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有權隨時更改上述學員須知的細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基督教勵行會 

      學員須知: HK236DS 歷奇活動助理基礎證書 
 

一. 基督教勵行會規則 

1.  進入本會時，請出示學員證，而在本會範圍內，學員必須佩帶學員證。 

2.  學員證有效期 1 年，請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或損壞，請通知本會申請補發，補發費用為港幣十元正。 

3.  學員不可以攜帶小朋友上課。 

4.  本會範圍內包括樓梯及洗手間均嚴禁吸煙。 

5.  垃圾須放在垃圾箱內，不可隨處棄置。 

6.  學員須穿著整齊衣服和合適的鞋 (請勿穿拖鞋上課)。 

7.  學員須愛護本會各項設備。 

8.  學員不得隨意移動或帶走本會任何物品。 

9.  學員在本會中心，不可粗言穢語。 

10. 學員嚴禁在課室內飲食。 

11. 嚴禁學員在本會內進行服務或貨物的推銷及買賣。 

12. 上課時，學員應關掉手提電話及將傳呼機調校為震機。 

13. 上課時嚴禁攝影、錄音及攝錄。 

14. 學員不可以攜帶大型物件或行李上課。 

15. 學員應自行保管私人財物，本會並無責任代學員保管所攜來之物件或財物，如學員有任何損失，本會一概不負責任。 

16. 本會有權阻止任何人仕進入本會範圍之內，如該決定導致學員有任何損失，本會一概不負責任。 

17. 本會停車場只供職員使用。 

18. 本會於學員完成就業掛鈎培訓課程後的就業跟進期內跟進學員就業情況，學員將儘量向本會提供在跟進期內的就業資料，包括

但不局限於僱主名稱、職位、薪金及工作時數等資料，以協助本會向學員提供服務。 

19. 學員須衡量及判斷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上課或參與課堂的各項活動及實習，如因身體狀況不適而引致任何意外 

或傷亡，本會概不負責。 

20. 為提倡廉潔操守，本會教職員不可收取任何饋贈，包括禮物和金錢。本會也不鼓勵教職員接受任何款待及出席畢業宴。 

21. 學員學習或/及求職需要，或參與學員自發開設的智能電話通訊網絡群組，交流學習/求職資訊。本會明確規定，若通訊網絡群組 

參與者包括本會全職/兼職導師及員工，通訊內容不可涉及社會政治議題。若通訊網絡群組參與者只限學員，本會強烈建議資訊內 

容討論學習/求職為主，避免不必要個人意見爭拗。 

＊若學員違反本會之任何規則，勵行會有權終止其上課之權利。 

 

二. 本會設施 (只適用於彩雲中心) 
1. 學員可使用一樓的飲水機。現時在一樓、二樓及四樓均設有飲品售賣機。五樓、六樓的茶水房是供職員專用。 

 

三. 安全問題 

1. 由早上 8 時 15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電梯只供學員由地下往四樓(只停四樓)；而下午 6 時 30 分後，電梯只供學員由地下往四樓各層。 

   (只適用於彩雲中心) 

2.  電梯同一時間最多只可容納 10 人。(只適用於彩雲中心) 

3.  課堂完結後，請用樓梯落地下，勿用電梯。(只適用於彩雲中心) 

4.  如遇停電，請各學員安坐課室內，等候導師指示。 

5.  如遇火警或聽見火警鐘響 5 秒以上，各學員請依照課室內告示板上張貼之走火通道圖與及導師的指示儘快離開火警現場及往 

安全地方集合。 
 

四. 證書的簽發 

學員於「一級運動攀登證書」、「一級山藝證書」、「挑戰網陣(低結構)技術證書」、「挑戰網陣(高結構)技術證書」各單元內總出席 

率須達 100%；及於各單元內課程評估考獲及格，方可取得該機構發出的單元證書。 

學員於「急救」單元內總出席率須達 80%；及於急救理論、繃帶應用及心肺復甦法三項急救評核均考獲及格，方可取得急救證書。 

學員在本課程的總出席率須達課程之最低要求(80%) 及 必須於課程評估考獲整體及格分數 及 必須於持續評估考獲及格分數 及  

必須於期末筆試考獲及格分數，方可取得由培訓局簽發的畢業證書。 

總出席率不足 80%的學員不可參與「期末評估」（包括筆試及實務試）。學員須達到個別課程要求（實際出席率，即已扣減遲到、 

早退、及病假後之出席率，達 80%及通過課程評核）方可獲發畢業證書。證書如有遺失，將不獲補發。 

 

