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HONG KONG SWIMMING TEACHERS' ASSOCIATION
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師證書課程

Special Needs Swimming Teacher Certificate Course
(SN03_21)
宗旨：

1. 推廣特殊需要人士習泳的興趣及持續性
2. 讓游泳教師深入認識特殊需要人士習泳技巧及教學方法，取得專業資格，
提供發展的機遇
3. 鼓勵更多有志的游泳教師投身服務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學行列，造福社群
4. 為有志為成為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學助教及義工提供訓練

課程內容：

理論課
單元一：概論
單元二：各類障礙性病患及教學策略
單元三：特殊需要人士之評估、行為管理、教學策略及習泳價值
單元四：特殊需要人士肌能評估
單元五：扶抱特殊需要人士技巧
單元六：與特殊需要人士溝通方法
單元七：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學法
單元八：實習課
實習 1：泳池教學練習
實習 2：泳班訓練實習

課時：

理論課 30 小時 實習課 16 小時 自修 20 小時

授課語言：

粵語輔以英語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參照附頁一
理論課 - 佐敦白加街 26-32 號盛華商業中心一樓
(如因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將會安排網上授課)

考核：

筆試及實習評核

證書：

出席率必須達 90%，通過考核和筆試合格後，可獲頒發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特殊需要人士水中運動導師證書」；
非會員參加者，獲另頒發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游泳教師證書」。

資格：

1. 本會合格游泳教師
2. 持有學校、相關機構或團體推薦而有工作需要的會員優先考慮 或
3. 有志服務特殊人士而承諾畢業後願意提供有關服務的會員(最基本參與每年
10 堂教學工作) 亦作優先考慮
4. 有志服務特殊人士並願意擔當義工或助理者可報名旁聽，不需參與考核並
將獲頒聽講證書
適用於同等資格的非會員
1.
2.
3.
4.
5.

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機構簽發有效的游泳教師證書; 及
持有香港拯溺總會簽發的拯溺證書（銅章或以上）; 及
中學文憑試畢業或中五畢業(2011 年以前)或以上之教育程度; 及
具最少三年之游泳教學經驗或以上; 及
願意參與本會附加的(六小時)課程，出席率必須達 100%

名額：

40 人

出席率：

90%出席(包括泳裝在水中參與全部實習課程)，並於筆試及格 及
完成實習課兩部份後，才獲頒證書
實習 1：泳池教學練習(6 小時)
實習 2：泳班訓練實習(10 小時)

費用：

會 員：港幣四千元正(HK$4,000)
非會員：港幣六千元正(HK$6,000)
旁聽生：港幣一千五百元正(HK$1,500)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以郵戳為限)

報名辦法：

1. 填妥申請表格
2. 近照壹張(將貼於證書之上)
3. 一個 9”x 4”之回郵信封(貼上港幣$2 郵票) (如未能提供電郵地址的報名人士
適用)
4. 連同劃線支票寄回：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7 號 崇蘭大廈 3 字樓 A 座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收。信封上註明「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師證書課程」
也可直接存入或以櫃員機轉賬至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有限公司
(匯豐銀行戶口：534-302674-838)。 申請人可自行影印收據副本作留底。
（以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作本會訓練班之用，資料不齊全或郵資不足而
未寄達本會，申請恕不接受辦理。）

索取表格：

可往於銅鑼灣禮頓道 37 號 崇蘭大廈 3 字樓 A 座本會服務站索取；或到本會網
址 www.hksta.com.hk 下載

繳費方式：

以劃線支票繳付，抬頭寫「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有限公司」或連同存款到本會
匯豐銀行戶口 534-302674-838 的入數紙

備註：

 如因天氣問題而課程未能進行，請留意本會網頁上公佈。
 如參加者已獲取錄及已繳交相關費用，本會恕不發還。
 在合理情況下，本會保留修訂本課程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告。
 資料不齊，恕不接受。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特殊人士水中運動教師證書課程 SN03_21 時間表
日期

