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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員證書課程       P.3
居家照顧技巧工作坊      P.4
抽血及靜脈導管插入 ( 基礎證書 ) 課程    P.5
復康助理—職業及物理治療助理證書課程   P.6-7

手力急救證書課程      P.8
政府認可急救證書課程      P.9
成人心肺復甦法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證書課程  P.10
1 天急救證書覆修課程      P.11
美國心臟協會—基本生命支援術證書課程   P.12
美國心臟協會—氣道及呼吸處理課程    P.13
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證書課程     P.14

長者生命教育輔導技巧證書課程     P.15
認識認知障礙症及輔導技巧證書課程    P.16

「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認證訓練課程   P.17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認證訓練課程   P.18
國際認可愛笑瑜伽領袖認證課程     P.19

伸展導師證書課程      P.20
彈力帶導師證書課程      P.21

香薰治療認識及應用課程     P.22
怡老按摩十二式工作坊      P.23

課程報名表格及須知        P.24-25

1.	 如在上課時間前，天文台宣布現正懸掛或於未來兩小時內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 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極端情況」，所有課堂均會即時取消。補課安排將另行通知。

2.	 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 /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極端情況」在以下情況除下，課堂會照常進行：

一、上午七時或以前除下，所有課堂會照常進行；	

二、正午十二時或以前除下，下午二時或以後舉行之課堂會照常進行；	

三、下午四時或以前除下，下午六時或以後舉行之課堂會照常進行。

3.	 當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上課時間內懸掛，所有課堂會照常進行。

中心亦提供企業／機構培訓服務，歡迎電郵至ptc@ychss.org.hk 查詢，我們會有專人聯絡貴公司。
*9-12 月部份課程經已滿額，最新資訊會於網站發放，敬請留意；亦歡迎訂閱本中心電子課程通
訊，免費獲取最新消息。

為保障學員及導師安全，中心會推行適當的防疫措施，
並會因應疫情最新狀況，安排合適的課程轉為網上授課。

目
錄

復健支援

運動治療

輔導支援

國際認證

生命支援

專業醫護

惡 劣 天 氣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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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01212230

課程內容

護理員證書課程 ( 第 11 班 )

近十年安老服務需求不斷增長，未來的趨勢預計會一直提
升，對於服務質素的要求亦需提高，因此需要大量細心、
認真及專業的護理員照顧長者的身、心理和精神健康。

現時護理服務行業的對象，包括長者、復康人士、幼兒
等，本課程覆蓋各項護理員的應用技巧及服務知識，並
以長者的日常照顧為學習媒介，讓學員學以致用，以實
例靈活套用到工作環境，務求提升業界護理水平。

【本課程設有考核】

資深註冊護士及資深物理治療師

小六或同等學歷；適合有意投身安老服務行業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年 10月 2日、9日、16日、23日及 30日（星期六，共 5堂）*滿額
時間：	9:30am	 - 	5 :3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 :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	$2 ,150
	 $1 ,500（早鳥優惠：於 2021年 9月 18日或之前付款）
	 $1 ,5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1 ,400（仁濟員工 /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1 ,400（本中心舊生專享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出席率達 100% 並通過考核（筆試及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
培訓中心培訓中心簽發之護理員證書護理員證書，證書永久有效。（不合格者補考費用為 $200）（不合格者補考費用為 $200）

粵語授課
中文教材

1.	 長者生理、心理及社交轉變

2.	 長者相處及溝通技巧

3.	 護理員的角色及責任	

4.	 基本生命表徵觀察及量度

5.	 長者常見疾病和護理方法

1.	 外出活動安全守則
2.	 小組帶領技巧
3.	 常見的老人疾病—認識及處理方法
4.	 扶抱技巧及輔助器具使用

6.	 長者基本起居照顧及護理技巧（個人衛生）
7.	 長者基本起居照顧及護理技巧（餵食技巧）
8.	 感染控制須知	
9.	 長者常見傳染病及處理方法
10.	藥物的基本認識
11.	壓瘡及其護理

單元 1：護理部份

單元 2：物理治療助理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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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要上門或在家照顧長期病患或弱老人士？
你有否面對以下問題：
1.	 扶抱或使用輪椅時感吃力；
2.	 對於選擇輔助用具或輪椅感到迷惘；
3.	 不知怎樣扶助受照顧者安全上落樓梯或交通
工具；

4.	 如何打造安全合適的家居空間？

本課程由職業治療師主持，講授各項照顧技巧，
以及與你一起實習使用不同的輔助工具和輪椅，
讓你切實掌握和提升家居照顧技巧。

居家照顧技巧工作坊 ( 第 6 班 )

課程內容

1.	 年長與跌倒風險

2.	 步行輔助用具的使用及保養

3.	 輪椅操作技巧及保養

4.	 基本扶抱轉移技巧

5.交通工具的運用

6.家居環境改善

7.家居運動

8.哽咽風險與餵食技巧

資深職業治療師

適合護理員 (PCW)、保健員 (HW)、上門護理工作者、需要照顧居家體弱者或
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2021年 9月 27日（星期一）
時間：9:30am	 - 	5 :3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 :30pm）
地點：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700
	 $680（早鳥優惠：於 2021年 9月 13日或之前付款）
	 $65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65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65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出席率達 100%，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簽發之出席證書出席證書。

粵語授課
中文教材

課程編號：01212241

工作坊著重實務技巧，
多實踐練習。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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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完成課程後，應能︰
1.	 認識香港抽血技術員之職責
2.	 認識抽血技術員在工作崗位上的運作流程
3.	 掌握最新之抽血、靜脈導管插入技術

*此課程為基礎課程，修畢後不可為真人抽不可為真人抽
血血，學員必需修讀「抽血技術、靜脈導管
插入及心電圖操作文憑課程」，才合資格
註冊抽血技術員認證牌照，成為香港抽血
技術員協會註冊抽血技術員。