五.遲到或早退的定義 
1. 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及半日制課程 

學員若遲到或早退的時間多於 15 分鐘而少於 30 分鐘，則每累積 3 次遲到或早退便視作一節缺席論； 

若學員遲到或早退的時間為 30 分鐘或以上，則每次遲到或早退便視該節為缺席論。 

2. 晚間制課程 



本會有權隨時更改上述學員須知的細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由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以開課日期計算)，若學員遲到及/或早退的時間在每節達 30 分鐘或以上，則每累積 3 次遲到 

或早退即作 1 節缺課計算。 

 

六. 期未考試的補考安排 
學員可在課程的『期末評估』正考日期後的半年內獲得最多兩次的『期末評估』補考，逾期恕不辦理。(註1：學員全期出席率必須

達80%或以上方可獲得補考安排。補考不會視為出席率計算。註2：有個別課程只設一次補考。) 

在培訓機構內舉行的期未考試之第一次及第二次補考的日期及時間已在“入學通知書”上列明，事先讓學員作出安排。 

已獲通知補考的學員，必須帶備身份證明文件準時出席。在一般情況下，若學員未能如期應考，將視為自行放棄一次補考機會。 

缺席第一次補考的學員，會被安排參加第二次補考。在一般情況下，若學員未能如期應考，不會再獲得補考機會。 

請注意：學員務必準時出席補考，若於開考十五分鐘後才抵達，學員將不獲准參加考試。 

以上補考時間表不適用於應考《僱員再培訓局實務技能評估》及《保安人員基本訓練》課程 ，如學員在此兩類課程的期末筆試不

及格，本會將另行安排補考筆試。 
 

七. 再培訓津貼 

1. 入讀超過七天或以上的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申請再培訓津貼之學員必須有八成的出席率 (包括病假，但日數不可多於 

整個課程的 20%)，才可獲發津貼。此出席率只用作計算發放再培訓津貼。 

再培訓津貼是按課程『全日』課堂之日數計算。例子：某課程的上課模式是 10 天『全日』+7 天半日，若學員在完成入讀 

課程後之整體出席率達 8 成或以上，最多可獲 10 天的再培訓津貼。如對津貼金額有疑問，請到報名處查詢。 

2.  由 2009年 4月 3日起，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培訓津貼之發放安排如下： 

就業掛鈎基礎證書課程 -- (a) 30 歲或以上及具中三學歷程度或以下人士：每日津貼額$153.80 

(b) 30 歲以下人士；30 歲或以上及具中四或以上程度人士：每日津貼額$70 

就業掛鈎證書課程 -- 所有合資格學員：每日津貼額$70 

再培訓津貼乃按學員實際出席之節數﹝不包括病假，個人或家庭事故、公眾假期、培訓機構活動、颱風、暴雨或導師缺席等情況﹞計算。 

※ 學員若遲到或早退的時間多於 15 分鐘而少於 30 分鐘，則每累積 3 次遲到或早退便視作缺席一節計算而扣減津貼。若學員遲

到或早退的時間為 30 分鐘或以上，則每次遲到或早退便視作缺席一節計算而扣減津貼。 

3.  學員如因私人事務 / 生病而缺席，不論是否已事前向培訓機構申請或是否有醫生紙証明，均視作缺席論。 

4.  若學員因病缺席課堂，請儘快通知本會課程行政部，並於下一堂往本會報名處領取『病假申請表』，填妥後必須連同註醫

生(包括西醫、牙醫及註冊中醫)簽發之病假證明正本一併呈交本會報名處，方為有效。病假申請必須於課程完班前辦理，

逾期恕不辦理。(到診紙不接納為病假證明。) 

5.  學員可於 1 年內享有申請 2 個及 3 年內享有申請 4 個全日制課程之再培訓津貼的權利(以首班開班日期計算)。 

6.  所有津貼將直接經自動轉帳存入學員指定銀行戶口內，而此銀行戶口的開戶人必須為學員本人。 

7.  已入讀再培訓課程的學員，欲申請再培訓津貼，必須於開課首三天內填妥『申請 / 放棄再培訓津貼表格』及遞交本人銀行戶

口資料影印本，以便辦理申請手續。逾時申請，恕不辦理。 

8.  若學員更改銀行戶口資料，必須於課程完班前往本會報名處通知課程行政部，以便跟進。   

 

