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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I 教練考試 –  
教練考試候選人須知;- 
 
PADI 教練發展部準備了以下的準則，以協助教練考試的候選人規劃和準備。 遵循這

些指導方針，將確保你從參與的 IE 中獲得最大利益和增加你成功的機會。 
 
註冊︰  
所有候選人必須於最少 7 天前與 PADI 教練發展部註冊，方可出席一個 IE，以便安排適

當的地點和工作人員。你的課程總監可能會為你做這安排。或者，你可以獨立註冊。

為了避免雙重預訂，請諮詢你的課程總監和同意由誰來做你的註冊。 
 
註冊是通過電子郵件到 instdev@padi.com.au。如果你是自己註冊，需要向 PADI 教練

發展部提供特定的資訊。使用本文件結尾處的範本，並將其切貼到電子郵件、 填寫所

要求的資料，將其發送到 instdev@padi.com.au，你應該會於兩個工作日內收到確認。 
 
參加 IE:  

有必要在 IE 中應用的物件，請在簡介時帶往試場，到時在場內也會提供場地及安排

方面的細節。 

  

IE 參加者所需要的文件︰ 

以下每份文件都 必須交與 在場的 PADI 考官，在 IE 簡介時，由你或你的課程總監或

適當的代表提交。 

如果有任何有關文件遺失或不完整的情況出現，你將不能參加評估階段的 IE。 

  

參加整個 IE 的候選人。 

參加整個 IE 時，候選人必須提供以下的文件︰ 

1. 已完成的教練結業證書(Instructor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表格 10516），由

PADI課程總監簽署。這表格確認參加者完成了 IDC或 OWSI。為了避免延誤 IDC

和 IE的文件處理，請貼上從 PADI教學指引(Guide to Teaching)中取得的立體

貼紙於表格中所提供的空間內。     
2. 已完成的 IE 報名表格 （表格 10510）以及附加的付款細節。IE 費用是在 IE

簡介時支付。請參閱最新 PADI亞太區總部的價格清單內，所需要的詳細費用資

料。PADI接受主要的信用卡、支票或銀行匯票。支票和銀行匯票應是澳元和付

給 PADI Asia Pacific。在 IE 試場將不會接受現金付款。 
3. 體檢潛水。此表格必須提供證據：a) 證明候選人在 IE最後一天前的 1 年/365 

天內，經過醫學檢查。和 b）證明候選人適合潛水。該表格必須清晰易讀，由

一名醫生簽名並寫上日期，並且必須提供醫生的聯絡方式。 

候選人如不能提供體檢證明，均不得參與平靜水域和開放水域潛水考驗部份。 

PADI建議候選人留待體檢證明文件正本給自己，並只提交一份體檢副本。 
 

其他文件也可以一併在 IE 簡介時提交給考官，例如  Instructor Candidate Information 
and Training Record (教練候選人資訊和培訓記錄), Instructor Application (教練申請表), 
EFR Instructor Application (緊急第一反應教練申請表), Specialty Instructor Application (
專長教練申請表), Divemaster Application (潛水長申請表)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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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補考部分 IE 的候選人。 

只補考部分 IE 的候選人必須提供;   

1. 前一次 IE考官所簽署的，並指示那部分需要重考的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參與證書)。 
2. 填妥的 IE Enrollment Form(IE 報名表格，表格 10510)與附件的付款詳情。補

考部分 IE的費用是在 IE簡介時支付。請參閱最新 PADI亞太區價格清單費用的

詳細資料。PADI 接受主要的信用卡、 支票或銀行匯票。支票和銀行匯票應是

澳元和付給 PADI Asia Pacific。在 IE 試場將不會接受現金付款。 
3. 如候選人補考 IE的平靜水域或開放水域部份，必須提供體檢合格潛水如上。 
4. 如第三次補考部份 IE的候選人，必須出示證明已經完成了指定的 PADI pre 3rd 