課程內容
1.	 常用的靜脈血管位置

及循環系統認識

2.	 基本抽血技術

3.	 基本抽血原理

4.	 血樽種類及基本液化驗項目

5. 	 靜脈輸液原理及併發症

6. 	 輸液介紹及插入步驟

7. 	 抽血及靜脈導管插入技術練習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代表

中學畢業；適合註冊／登記護士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第 28班：2021年 10月 4日及 10月 11日（星期一，共 2堂）*滿額

	第 29班：2021年 12月 6日及 12月 13日（星期一，共 2堂）

時間：	10 :00am	 - 	5 :0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 :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	$2 ,700

	 $2 ,400（早鳥優惠：第 28班：於 2021年 9月 20日或之前付款

		第 29班：於 2021年 11月 22日或之前付款）

	 $2 ,2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2 ,2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2 ,20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備註：請穿著運動鞋，切勿穿涼鞋、拖鞋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1.	 出席率達 100% 及通過考核（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香港專業護理學會香港專業護理學會簽發之抽抽
血及靜脈導管插入（基礎證書）課程出席證書血及靜脈導管插入（基礎證書）課程出席證書，證書有效期 2年。

2.	 註冊或登記護士考試合格可獲	11CNE	Points11CNE	Points。

課程編號：01212255、01212256

所有練習及考試所有練習及考試
均使用模擬假手均使用模擬假手

抽血及靜脈導管插入（基礎證書）課程（第 28、29 班）

【本課程設有考核】

注意：如閣下是註冊或登記護士，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粵語授課，中文教材
輔英文專業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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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職業治療助理訓練
1.	 職業治療概念	
2.	 職業治療服務範疇	
3.	 人體解剖學淺談	
4.	 認識職業治療儀器、復康用品及應用	
5.	 認識腦退化症、長者精神病及治療策略

6.	認識中風、骨折及內科復康
7.	環境設計概念及常見應用情況
8.	輪椅認識、使用及簡單維修
9.	訓練與活動
10.	如何處理長者的行為問題

1.	 物理治療概念、類別及方法		
2.	 骨骼、神經、循環和呼吸系統相關知識
3.	 常見骨骼關節、腦神經及心肺疾病的物
理治療

4.	 物理治療儀器（電療／運動器具簡介）
5.	 助行器的使用技巧
6.	 運動治療

單元 2：物理治療助理訓練

隨著人口老化，政府近年增撥資源加強安老

及復康服務，每年經常性開支增加 10%，高

達 37 億！安老服務行業回應社會需要，均開

設相關支援職位—職業／物理治療助理	(OTA	/	

PTA)。

現時公營醫院、私營醫院、安老院舍、護理院、

復康中心等機構都會聘請	OTA	/	PTA	( 或相關

職位 )	協助職業／物理治療師進行復康治療工

作，如：為長者帶領治療小組及執行簡單的復

康運動。

面對社會大量需求，本院專門為從事護理行業

者開辦「復康助理－職業及物理治療助理證書

課程」，以應付工作所需。

完成課程後，你應能協助職業治療師 (OT) ／

物理治療師 (PT) 於家居、院舍、日間中心為長

者提供職業／物理治療。

【本課程設有考核】

復康助理 Rehabilitation Assistant 

課程編號：01212249、01212251

復康助理—職業及物理治療助理證書課程（第 61、62 班）

學習正確執行

單元 3：復康護理實務技巧

1.	提舉重物
2.	扶抱移位技巧、方法

3.	輪椅／高背椅操作
4.	跌倒處理

5.	協助長者步行
6.	伸展運動

課程內容
粵語授課，中文教材
輔英文專業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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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由經驗豐富的資深職業治療師及資深物理治療師設計和教授，內容符

合業界要求和水平。

日期：	 第 61班：2021年 9月 8日、15日、29日、10月 6日及 13日（星期三）*滿額

	 第 62班：2021年 11月 6日、13日、20日、27日及 12月 4日（星期六）* 滿額

地點：	第 61 班：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室

	 第 62 班：仁濟醫院朱佩音老人中心—葵涌葵盛西邨第一座 621-624 及 626 室

時間：	9:30am	-	5:3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30pm）

費用：	$4,500

	 $4,100（早鳥優惠：第 61 班：2021 年 8	月 25 日或之前付款

第 62 班：2021 年 10	月 23 日或之前付款）

	 $4,0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3,9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3,900（本中心舊生優惠）

學歷中三或以上；適合持有護理員 (PCW)、保健員 (HW)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出席率達 100%並通過考核（筆試及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仁濟醫院社會服務
部專業培訓中心部專業培訓中心簽發之復康助理—職業及物理治療助理證書復康助理—職業及物理治療助理證書，證書永久有效。
（不合格者補考費用為 $200）（不合格者補考費用為 $200）

資深職業治療師及資深物理治療師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證書

課程資料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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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力急救」是一項非入侵性的生命支

援工具，備受急救員採用。手力急救由

中醫楊志滔博士提出，根據中國傳統針

灸原理，以指壓配合摩擦生熱，以舒緩

傷患者痛楚；繼而在特定穴位施以不同

程度的壓力，以產生所需效用。

手力急救證書課程（第 10 班）

課程內容

手力急救協會代表

13 歲或以上；適合護理員 (PCW)、復康助理 (RA)、保健員 (HW)、社工或
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 年 12 月 1日、8日及 15 日（星期三，共 3堂）

時間：	7:00pm	-	10:0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	$460

	 $42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或之前付款）

	 $4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4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40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 及通過考核（實務試），可獲發由香港拯溺總會香港拯溺總會簽發之手力急救證書手力急救證書，
證書永久有效。

