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適能活動大使」2018 招募詳情
前言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作為推動健康體適能的先鋒，多年來一直參與服務社區的工作。近年社會各階層
對健康體適能的關注日漸增加，社區體適能的推廣及教育因此而有增無減。有見及此，本會推出「體
適能大使」註冊制度，發掘及培養本會大使成為不同專業的社區服務團隊，令本會的社區服務更有滲
透性，並提升本會未來於社區服務發展的服務質量，為社區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服務範疇
服務類別
私人教練

各證書級別可履行之服務崗位
私人體適能教練證書

私人健體教學／運動建議

器械健體導師證書

駐場教練／器械健體教學

老人健體導師證書

教學／台上表演及示範／長者體適能測試

健體舞導師證書
團體有氧運動導師證書
兒童體適能導師證書
壓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導師證書
健體教練

水中健體導師證書
伸展訓練導師證書

教學／台上表演及示範

健身球及橡筋帶指導員證書
普拉堤運動指導員證書
槓啞鈴指導員證書
姿勢評估及矯健技巧指導員證書
職場骨骼肌肉健體指導員證書
體適能測試
助教

體適能測試領袖證書

體適能測試

高級體適能測試領袖證書

體適能測試／體適能諮詢

體適能基礎證書

協助導師教學及示範；於社區活動維持秩序，協助
活動順利執行。

資格
如欲申請成為「體適能大使」，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必須為本會有效會員；
2. 必須持有有效的體適能專業資歷；
3. 通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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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
以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期間為例，服務津貼價目如下：
類別

服務津貼 1, 2 (以服務時數計算)

私人教練

每小時港幣 200 元

健體教練

每小時港幣 200 元

體適能測試

體適能測試領袖：每小時港幣 102 元
高級體適能測試領袖：每小時港幣 200 元

助教

每小時港幣 66 元

註 1：
註 2：

津貼或會按年度、活動性質、機構撥款而作出調整，如有變動將另行通知。
若個別服務的津貼需要調整，本會會在委託大使提供服務前，訂明相關服務津貼，並在大
使同意調整之服務津貼後，才委託服務。

社區服務制度
職級

職能

本會職員／助理發展主任

與主辦機構洽商；招募活動統籌及活動大使參與服務，並委派服務崗
位。監督活動統籌及活動大使順利完成所委派之服務。服務完成後一個
月以支票形式向統籌及大使發放服務津貼。如服務有任何統籌或大使違
規問題，本會職員會向當事者進行問責。

活動統籌

由資深及經驗豐富的導師，通過本會社區服務委員會遴選及面試後，獲
本會委任為活動統籌，任期為兩年。服務前期負責聯絡大使，分配大使
服務崗位，督導大使完成服務，就服務情況及活動大使表現向本會匯
報；按活動需要主動與主辦機構聯絡等。

活動大使

按本會職員及活動統籌的指引，在活動中提供專業及高質素的服務。嚴
格遵從專業守則及社區服務工作守則。

服務流程
本會將以電郵或電話邀請各大使，並列出有關體適能服務詳情。如大使有興趣，請以電郵回覆報名
及有意參與之項目。如大使合符服務需要，本會將以電郵或電話與閣下確認服務。由於本會社區服

務數量多寡乃視乎社區需求而定，本會並無責任確保每位大使均有服務機會。

大使執行任務，服務崗位由本會職員或活動統籌安排

活動完成後一個月，本會將以支票形式向大使發放服務津貼，大使可自行致電本會查詢發放進度，
並前往辦事處領取支票。大使應在支票發出後 6 個月限期內，親臨本會或授權他人領取支票，取票
後務必儘快存入銀行帳戶。如因支票到期、遺失而需辦理補發支票，每張支票需繳交港幣 100 元行
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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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及服務質量監督制度
服務紀錄： 每次社區服務完成後，各大使的服務日期及時間將予以存檔。
服裝要求：
服務守則：
紀律處分：

進行服務時必須穿著本會社區服務會衫、運動長褲及運動鞋。
各大使必須遵守本會所制定的專業守則及工作守則(詳見社區服務工作守則)。
如有大使違反專業守則及工作守則及經本會查證後，本會將記錄在案及向當事人發出
書面警告或褫奪閣下「體適能大使」的資格作為處分。

申請方法
程序一
1. 「體適能大使」申請表格可於本會網站下載 (http://www.hkpfa.org.hk)，或親臨索取。
2. 請將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電郵至 info@hkpfa.org.hk 及註明申請體適能活動大使、郵寄或親臨至本
會辦事處遞交(不接受傳真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9 月 28 日。(逾期報名及資料不全者，將不
作考慮)
程序二
1.

本會將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前發出大使證明書供程序一之申請人，領取及辦理性罪行定罪記錄
及查核。

2.

申請人需於 2018 年 11 月 16 日前交回性罪行定罪記錄及查核之證明文件副本給本會社區服務助
理發展主任。(逾期遞交證明文件者，將不作考慮)

3.

