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告 285/17/18  
敬啟者:  

毅進文憑 

體驗潛水+呼吸管浮潛課程 

上述活動是為一些未曾學習潛水，但又想潛入海中欣賞海底美麗世界的人士而設。透過活動，參

加者可加深對海洋世界的認識，亦能從中學習保育知識。活動詳情如下: 

對象 毅進文憑全日制或兼讀制學員 

名額 15 人 (獲取錄者將收到電郵確認通知) 

承辦機構 潛水歷險會 

日期 22/8/2018 (星期三) 

地點 西貢海域  

集、散地點 西貢長碼頭 (請參閱附件一：集合地點地圖) 

集合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逾時不候) 

解散時間 約下午 4 時 

費用 全免 (包括午膳、潛水裝備、潛水教練、船費、保險) 

報名方法 是次活動免費參加，名額有限，請於 26/7/18 日中午 12 時前到以下網址登記。 

http://www.cice.edu.hk/yj/review_03.asp 

獲取錄之學員將於 30/7/18 前收到本書院電郵確認通知繳交按金。 

預繳按金 獲取錄之學員須於 8/8/18 晚上 8 時或以前到網上報名時填寫的所屬中心繳交按金$100，逾期

作放棄論。學員可於活動完結一個月內到所屬中心取回按金，惟逾期未領回按金或缺席活動

者，將不獲退費。 

學員收到取錄通知電郵後，才需預繳活動按金。 

參加者須知 參加者請於報名前細閱以下須知： 

1 本書院及潛水歷險會不會提供有近視或遠視度數的潛水鏡、個人梳洗用品、泳衣及泳褲

予參加者，請參加者在出海時自行準備。 

2 潛水歷險會只會借出加細碼、細碼、中碼、大碼及加大碼的膠衣，未能提供一些特別尺

碼的膠衣予參加者。如這五種尺碼均未能適合，參加者可考慮自行購買。 

3 如在活動期間遺失或損毁借用之潛水裝備，潛水歷險會將要求參加者照原價賠償。 

4 當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時，當天活動將會改期。參加

者不論任何情況無故缺席或自行因天氣情況遲到而延誤或取消活動，按金將不獲退還。 

5 各參加者在考慮參加活動前請先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有否患有一些不適

宜潛水的疾病如哮喘、心臟病或耳膜受損等；如有疑問，請先徵詢醫生的意見或作身體

檢查。如參加者刻意隱瞞而導致意外發生，本書院及潛水歷險會概不負責，而本書院及

潛水歷險會一經得知，亦有權終止該參加者繼續參加活動。 

6 如教練或在場職員於任何時間觀察到參加者的健康狀況不宜繼續活動，本書院及潛水歷

險會有權終止其活動以策安全。 

7 參加者須在報名前肯定其本身已達相關游泳技巧(水中技巧要求：1.水面徒手連續游泳 200

米或穿戴面鏡、呼吸管及蛙鞋連續游動 300 米(不計時)；2.潛水學員在不藉助任何游泳輔

助器材下，水中游泳/漂浮 10 分鐘)。如刻意隱瞞，本書院及潛水歷險會有權終止該參加

者繼續參加活動，而參加者活動期間蒙受的任何身體損傷或財物損失，本書院及潛水歷

險會概不負責。 

8 本書院及潛水歷險會不會代為保管參加者財物。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出海時避免攜帶



貴重飾物或大量現金。如有遺失，本書院及潛水歷險會恕不負責。 

9 參加者請勿攜帶寵物參加活動。 

10 如遇上特別情況，本書院及潛水歷險會保留更改原定活動的時間、地點、導師及船隻之

權利。 

11 參加者必須聽從教練指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下水。如發現有任何違法、違規或行為操

守有問題者，將會被勒令即時退出，其按金亦不獲發還。 

12 凡獲取錄的參加者，必須填回潛水歷險會的課程報名表，並簽回體驗潛水的聲明書及填

報健康問卷(請以「是」或「否」/「YES」或「NO」作答，恕不接受任何簡寫或符號作

答)。 

備註 1 參加學員可獲發放$50 交通津貼。 

2 本書院將為每位參加者就是次活動購買保險(詳情請參閱附件二：保險條款)。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 dge@cice.edu.hk 聯絡。 

 

 

此致 

毅進文憑課程學員/家長 

明愛社區書院 

院長 

 

 

 

熊志忠 謹啟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 



附件一：集合地點地圖 

 

 

 

 

 

 

 

 

 

 

 

 

 

 

 

 

 

 

 

 

 

 



附件二：保險條款 

 

本書院將為每位參加者就此活動購買保險，以下內容(只有英文版本)為保險公司所提供： 

Company Zurich 蘇黎世 

Scope of  Cover Coverage shall commence when the Insured Person arrives at the place of  venue for the 

purpos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Insured Events, and ceases when he/she leaves such place of  

venue. 

Benefits (Per insured 

person) 

Accidental Death & Disablement – HK$300,000 

Accidental Medical Expenses – HK$10,000 

2nd & 3rd Degree Burns – HK$50,000 

Age Limit 18 – 60 years old 

Total Sum Insured HK$5,400,000 

Occurrence Limit HK$5,000,000 or 50% of  the Total Sum Insured in the Accidental Death & Disablement 

section, whichever is the lesser. 

Extensions/Conditions 1. AME inclusive of  follow-up medical expenses incurred in Hong Kong within 90 days 

after the day of  accident. 

2. AME inclusive of  Chinese bone-setting, acupuncture and chiropractic expenses subject 

to HK$200 per visit per day and up to HK$1,000 per accident. 

3. Subject to the insured person must comply with the safety measures required by the 

event organizer/event provider/relevant authority. 

Major Exclusions 1. Any illegal or unlawful act;  

2. Engaging in a sport in a professional capacity; 

3. Direct participant in strike; 

4. Riot or civil commotion. 

備註：如參加者認為上述所包的保險保額不足，亦可就此活動自行額外購買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