粵語授課
中文教材

課程編號：01212257

本課程學習基本理論、穴位認識、指力按壓技巧，並主要教授 18個穴位，
用於處理 11 種意外，包括：輔助心肺復甦、休克／昏迷／暈厥、中暑、
舟車暈浪、鼻出血、一般頭痛、腹痙攣、小腿肌肉抽筋、足趾抽筋、暴寒、
腦癇症。

證書申領需時，本中心一般會於課堂完結後六證書申領需時，本中心一般會於課堂完結後六
至八個星期通知獲發證書之學員到中心領取。至八個星期通知獲發證書之學員到中心領取。

【本課程設有考核】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及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9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及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根據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所有行業每 150 名

僱員須有 1人為合資格急救員。急救就是意外或急

病時，向傷病者提供的緊急救助，包括在救援人員

到達之前進行的個人急救。急救知識不單可幫助拯

救性命，也能協助有關人士在危險環境下決定救助

傷者的先後次序，盡量減輕傷亡情況及保障最多人

的安全。

政府認可急救證書課程（第 21 班）

課程內容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代表

13歲或以上；適合護理員 (PCW)、復康助理 (RA)、保健員 (HW)、社工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 年 9月 9日、16 日、23 日、30 日及 10 月 7日（星期四，共 5堂）*滿額

時間：	 9:15am	-	5:45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30pm）

（第五天 9:30am	-	4:30pm，不參加 ACPR+AED* 者 1:30pm	-	4: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	 $750

	 $68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8月 26 日或之前付款）

	 $65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65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650（本中心舊生優惠）

（上述費用不包括成人心肺復甦法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 (ACPR+AED) 證書課程）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特別優惠

出席率達 80% 或以上及通過考核（筆試及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香港專業護理學會香港專業護理學會簽
發之職業急救證書職業急救證書，證書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證書有效期 3年。

課程編號：01212234

1.	 傷口包紮
2.	 急救學原則，傷病者檢查
3.	 內科急症
4.	 窒息和哽塞骨骼、關節及肌肉之損傷
5.	 心肺復甦法，環境造成之傷害

6.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介紹
7.	 燒傷和燙傷
8.	 人事不省，傷病者搬運
9.	 休克和出血
10.	 急救箱之裝備和有關法例

急救的重要性

考試內容 : 甲 : 筆試；乙 : 實務試
1. 心肺復甦法 2. 外出血急救處理 3. 骨折急救處理

考試如一至兩項不合格可
申請補考一次，但須於六
個月內完成各項補考，費
用為 $250（一科），三科
或以上不及格者，須重新
報讀。

課程當日請自備一條大浴巾，以作課程練習之用。

【本課程設有考核】

*凡報讀本課程加 $50 即可報讀３小時成人心肺復甦法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 (ACPR+AED)
證書課程 (P.10)，考試合格者可獲發證書，如只單獨報讀 ACPR+AED 訓練課程，費用為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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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英文：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縮寫：AED），是一

種可以攜帶的醫療設備，它可以診斷特定

的心律不正，並且給予去顫電擊，專門為

急救瀕臨猝死病患的儀器。現時，部份港

鐵車站及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場

地，均有設置自動心臟去顫器。

成人心肺復甦法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
證書課程（第 21 班）

課程內容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代表

13歲或以上；適合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 年 10 月 7日（星期四）*滿額
時間：	9:30am	-	12: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	$280
	 $25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25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25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 及通過考核（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香港專業護理學會香港專業護理學會簽發

之成人心肺復甦法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證書成人心肺復甦法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證書，證書有效期 3年。

課程編號：01212235

1.	 簡介心肺功能和結構

2.	 對心臟病的認識和預防

3.	 成人心肺復甦法

4.	 心臟解剖生理學

【本課程設有考核】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及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粵語授課，中文教材
輔英文專業名詞

5.	 心臟停頓時之心律

6.	 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之理論

7.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流程

8.	 操作時的注意事項



11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及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請立即報讀「1天急救證書覆修課程」，為你

進一步加強急救專業技能及延續急救證書的有

效期。提提你，如你的急救證書已到期 6個月

後，須重新報讀 30小時須重新報讀 30小時之急救證書課程！

1 天急救證書覆修課程（第 20 班）

課程內容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代表

必須持有認可急救證書（即將到期或已到期不超過 6個月）必須持有認可急救證書（即將到期或已到期不超過 6個月）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第 509A 章第 17 條下，曾受急救訓練的人須為任何以下人士	：

i.	 持有由聖約翰救傷隊、醫療輔助隊或香港紅十字會發出的急救合資格證明書的人；或

ii.	 屬《護士註冊條例》(	第	164	章	)	所指的註冊護士	的人；或

iii.	 已完成急救訓練課程並持有由處長認可的組織所發出的證明已完成該課程的證明書的人。

規例所指的組織詳見勞工處網頁：https://www.labour.gov.hk/tc/faq/oshq12_whole.html

日期：	 202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滿額

時間：	 9:00am	-	5:0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30pm）

	 6:00pm	-	9:00pm（考試）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	 $700

	 $50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0 月 8日或之前付款）

	 $4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4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400（本中心舊生優惠）
（上述費用不包括敷料包，參加者請自備。如需購買，每份 $60，請與學費一併繳付。）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 及通過考核（筆試及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香港專業護理學會香港專業護理學會簽發之職業急救職業急救
證書證書，證書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證書有效期 3年。