申請結果將於 2018 年 11 月底於本會網頁上公佈大使名單。

聯絡方法
辦事處地址：
九龍尖沙咀山林道 9-11 號卓能中心 17 樓
電話：2838-9594
傳真：2575-8683
電郵：info@hkpfa.org.hk

網址：www.hkpfa.org.hk

備註
1. 過往已申請成為本會體適能活動大使者，毋須再作申請，但閣下必須為本會有效會員、持有有效
的體適能專業資歷及通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才符合服務資格。
2. 本會將就上述各項內容，保留最終決定權利。如上述內容有任何需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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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工作守則
請各體適能活動大使(下稱：大使)於進行社區服務前，仔細閱讀及遵守以下守則：


經本會核實及委派服務後，大使不得無故缺席及擅自找他人代課。



如因突發事情而無法如期當值，請儘早或於活動前至少 5 個工作天以電郵或書面通知本會，以作
安排。



如遇緊急事情或身體不適，無法如期進行服務者，請儘快通知本會或活動統籌，及於事後向本會
提供病假證明書，以作證明。



除個別要求外，大使在進行社區服務時，必須穿著本會社區服務會衫、運動長褲及運動鞋，並保
持整潔儀容。



除個別要求外，大使須於服務前 30 分鐘到達活動場地準備。如未經本會或活動統籌准許，大使
如沒合理原因而遲到、早退、或缺席當日服務，將受到紀律處分。



到達活動場地後，大使請與活動統籌報到及簽到。



大使必須按辦事處指派的工作崗位或由活動統籌按實際需要作出編配進行服務，請各大使遵從指
示履行有關工作，以便活動順利進行。



如活動需要本會支援或借用物資作教學用途，請於活動前至少 5 個工作天前向本會提出，以便本
會安排(如適用)。



當值期間，請將手提電話靜音或將音量收細。如非緊急事情，請勿於服務期間長時間使用手提電
話。



請勿於活動期間，作個人業務宣傳、派發名片及私人聯絡資料。如有需要可請對方與本會聯絡，
並由本會作出轉介。



為保障個人資料，請勿向任何人士提供職員、活動統籌、大使、工作人員及參加者之個人資料，
如聯絡電話。



本會就活動提供的講義、筆記、投影片及文件等，未經本會授權，請勿隨意發放及作商業用途。



如遇投訴，請對方透過電郵(info@hkpfa.org.hk)紀錄事件經過及留下聯絡資料以便本會跟進及回
覆，請勿私下處理。



請勿領取任何活動的紀念品或禮品。



服務期間，除獲得本會、活動統籌、參加者及主辦單位許可，否則請勿擅自拍攝及錄影，甚或上
載至社交網站或其他應用程式內。



請自備食水及食物，以備不時之需。



如大使面對任何不合作或帶有負面情緒的參加者，請保持自身冷靜、請勿與對方爭吵或理論，請
尋求服務統籌、本會當值職員協助。



任何大使於服務期間，如做出有違本會大使守則、宗旨、擅離職守、有損本會形象、利益及不禮
貌行為等，一經發現本會有權終止有關人士當天的服務及不予賠償，本會將記錄在案及向當事人
發出書面警告或褫奪閣下「體適能活動大使」的資格作為處分。
(如有任何爭議，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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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活動大使」2018 招募詳情
申請表格
1.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中)
(英)
 男

請貼上一張半年內拍攝
的 1 吋半 x 2 吋照片

 女

□□□□□□□ □

(例：Z1234567)
身份證號碼：
( )
聯絡電話： (住宅) ____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電郵(必須填寫，用作大使招募及確認通訊)：
請選擇及於適當空格內加上「」：
 本人_________________，已通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同意並授權本會致電自動電話查詢系
統查核本人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詢密碼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紀錄有效期至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尚未登記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及欲索取由本會發出的大使證明書，自行前往香港灣仔軍器廠
街 1 號警察總部警政大樓 14 樓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辦事處辦理手續，並須自行支付費用。

2. 資歷 (請在合適空格加上  )
本會所頒發的體適能專業資歷
□
□
□
□
□
□
□
□
□

私人體適能教練證書
高級體適能測試領袖證書
器械健體大使證書
老人健體大使證書
團體有氧運動大使證書
健體舞大使證書
兒童體適能大使證書
壓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大使證書
水中健體大使證書

非本會所頒發的體適能專業資歷
學院/專業團體 (全名)

□
□
□
□
□
□
□
□

伸展訓練大使證書
健身球及橡筋帶指導員證書
普拉堤運動指導員證書
槓啞鈴指導員證書
姿勢評估及矯健技巧指導員證書
職場骨骼肌肉健體指導員證書
體適能測試領袖證書
體適能基礎證書

(請提供非本會所頒發之證書副本)

所獲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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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日期 / 有效日期

4. 專業守則
1.
2.
3.
4.
5.
6.
7.
8.
9.
10.

為學員提供安全和有效的指導。
對所有學員公平對待。
不斷學習與更新有關的知識和技術。
持有心肺復甦法有效證書及掌握急救技術。(適用於大使、測試員)
提高社會大眾對體適能行業的尊重與信任。
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隱。
對有需要的學員提供更專業的體適能、醫療及健康轉介服務。
尊重學員的個人尊嚴和獨特個性。
保持良好的個人操守，以身作則，作為學員的榜樣。
禮貌及公平對待每位服務使用者。

5. 工作守則
1.
2.
3.
4.
5.
6.
7.
8.

進行本會指派之工作必需穿着本會社區服務會衫、運動長褲及運動鞋。如有需要，可於本會辦公時間內購買
必需於活動時間開始前 30 分鐘到場準備。
愛護活動器材，包括測試儀器。
聽從本會活動統籌員之工作分配及指導。
如因要事不能出席，請儘早通知活動統籌或本會社區服務職員。
不可在活動中作出任何個人宣傳，或工作以外的行為，如派發名片、索取紀念品及嘉賓簽名等。
任何缺席、不恰當的行為及違反遵守以上守則，本會將紀錄在案及作紀律處分。
詳情請參閱社區服務工作守則。
聲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 明白並願意遵守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就體適能活動大使所制定的專業及工作守則，並
且竭盡所能提供優質的專業服務。本人亦明白與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沒有任何僱傭關係，總會無須為閣下提供
任何僱傭保障。服務中所涉及的專業責任，一概由閣下自行負責。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