IE remediation programme。更多的有關資訊，請與你的 PADI 課程總監或 PADI 

教練發展部 instdev@padi.com.au聯絡。 
5. 候選人如欠 PADI之前的 IE費用或其他沒有完成付款的交易等，則不能參加補

考部分 IE考試。如需要更多的資訊，請聯絡 PADI 亞太區的客戶服務。 

    

其他 PADI的相關文件，可以在 IE簡介時提交給考官。 

 

 

教材和裝備清單︰ 

IE 候選人必須自己負責提供教材和 IE 潛水裝備。這些包括; 

 

• 主要課程的學生教材，如開放水域潛水員，進階開放水域潛水員，救援潛水員

，潛水長，Project AWARE 等專長課程。* 

• PADI 教練手冊* 

• PADI 教學指引* 

• 計算機* 

• PADI 休閒潛水計劃表. eRDPML is 必須. RDP 表列式則是選擇性* 

• 其他相關的訓練工具，考官只提供 PLGs 及 MLGs.* 

不是所有的主要課程都有 PLGs 及 MLGs。此時，候選人可以使用自己提供的數

碼式訓練工具並在場展示。因應個別情況，考官或容許候選人使用其提供的投

影机。 

• 原子筆及鉛筆 

• 跟據標準所列出的教練裝備 

• 浮升袋及繩索 

*使用數碼版本是可以接受的，數碼設備必須依據 PADI的 IE政策範圍內使用。  

 

平靜及開放水域的物流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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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靜及開放水域地點，將於 IE 簡介時公報。 
• 氣瓶必須要有氣瓶底保護套，以保障不會對泳池做成破壞，否則，可能會被抯

止進入會場。 
• 水中考試部份，候選人有機會在水裹停留較長時間，比他們之前在訓練的時間

更長。 
• 平靜水域的水溫，可以跟開放水域的水溫相差很大。 
• 請候選人注意在平靜水域及開放水域時，準備合適的保暖衣及防曬用品。 
• 如候選人因為沒有足夠的防曬準備，無法執行或繼續考試，考官是不會作出任

何讓步。 
• 除了有體檢合格之外，當平靜水域及開放水域考試時，候選人必須身體健康適

宜作潛水活動。候選人若認為不適宜在當天潛水，可以推遲到將來的 IE 進行。 
• 候選人須要負責安排自己的交通，包括到達及離開 IE 試場，任何交通費及船費

等。 

  

個人舒適的指引︰ 

IE 通常是兩天完成，並且可能在偏遠的地方進行。建議候選人要準備好合適的衣服、

茶點和補充食物。這些建議包括︰ 

• 適當的戶外和水中保護物品。 
• 小吃和點心。 
• PADI不會承擔任何責任，如對個人的影響，並建議候選人盡量減低他們需要攜

帶的個人物品到 IE試場。 
• 一個個人的垃圾袋。 

  

PADI 鼓勵使用可重複使用的礦泉水瓶。 

過濾飲用水可能會在 IE 試場提供作為補充添加用途。作為一個簡單而強大的步驟，
減少塑膠廢物，支持保護海洋，請攜帶可重複使用的水瓶。   
有關如何支持保護海洋，參加 Project Aware 行動或查詢其詳細資料，請到訪 

www.projectaware.org.  
  

選擇您希望出席的 IE ？輸入以下相關資訊供將來作參考用。 

 
IE 場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國家) 
 
IE 開始日期:                            _______________  及時間 ______________ 
    (日/月/年) 
 

IE 場地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E 註冊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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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複製並粘貼到電子郵件，填寫此範本所要求的資料，並把它發送到  

inst.dev@padi.com.au  

  
請註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IE 
     姓名   PADI 號碼 (如知道)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場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總監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DC 完成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筆試部份) 
 
特別要求:                           _________________ 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考部份 IE 候選人的附加資料 
     
上次 IE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月/年 

 
上次 IE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考部份: (最多 2 部份)              筆試 __    知識發展 __  
    平靜水域 __     開放水域 __ 
  
我曾諮詢我的課程總監有關於此登記及確認他們不會為我提交重複的註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選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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