課程編號：01212236

1.	 心肺復甦法
2.	 出血包紮法
3.	 骨折包紮法

急救證書即將到期？還是已經到期？

1. 報名時請把現有急救證書的副本電郵至 ptc@ychss.org.hk 或 whatsapp 至 5299 2221，須清楚顯示姓名、

頒發機構及有效日期。

2. 報名時請提供有效的電郵地址，本中心將把筆試的試題庫（參考）電郵給你，為當天考試做好準備。 

3. 課程當日請自備敷料包（或以 $60 購買）及一條大浴巾，以作課程練習之用。

考試內容
1.	 出血包紮處理（實務試）
2.	 骨折包紮處理（實務試）
3.	 成人心肺復甦法（實務試）
4.	 筆試

粵語授課，中文教材
輔英文專業名詞

【本課程設有考核】



12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及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基本生命支援術為前線醫護人員必需熟練的急

救課程，面對瞬息萬變的病情變化，唯有扎實

的基本訓練及配合臨床經驗的累積，才能在病

人生死關頭時作出最正確的決定及處理。

課程以案例導向教學，實習操作等方式，使學

員在處理傷病者時，能發揮系統性思考及提供

快捷，正確有效之臨床處理，使病者獲得最完

善的醫療照顧。

美國心臟學會—基本生命支援術證書課程 ( 第 17 班 )

課程內容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代表—美國心臟學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認可導師

適合各級醫護人員，包括護士、醫療技術員(EMT)、前線醫護人員或對課程有

興趣人士，具英文閱讀能力為佳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
時間：12:30pm	-	5:30pm（不設午膳時間）
地點：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	$730
	 $63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1 月 11 日或之前付款）
	 $6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6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60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1.	 出席率達 100% 及通過考核（筆試及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美國心臟協會美國心臟協會簽發之
基本生命支援術證書基本生命支援術證書，證書有效期 2 年。

2.	 註冊或登記護士考試合格可獲 4	CNE	Points4	CNE	Points。

課程編號：01212237

1.	 心肺復甦法

2.	 哽塞處理	

3.	 膠囊及面罩復甦器之使用

4.	 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之使用

【本課程設有考核】
粵語授課，
英文教材（電子課本）

注意：如閣下是註冊或登記護士，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課程使用英文電子課本，學員
需透過官方 APPs 自行下載



13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及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氣道及呼吸處理為前線醫護人員必需熟練的急

救課程。本課程以案例導向教學，實習操作等

方式，使學員在處理傷病者時，能發揮系統性

思考及提供快捷，正確有效之臨床處理，使病

者得最完善的醫療照顧。

美國心臟學會—氣道及呼吸處理課程（第 10 班）

課程內容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代表—美國心臟學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認可導師

適合各級醫護人員，包括護士、醫療技術員(EMT)、前線醫護人員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
時間：	 1:00pm	-	5:00pm（不設午膳時間）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23樓 A室
費用：	 $850
	 $67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1 月 12 日或之前付款）
	 $600	/ 每位 ( 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6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60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1.	 出席率達 100% 及通過考核（筆試及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美國心臟協會美國心臟協會簽發之氣道氣道

及呼吸處理證書及呼吸處理證書，證書有效期 2 年。

2.	 註冊或登記護士考試合格可獲	3	CNE	Points3	CNE	Points。

課程編號：01212238

1.	 氣道解剖學

2.	 徒手氣道處理，環狀軟骨下壓術 (Cricoid	Pressure)	

3.	 抽吸技巧 (Suction)

4.	 口咽膠喉 (OPA)、鼻咽膠喉 (NPA)、復甦氣袋 (BVM)

5.	 雙導管 (Combitube)、LT	氣道、喉罩 (LMA)	

6.	 氣管內導管 (End	tracheal	tube)、	食道球監測器 (Esophgeal	detector	device	-	EDD)、	

潮汐二氧化碳探測器 (Colormetric	ETCO2	detector)	

7.	 阻抗閥 (ResQpod	/	ITD)	應用

【本課程設有考核】
粵語授課
中文教材

注意：如閣下是註冊或登記護士，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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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急救」概念源自澳洲，其目的與一般生理急救之理念大

致相同。當市民遇上精神突發事故而又未能即時獲得專業治療時，

若有受過「精神健康急救」訓練人士在旁，可即時提供援助，以維

護當事人及身邊人的安全、防止當事人的精神問題進一步惡化、促

進精神問題的康復，並紓緩當事人的痛苦和困擾。

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證書課程（第 34 班、第 35 班）

課程內容

認可精神健康急救導師，註冊社工

15歲或以上；適合從事社福界、醫護界、顧客服務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第 34 班：2021 年 9月 17 日及 24 日（星期五，共 2堂）*滿額

	 第 35 班：2021 年 10 月 21 日及 28 日（星期四，共 2堂）

時間：	 10:00am	-	5:0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880

	 $78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9月 3日或之前付款

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0 月 7日或之前付款）

	 $76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76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76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及通過考核（筆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香港心理衛生會香港心理衛生會簽發之「精神健康「精神健康
急救基礎課程」修業證書急救基礎課程」修業證書，證書永久有效。

課程編號：01212239、01212254

單元 1：簡介精神健康問題及精神健康急救

單元 2：精神健康問題的急救

單元 3：精神健康危機的急救指引
費用已包括「精神健費用已包括「精神健
康急救手冊」乙本康急救手冊」乙本

甚麼是「精神健康急救」?甚麼是「精神健康急救」?