時間

項目/單元
單元 1: 概論(2 小時)

24/7/2021(六)

1900-2000

1.1 特殊需要人士定義與概論

2000-2100

1.2 國際及香港特殊需要人士游泳運動發展
單元 2: 各類障礙性病患及教學策略(11 小時)

31/7/2021(六)
7/8/2021(六)

2100-2200

2.1 肢體障礙

1900-2100

2.2 智障及多重障礙

2100-2200

2.3 唐氏綜合症

1900-2200

2.4 感覺統合障礙
單元 3:特殊需要人士之評估、行為管理、教學策略及習泳價值(6 小時)

14/8/2021(六)

1900-2200

3.1 特殊需要人士的評估方法
3.2 特殊需要人士習泳行為特徵及管理策略

21/8/2021(六)

1900-2100

單元 2.5 自閉症譜系障礙及過度活躍症
2.6 音樂治療及音樂導向介入的教學策略

2100-2200
28/8/2021(六)

1900-2030

3.3 特殊需要人士的需要和感受

2030-2200

3.4 特殊需要人士習泳之價值(生理，心理，家庭，社會)
單元 4: 特殊需要人士肌能評估(1 小時)

1900-2000

4.1 殘障人士肌能評估
單元 5: 扶抱特殊需要人士技巧(2 小時)

3/9/2021(五)

2000-2100

5.1 陸上扶抱

2100-2200

5.2 水中扶抱
單元 7: 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學法(6 小時)

4/9/2021(六)

1900-2100

7.1 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師專業操守及素質
7.2 游泳教師，教師助理與家長角色分工和責任
7.3 特殊需要人士游泳安全指引

10/9/2021(五)
11/9/2021(六)

1900-2200

7.4 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學法:
單元 6: 與特殊需要人士溝通方法(2 小時)

1900-2100

6.1 與特殊需要人士的溝通方法(殘障、聽障、視障、語障、智障)

2100-2200

課程檢討及答問
單元 8: 實習課

5/9 & 12/9
(日)
19/9/2021
逢星期日

18/9/2021(六)

1800-2100

8.1 泳池教學練習:

1700-1900
(視乎上課地點)

8.2 泳班訓練實習(評核):
學員將獲編派到
1. 將軍澳調景嶺中學 2. 九龍公園游泳池
3. 灣仔鄧肇堅中學泳池 4. 其他游泳池
參與 10 小時實習課程，進行特殊人士水中活動及習泳教學訓練。

1900-2100

筆試

表格 T02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報名編號

HONG KONG SWIMMING TEACHERS’ ASSOCIATION

特殊需要人士游泳教師證書課程 SN03_21 申請表

(辦事處專用)

證書課程
旁聽課程 (在適當的方格上加上號)
個人資料 (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

：(中文)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日/____月/_______年 性別：男 / 女 身份証明文件號碼：

X

X

X

X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會員證有效日期：____日/____月/_______年 證書有效日期：____日/____月/_______年
學歷：小學 / 中學 / 預科 / 大學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手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夜間)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拯溺證書:銅章/泳池救生章/泳池活動導師章/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取日期:____________

其他認可資格證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屬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取日期:____________

其他認可資格證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屬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取日期:____________

游泳教學經驗 :
日期（月、年）
1.

至

2.

至_______

3.

至 ______

機構 / 學校

職位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背面註明會員姓名及會員編號，勿寄期票

(直接存款至本會銀行戶口者適用)

聲明： 1. 本人謹此証明上述所報資料真實無訛。
2. 本人一向身體健康良好，參加甄別水試及此課程屬自願性質，期間如有任何意外，本人自行負責。
 本人承諾畢業後願意為特殊需要人士提供有關服務(最基本參與每年 10 堂教學工作)

申請人簽名
日期
（以上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會訓練班之用，資料不齊全，恕不接受申請。）
請填寫閣下之通訊地址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