八. 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出席率不足 80%之學員 

1. 首次違規者(以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報讀課程計) – 培訓局於一年內(由學員參與該課程的開班日期起計)不會接納該學員報讀 

   任何培訓局課程。 

2. 再次違規者(以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報讀課程計) – 培訓局於三年內(由學員參與該課程的開班日期起計)不會接納該學員報讀 

   任何培訓局課程。 

 

九. 查詢及意見# 

* 若查詢突發事故上課安排，請瀏覽本會網頁

https://www.cats.org.hk 或本會 facebook「基督教勵行會

培訓服務」。 
 

本會於各中心(彩虹、藍田、順天、荃灣及上水彩湖) 的報名處均設置「意見陳述表格收集箱」，讓您對我們的服務表達意見。「意

見陳述表格」內提供的資料將會保密處理及跟進。 

＊ 如有任何疑問，學員可直接致電課程行政部查詢 (彩雲中心：27168811至 819、藍田中心：29521313、順天中心：23402929、 荃

灣中心：24051555、上水彩湖中心: 27871400 )。 

＊ 如課程因特別情況、天氣關係而取消，本會將會另行補課。有關補課之安排，學員不得異議。 

#  學員如對課程的期末筆試成績有疑問，可向報名處申請成績覆核。申請人必須於成績公佈後七個工作天內提交「成績覆核申請表」。                                                               

課程行政部 

2019 年 11 月 15 日 修訂 

 

 

 

 

 

https://www.cats.org.hk/


本會有權隨時更改上述學員須知的細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歷奇活動助理基礎證書-惡劣天氣指引 

* 全日制課程(全日共有 2 節：上午及下午各佔 1 節) 

 

適用單元：一、六、七、八、九、十 

訊號 課堂安排 

八號或以上颱風或

黑色暴雨訊號 

 若訊號於上課節數的上課時間前 2 小時仍懸掛，該節課程將會取消。本會將安排補課，

補課詳情將會另行通知。(學員請依據課程時間表上課) 。 

 若訊號於上課節數的上課時間 2 小時或之前除下，該節課程將會照常上課，本會不會

另行安排補課。 

 若上課期間懸掛八號風球，課堂將即時終止，本會將安排補課，補課詳情將會另行通

知。(學員請依據課程時間表上課) 。 

 若上課期間懸掛黑色暴雨警告，課堂將繼續而不會另行補課。 

一號或三號颱風或

黃色/紅色暴雨訊號 

 所有課程照常上課，本會不會另行安排補課。  

 

 適用單元：二 (一級運動攀登)、三 (一級山藝訓練)、四 (低結構項目挑戰)及五 (高結構項目挑

戰) 

理論 實習 

訊號 課堂安排 訊號 課堂安排 

八號或以上颱

風或黑色暴雨

訊號 

 若訊號於上課節數的上課時間

前 2 小時仍懸掛，該節課程將會

取消 (*單元二及三：隨後的實

習課程將再作安排)。本會將安

排補課，補課詳情將會另行通

知。(學員請依據課程時間表上

課。) 

 若訊號於上課節數的上課時間 2

小時或之前除下，該節課程將會

照常上課，本會不會另行安排補

課。 

 若上課期間懸掛八號風球，課堂

將即時終止，本會將安排補課，

補課詳情將會另行通知。(學員

請依據課程時間表上課。) 

 若上課期間懸掛黑色暴雨警

告，課堂將繼續而不會另行補

課。 

三號颱風或以

上 /紅色暴雨

訊號 

 若訊號於上課節數的上課時間

前 2 小時仍懸掛，該節課程將會

取消，本會將安排補課，補課詳

情將會另行通知。(學員請依據課

程時間表上課。) 

 若訊號於上課節數的上課時間 2

小時或之前除下，該節課程將會

照常上課，本會不會另行安排補

課。 

 若上課期間懸掛三號颱風或以

上/紅色暴雨訊號，課堂將即時終

止，本會將安排補課，補課詳情

將會另行通知。 

一號或三號颱

風或黃色 /紅

色暴雨訊號 

 所有課程照常上課，本會不會另

行安排補課。  
雷暴 /黃色暴

雨訊號或下雨 

導師及學員須先到達集合地點，由導

師瞭解實際情況後作決定。如決定繼

續該節課程，本會不會另行安排補

課；如決定終止該節實習課程，本會

將安排補課，補課詳情將會另行通

知。(學員請依據時間表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