1.	 當遇到精神受困擾人士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危險時，能辨識其精神問題及評估危險
程度而作出適當介入，盡力維護生命。

2.	 提供即時協助及情緒支援，防止當事人的精神問題進一步惡化。
3.	 鼓勵當事人尋求專業協助，促進其精神健康的康復。
4.	 提供相關資訊及自助技巧，紓緩當事人的困擾及痛苦，助其平復情緒，化解危機。

學懂「精神健康急救」，你將有把握做到：學懂「精神健康急救」，你將有把握做到：

粵語授課
中文教材

備註：請自備清水。

【本課程設有考核】



15備註：請自備清水。

生老病死雖然是人生的必經階段，但當談論死亡時，往往不容易被人接受，原因

可能與個人的文化、背景和性格有關。假如能協助長者為自己作好心理準備、計

劃及安排人生的最後階段，以積極及正面態度面對死亡及進行準備，圓滿其人

生，這亦是別具意義的工作。

課程重點：

1.	生命教育的概念和理論；2.	生命回顧的概念、種類及運用；3.	長者面對死亡

的心理特質及其輔導技巧；4.	推行生命教育的實務技巧及個人準備。

長者生命教育輔導技巧證書課程（第 6 班）

課程內容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輔導心理學家

適合社工、醫療服務工作者、安老服務工作者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 年 9月 28 日、10 月 5日、12 日	、19 日及 26 日 ( 星期二，共 5堂 )
時間：	7:00pm	-	9:0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2,200
	 $1,90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9月 14 日或之前付款）
	 $1,8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1,8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
	 $1,80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及通過考核（筆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
培訓中心培訓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聯合簽發之證書證書。

課程編號：01212247

提升學員對長者生命教育的認識，加強協助長者對這方面的認知，並學習相關的
知識和輔導技巧，以應對工作或生活上的需要。

【本課程設有考核】

1.	 了解生命教育的理念和意義

2.	 了解華人對於「善終」的概念

3.	 協助長者為死亡作預備之「二人三囑」模式

4.	 生死教育之改變階段評估架構

5.	 8A 生死心理教育模式

6.	 了解長者對死亡的預備程度

7.	 推行生命教育時的活動設計

8.	 推行生命教育時的自我準備

與香港樹仁大學輔
導暨研究中心合辦

粵語授課；中文教材
輔英文專業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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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大致分為五大類，當中包括

常見的阿茲海默症、血管性認知障礙症，

以及比較不常見的散播性路易氏體認知

障礙症、額顳葉型認知障礙症、亨廷頓

舞蹈症。不同類型的認知障礙症的病理

發展及成因各有不同，前期及晚期的認

知障礙症患者的心理需要亦有不同，處

理方法亦應因時制宜。

認識認知障礙症及輔導技巧證書課程（第 7 班）

課程內容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輔導心理學家

適合社工、醫療服務工作者、安老服務工作者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3 日、11 月 30 日、12 月 7日	、14 日及 28 日（星期二，共 5堂）
時間：	7:00pm	-	9:0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2,200
	 $1,90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1 月 9日或之前付款）
	 $1,8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1,8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1,800（本中心舊生優惠 )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及通過考核（筆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
訓中心訓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聯合簽發之證書證書。

課程編號：01212253

讓學員認識認知障礙症及識別方法，建立有效的溝通模式及方法。

【本課程設有考核】

1.	 認識認知障礙症的分類、特徵、成因及治療

2.	 識別認知障礙症的評估工具應用，如簡短心智狀態測驗	(MMSE)	及蒙特利爾認知評估	(MoCA)

3.	 以多媒體及個案分享，了解患者的心理變化及需要，輔導及介入技巧

4.	 照顧者的自我照顧策略

5.	 預防認知障礙症的方法

與香港樹仁大學輔
導暨研究中心合辦

粵語授課；中文教材
輔英文專業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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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粉彩 Pastel	Nagomi	Art® 源自日本，由細
谷典克先生 (Hosoya	Noorikatsu) 創辦，是一種
用手指頭配合乾粉彩作畫的獨特繪畫藝術。
日本和諧粉彩 Pastel	Nagomi	Art®	中 Nagomi
的日文漢字為「和」，是和諧的意思，細谷典
克先生在 2003 年成立 JPHAA( 日本希望粉彩
藝術協會 )，目的是透過推廣指繪藝術融合社
會，這種簡單卻又具有療癒力的繪畫方式，能
彩繪個人內在色彩，為心靈帶來和諧、平靜和
滿足。

「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認證訓練課程（第 5 班）

課程內容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註冊社工

18歲或以上；適合從事教育或社會服務、期望發展第二事業、對畫畫有興趣人士
（無需具備任何繪畫基礎）

日期：	 2021 年 12 月 1日、8日及 15 日（星期三，共 3堂）

時間：	 9:00am	-	5: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5,800

	 $5,00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或之前付款）

	 $4,5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4,5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4,500（本中心舊生優惠 )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1.	 認證費用及要求：JPHAA 證書認證費用JPHAA 證書認證費用：$1500（於上課時繳交），課程出席率需達 100%並
於完成課程後一個月內遞交 3幅特定題目的畢業作業和一份文字功課。（證書永久有效，由創
辦人細谷先生簽發，需時約3-4個月，獲取證書後可開辦「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和工作坊。）

2.	 出席率達 100%，可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簽發之出席證明信出席證明信 (只持有出席
證明信者，不能開辦體驗班和工作坊 )。

課程編號：01212243

1.	 學習和諧粉彩畫的繪畫技巧
2.	 完成18幅畫作（主題有春夏秋冬、風景、音樂、五感、喜怒哀樂等）
3.	 教學和經驗分享

•	 課程會依從創辦人細谷先生使用指定教材和整套工具。

•	 修畢準指導師課程並獲 JPHAA發出證書的學員，可開辦「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和工作坊。

•	 修畢正指導師課程並獲 JPHAA發出證書的學員，可開辦「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工作坊、

準指導師課程和正指導師課程。

備註：請自備濕毛巾作清潔之用；請自備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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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粉彩 Pastel	Nagomi	Art® 源自日本，由細谷典克先生

