWARE 等专长课程。* 

• PADI 教练手册* 

• PADI 教学指引* 

• 计算器* 

• PADI 休闲潜水计划表. eRDPML is 必须. RDP 表列式则是选择性* 

• 其他相关的训练工具，考官只提供 PLGs 及 MLGs.* 

不是所有的主要课程都有 PLGs 及 MLGs。此时，候选人可以使用自己提供的数

码式训练工具并在场展示。因应个别情况，考官或容许候选人使用其提供的投

影机。 

• 原子笔及铅笔 

• 跟据标准所列出的教练装备 

• 浮升袋及绳索 

*使用数码版本是可以接受的，数码设备必须依据 PADI的 IE政策范围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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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及开放水域的物流和注意事项: 

• 平静及开放水域地点，将于 IE简介时公报。 

• 气瓶必须要有气瓶底保护套，以保障不会对泳池做成破坏，未能遵守可能意味

着气瓶是不能够被使用。 

• 水中考试部份，候选人有机会在水裹停留较长时间，比他们之前在训练的时间

更长。 

• 平静水域的水温，可以跟开放水域的水温相差很大。 

• 请候选人注意在平静水域及开放水域时，准备合适的保暖衣及防晒用品。 

• 如候选人因为没有足够的防晒准备，无法执行或继续考试，考官是不会作出任

何让步。 

• 除了有体检合格之外，当平静水域及开放水域考试时，候选人必须身体健康适

宜作潜水活动。候选人若认为不适宜在当天潜水，可以推迟到将来的 IE进

行。 

• 候选人须要负责安排自己的交通，包括到达及离开 IE 试场，任何交通费及船

费等。 

 

个人舒适的指引︰ 

IE 通常是两天完成，并且可能在偏远的地方进行。建议候选人要准备好合适的衣服、

茶点和补充食物。这些建议包括︰ 

• 适当的户外和水中保护物品。 

• 小吃和点心。 

• PADI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如对个人的影响，并建议候选人尽量减低他们需要携

带的个人物品到 IE试场。 

• 一个个人的垃圾袋。 

 
  

PADI 鼓励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矿泉水瓶。 

过滤饮用水可能会在 IE 试场提供作为补充添加用途。作为一个简单而强大的步骤，

减少塑料废物，支持保护海洋，请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   

有关如何支持保护海洋，参加 Project Aware 行动或查询其详细数据，请到访 

www.projectaware.org.  
 
致诚的, 

 

PADI 亚太区,  

教练发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