(Hosoya	Noorikatsu) 創辦，是一種用手指頭配合乾粉彩作

畫的獨特繪畫藝術。

日本和諧粉彩 Pastel	Nagomi	Art®	中 Nagomi 的日文漢字

為「和」，是和諧的意思，細谷典克先生在 2003 年成立

JPHAA（日本希望粉彩藝術協會），目的是透過推廣指繪

藝術融合社會，這種簡單卻又具有療癒力的繪畫方式，能

彩繪個人內在色彩，為心靈帶來和諧、平靜和滿足。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認證訓練課程（第 5 班）

課程內容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註冊社工

必需修畢和已申請認證「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認證訓練課程或
已完成「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認證訓練課程

日期：	 2021 年 12 月 3日（星期五）
時間：	 9:30am	-	5: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3,500
	 $2,90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或之前付款）
	 $2,5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2,5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2,500（本中心舊生優惠）
	 ** 特別優惠：凡登記加入仁濟義工團可享優惠 $2,500	/	每位 **** 特別優惠：凡登記加入仁濟義工團可享優惠 $2,500	/	每位 **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課程編號：01212244

1.	 完成教案「票選教案 B」畫作

2.	 教學和經驗分享

•	 修畢正指導師課程並獲 JPHAA 發出證書的學員，可開辦「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

工作坊、準指導師課程和正指導師課程。

•	 如你想成為「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必須完成正指導師課程內 8個指定教案的

其中之一，並透過教授的導師向日本 JPHAA 協會申請成為正指導師。

備註：請自備準指導師課程所有工具（導師會提供畫紙、形版紙和定色劑）；請自備清水。

立即加入立即加入
仁濟義工團仁濟義工團

1.	 認證費用及要求：JPHAA 證書認證費用JPHAA 證書認證費用：$2200（於上課時繳交），課程出席率需達 100%。（證書
永久有效，由創辦人細谷先生簽發，需時約 3-4 個月，獲取證書後可開辦「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
工作坊、準指導師課程和正指導師課程。）

2.	 出席率達 100%，可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簽發之出席證明信出席證明信（只持有出席證明
信者，不能開辦準指導師課程和正指導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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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不適合患有心臟病、疝氣、嚴重痔瘡、癲癇、嚴重的背痛、三個月內動過任何大手術、課程不適合患有心臟病、疝氣、嚴重痔瘡、癲癇、嚴重的背痛、三個月內動過任何大手術、
子宮切除術、懷孕、流行性感冒、肺結病、青光眼，以及身體有任何不適的人士參加。子宮切除術、懷孕、流行性感冒、肺結病、青光眼，以及身體有任何不適的人士參加。

你打算為員工／服務使用者提供減壓工作坊嗎？	

你有計劃為企業建立開心工作間嗎？	

又或者你想擁有健康的身心嗎？

成為 Certified	Laughter	Yoga	Leader	(CLYL) 你可以：成為 Certified	Laughter	Yoga	Leader	(CLYL) 你可以：
1.	 為企業／學校／社福機構提供 Laughter	Yoga 工作坊；

2.	 為自己提升快樂指數；

3.	 成立 Laugher	Club，帶給他人健康和快樂。

課程特色課程特色
1.	 證書由 Laugher	Yoga	University 簽發，國際認可；

2.	 課程設計配合個人及企業應用，並採用官方正版教材。

國際認可愛笑瑜伽領袖認證課程（第 16 班）

課程內容

適合社工、老師、培訓師、管理人員，以及想擁有健康身體人士

Laughter	Yoga	University 認可愛笑瑜伽發證導師

日期：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及 11 月 3日（星期三，共 2堂）

時間：	 10:00am	-	5:0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2,700

	 $2,50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0 月 13 日或之前付款）

	 $2,400	/	每位 ( 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2,4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2,40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及通過考核（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印度愛笑瑜伽大學印度愛笑瑜伽大學簽發之國際認可國際認可
愛笑瑜伽領袖認證 (Certified	Laughter	Yoga	Leader愛笑瑜伽領袖認證 (Certified	Laughter	Yoga	Leader))，證書永久有效。

課程編號：01212231

單元一：LY 歷史與核心知識單元一：LY 歷史與核心知識
◆	5 個重點		 ◆	3 個原因
◆	4 大步驟	 ◆	5 大好處

單元二：LY	Exercises單元二：LY	Exercises
◆	40 個熱門 LY	Exercises
◆	30 個精選及不同的 LY	Exercises
◆	團隊及企業 LY	Exercises
◆	Laughter	Meditation
◆	Bonus	activity:	Gibberish

單元三 :	Grounding	Exercises單元三 :	Grounding	Exercises
	◆	Yoga	Nidra
◆	Ho	Ho	Ha	Ha	Grounding	Dance
◆	Humming	Meditation
單元四：LY 應用及技術整合單元四：LY 應用及技術整合
			◆	你知道為甚麼叫 Leader，而不是 Facilitator,	
Coach,	Trainer 嗎 ?

◆	LY 主要產品是「Health」和「Happiness」，	
那麼 LY的副產品是甚麼？

◆	如何成立大笑俱樂部 ?

【本課程設有考核】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勿穿裙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送官方手冊乙本送官方手冊乙本
及瑜伽墊乙張及瑜伽墊乙張

粵語授課，中文教材
輔英文專業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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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成為伸展導師嗎？	你想成為伸展導師嗎？	
你有沒有發覺越來越多人需要做職業／物理治療？	

你又知不知道，其實透過合適的伸展運動，是可以

舒緩痛症！	

一個理論與實踐的課程，使你能透過正確的伸展運

動來幫助自己和他人處理和舒緩痛症。

伸展導師證書課程（第 38 班）

課程內容

適合從事復康、護理服務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代表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3 日、30 日及 12 月 7日（星期二，共 3堂）*滿額
時間：	9:30am	-	5:3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30pm）
考試日期：202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

考試時間：9:00am	-	2:0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3,100
	 $2,78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1 月 9日或之前付款）
	 $2,70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2,70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2,70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完成指定功課及通過考核（筆試及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仁濟醫院

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與香港伸展運動學會香港伸展運動學會聯合簽發之伸展導師證書伸展導師證書，證書有效期 3年。

課程編號：01212252

1.	 伸展簡介

2.	 基礎運動理論	

3.	 肌理學		

4.	 伸展的重要性	

5.	 柔軟度的種類	

6.	 伸展的種類	

7.	 伸展運動處方原理	

8.	 柔軟度測試

9.	 身體各肌肉的伸展

【本課程設有考核】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勿穿裙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送每位參加者送每位參加者瑜伽瑜伽
墊乙張墊乙張

伸展系列課程
合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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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力帶是一種能有效鍛鍊肌肉質量的工具，種類五花八

門，訓練方式及功能亦千變萬化。本課程剖析不同彈力

帶的設計及功能，因應人們對身體不同需求來設計出一

系列彈力帶訓練計劃，滿足不同需要。

課程設有實習課，實習課分了四個專題訓練，包括：伸

展與核心肌群、主要肌群、痛症強化及競賽專訓，希望

讓學員更全面使用彈力帶，方便快捷之餘更見成效。

彈力帶導師證書課程（第 8 班）

課程內容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代表

日期：	 2021 年 10 月 5日、12 日及 19 日、26 日（星期二，共 4堂）

時間：	 10:00am	-	5:00pm（午膳時間約 12:30pm	-	1:30pm）

考試日期：2021 年 11 月 2日（星期二）

考試時間：9:00am	-	1:0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3,800

	 $3,10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9月 21 日或之前付款）

	 $3,020	/ 每位 ( 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3,02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3,02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完成指定功課及通過考核（筆試及實務試），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仁濟醫院
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與香港伸展運動學會香港伸展運動學會聯合簽發之彈力帶導師證書彈力帶導師證書，證書永久有效。

課程編號：01212240

1.	 運動前須知及安全守則

2.	 彈力帶原理及種類

3.	 肌肉收縮原理及種類

4.	 四大功能訓練方式

5.	 彈力帶伸展及核心肌群鍛鍊

6.	 彈力帶主要肌群訓練

7.	 彈力帶痛症運動強化

8.	 彈力帶競賽運動專訓

【本課程設有考核】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勿穿裙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送每位參加者三條不同力度送每位參加者三條不同力度
彈力帶及瑜伽墊乙張彈力帶及瑜伽墊乙張

伸展系列課程
合辦機構：

必須持有伸展導師證書課程證書伸展導師證書課程證書、有關專業證書或特別試合格人士	
（詳情請向本中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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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治療可帶來身心靈的健康，對不

同年齡人士均有功效。本課程以專業

香薰治療的角度，教導學員相關的實

用手法及注意事項，如何為長者及上

肢筋肌勞損人士處理身體不適。

香薰治療認識及應用課程（第 7 班）

課程內容

資深職業治療師（英國 IFA 國際認可香薰治療師）

適合護理員(PCW)、復康助理(RA)、保健員(HW)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 年 10 月 22 日、29 日及 11 月 5日（星期五，共 3堂）

時間：	7:00pm	-	9:3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1,300

	 $1,10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0 月 8日或之前付款）

	 $1,060	/ 每位（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1,06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1,06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簽發之出席證書出席證書。

課程編號：01212246

1.	 認識香薰治療及精油運用

2.	 學習肢體、頭肩頸的按摩

3.	 了解香薰治療對中風、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幫助

粵語授課
中文教材

備註：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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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請穿著輕便服裝，勿穿裙或高跟鞋；請自備清水。
	 如需額外加購怡老按摩實務手冊，費用 $50/ 本。

仁濟「怡老按摩」十二式具有行氣活血、疏通經

絡、調和臟腑、固扶陽氣的功效，作為一種非藥物

治療方法，易學、易用、安全及無副作用，療效肯

定，值得在家庭、社區中心及安老服務單位等進行

推廣。在香港大學中醫學院所進行的臨床研究中，

發現體質較為虛弱的長者接受此套手法治療後，許

多慢性病症如失眠、頭暈、頭痛、頸、肩、背僵硬

或疼痛等都得到很大程度的緩解，他們的整體健康

狀況及日常生活質量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怡老按摩十二式工作坊（第 15 班）

課程內容

資深物理治療師

適合護理員(PCW)、復康助理(RA)、保健員(HW)或對課程有興趣人士

日期：	2021 年 12 月 3日（星期五）
時間：	7:00pm	-	10:00pm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 室

費用：	$600
	 $480（早鳥優惠：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或之前付款）
	 $480	/ 每位 ( 二人同行或以上優惠）
	 $480（仁濟員工／醫管局醫院聯網員工優惠）
	 $480（本中心舊生優惠）

課程導師

課程對象

課程資料

證書
出席率達 100%，可即日即日獲發由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簽發之出席證書出席證書。

課程編號：01212248

1.	 開天門

2.	 分推坎宮

3.	 按揉太陽

4.	 揉抹面部

5.	 拿五經

6.	 按揉風池

7.	 按揉頸項部

8.	 按揉肩井

9.	 按揉天宗

10.	推橋弓

11.	拿肩井

12.	拿合谷

請自備一條毛巾請自備一條毛巾
( 約 13"	x	30")，以( 約 13"	x	30")，以
作課程練習之用作課程練習之用

送怡老按摩實務手冊乙本送怡老按摩實務手冊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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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讀 須 知

1.	 申請者必須符合有關課程資格，方可報名。一般以先到先得及額滿即止為原則。如該課程需進行個別面試及甄選，

本中心將於課程資料上清楚列明；如缺席面試甄選，則當放棄申請資格論；有關之甄選結果將有負責職員通知申請者。

2.	 本中心接受支票或銀行轉賬繳付課程費用，恕不接受現金付款。

3.	 申請者須填妥報名表格，郵寄或親身將劃線支票或入數紙正本遞交予本中心辦理，資料不全的報名表恕不受理。

4.	 申請者須自行留意上課日期及時間，除本中心所修改或取消課程外，將不會另行通知。

5.	 報名手續一經辦理，申請者不得轉報其他課程，費用及名額不得轉讓予他人。無論申請者退出或缺席課堂，已繳交

之學費將不獲退還〈除本中心取消有關課程外 )	。

6.	 所有課程之詳情以最新公佈為準，本中心保留更改任何資料之權利，有關之改動會盡快通知有關申請者。

7.	 本中心於辦公時間結束前三十分鐘不辦理報名手續。

8.	 本中心會因應社會、環境或其他狀況，決定授課模式（面授 / 網上 / 混合形式），並會將有關之安排或改動盡快通知

申請者，恕不接受退款

出 席 課 程 須 知

1.	 收據將於第一堂派發。

2.	 若閣下遺失收據，本中心將收取行政費 HK$50 補發收據。

3.	 課程只接受申請者本人出席，不可由別人代替或攜友陪同旁聽，否則本中心有權拒絕其出席課堂。

4.	 出席率以節數為單位計算 ( 上午、下午及晚上各計算一節 )，每節遲到或早退超過三十分鐘作缺席論。

5.	 所有本院錄影、錄像及照片版權全歸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所有。本院有權修改，發表及轉載任何活動過程之照片及

錄影片段而毋須通知或獲取出席者同意。

6.	 若不同意有關安排，可於課程開始前與負責職員說明。

7.	 除非獲得本中心批准，上課期間不得錄音、錄影或攝影。

8.	 有關課程之編排，導師會因應教學流程而可能作出修改，敬請留意。

證 書 安 排

學 員 申 請 補 堂 須 知

個 人 資 料 處 理

1.	 所有證書存放一年後銷毀，請盡快攜帶身份證明文件領取簽收。

2.	 除特別註明的課程外，出席率達 80%或以上，方可申請出席證書 / 證明信，費用為 HK$50 元。

3.	 如參加者遺失證書，請以書面或電郵申請補發。申請補發每份證書將收取行政費 HK$50，申請期限為課程完成後一

年內。

1.	 如因本中心特別安排或受天氣惡劣影響所需改動的課堂，中心會通知學員相關補課安排。

2.	 由學員提出的補堂申請必須於學員缺席之前或當日提出，並在課堂前致電或電郵本中心請假，本中心恕不接受事後

補辦手續。

3.	 學員必須提供有關的證明文件 ( 例如醫生紙、工作單位或學校證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本中心職員會按需要，要求

學員出示證明文件的正本。本中心在收妥表格及所有證明文件後，方會對有關申請進行處理。

4.	 所有補課安排以本中心的決定為準，在課程落實開班及尚餘學額的情況下，本中心方會為學員安排補課。

5.	 本中心職員會以電話或電郵通知學員補課詳情，請學員自行準時出席，並於上課前簽到，本中心恕不另行通知。

6.	 本中心只會為學員安排一次補課，恕不再另作安排。

1.	 本中心將運用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以通訊軟件 / 電郵 / 電話作為通訊聯繫之用。

2.	 閣下可選擇同意或拒絕本中心運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為意見收集、服務或課程推廣、發放宣傳品及提供行業資訊

之用。

3.	 本中心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妥善保管，絕對保密，亦不會轉交予他人作推廣之用。

4.	 所有本院錄影、錄像及照片版權全歸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所有。本院有權修改，發表及轉載任何活動過程之照片及

錄影片段而毋須通知或獲取出席者同意。

5.	 如欲更改個人資料，請盡快通知本中心職員辦理。

6.	 如欲查閱你的個人資料，請以書面申請，本中心將於收到有關申請後三十個工作天內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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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
Yan Chai Hospital Social Services Departm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Centre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為社工註冊局認可「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機構」，並為全港首間 NGO獲

頒「人才企業」，以表揚在「人才培訓及發展」工作有卓越表現的機構。本院專業培訓中

心（簡稱：PTC）為一間自負盈虧的單位，致力透過專業課程提升社福及醫護界服務質素，

為長者院舍、鄰舍中心、青少年及幼兒中心、醫院及學校培訓專業人才，不斷擴展服務範疇；

同時亦向市民提供導師訓練課程及增值課程，包括國際認證、生命支援、運動治療、輔導

支援等，以提供適切大眾的課程。

POSTAGE PAID 

HONG KONG 

CHINA

中國香港

郵資已付

Permit No. 
特許編號

6595
1

地址：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室（荔枝角港鐵站 B1出口步行 5分鐘）

電話：3643	0222		 Whatsapp：5299	2221	 	 傳真 :	3188	0342

電郵：ptc@ychss.org.hk	 網址：http://www.ychss.org.hk/training/courses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30am	-	12:30pm 及	1:30pm	-	5:30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資訊 2021 年 9 至 12 月課程資訊 2021 年 9 至 12 月

注意：注意：

1.	1.	 除特別註明，所有上課地點均在專業培訓中心（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室）。除特別註明，所有上課地點均在專業培訓中心（荔枝角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23 樓 A室）。
2.	2.	 有關課程之編排，導師會因應教學流程而可能作出修改，敬請留意。有關課程之編排，導師會因應教學流程而可能作出修改，敬請留意。
3.	3.	 所有課程之詳情以最新公佈為準。所有課程之詳情以最新公佈為準。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專業培訓中心

編輯：課程發展及宣傳小組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2021	 發行量：2,500 本

課程概覽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