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鼓勵潛水員盡快完成訓練，並向潛水員解釋，本表的期限僅自訓練單元完成當日起的一年內有效。

                                                                       
**    PADI 編號

開放水域潛水員平靜水域潛水 1

編號

B. 知識發展         課程選項：  表列式 RDP   eRDPML   只使用電腦錶

 完成日期 已完成  隨堂測驗 / 觀看開放水域     教練**
 日 / 月 / 西元 知識複習 期末考試及格 潛水員錄影帶    簽名  PADI 編號         

單元 1  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單元 2  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單元 3  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單元 4 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單元 5  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線上學習快速測驗 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若由同一位教練完成所有知識發展課程，教練只需要簽一次名即可。） 

所有上列之知識發展課程已經完成，且隨堂測驗 / 期末考試及格。

教練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編號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西元） ____/____/____

教練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編號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西元） ____/____/____

教練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編號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西元） ____/____/____

教練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編號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西元） ____/____/____

C. 開放水域潛水
                     完成日期              教練**                                                                          完成日期                教練**
                   日 / 月 / 西元         簽名        PADI 編號                                                  日 / 月 / 西元           簽名       PADI 編號             

潛水 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潛水 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潛水 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潛水 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彈性潛水技巧 
以下技巧可以在任何一次的開放水域訓練潛水期間完成。

                                                                                                              完成於                            教練**              
    簽名            PADI 編號

1. 抽筋解脫*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2. 呼吸管 / 調節器互換*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3. 佈署充氣式信號棒 / DSMB*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4. 緊急丟棄配重（也可在平靜水域執行）*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5. 使用指北針在水面游動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6. 疲憊潛水員拖帶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7. 脫下和穿回水肺裝備（水面）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8. 脫下和穿回配重（水面）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9. 有控制式緊急游泳上升（潛水 2、3或4）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0. 水底指北針導航（潛水 2、3或4）       潛水 #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若由同一位教練完成上述所有彈性潛水技巧評估，教練只需要簽一次名即可。） 

上列所有彈性潛水技巧已經完成。

潛水學員聲明：本人了解本課程的訓練規定，並已成功達成所有取得證書的規定。我已準備就緒，可以
在與我過去訓練環境相仿的地區和狀況下潛水。我知道參加特殊潛水活動、在其他不同地理環境潛水，
以及超過六個月沒有潛水之後，需要額外的訓練才能再次潛水。本人同意遵守 PADI 標準安全潛水實務。

學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西元） ____/____/____

所有 PADI 水肺潛水員證書之要求條件已達成（知識發展 1、2、3，平靜水域潛水 1、2、3，開放水域

潛水 1、2 及所有標有星號*的彈性潛水技巧）。   

所有 PADI 開放水域潛水員證書之要求條件皆已達成。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若由同一位教練完成所有平靜水域潛水、平靜水域彈性潛水

技巧和水性技巧評估，教練只需要簽一次名即可。）

、彈性潛水技巧和水性技巧評估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教練手冊上所述之該項技巧 / 單

潛水。本人為具教學身份且已更新當年資格之 PADI 教練。

PADI 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記錄和轉學表

學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日（日 / 月 / 西元）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國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簽署本文件的教練皆必須填妥以下的身份欄位。

PADI 教練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編號___________  潛水中心 / 度假村編號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西元）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教練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編號___________  潛水中心 / 度假村編號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西元）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其他必要的 PADI 教練資料請填寫在另外一張紙上並隨附本表。 

當辦理一位 PADI 水肺潛水員 / 開放水域潛水員轉學時： 
a. 請填寫潛水員和教練資料，並註明完成訓練的正確地區。
b. 請連同本表附上一份該潛水員的健康聲明書（附影本）。
c. 告訴潛水員必須附上一張照片，以便製作潛水員檢定卡。
d. 鼓勵潛水員盡快完成訓練，並向潛水員解釋，本表的期限僅自訓練單元完成當日起的一年內有效。

A. 平靜水域潛水（CW） 

完成日期
    日 / 月 / 西元           教練簽名**    PADI 編號

完成日期
    日 / 月 / 西元          教練簽名**    PADI 編號

CW 1*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CW 4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CW 2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CW 5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CW 3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體驗水肺潛水之平靜水域潛水 1 的所有技巧 =  開放水域潛水員平靜水域潛水 1

水性評估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   
    日 / 月 / 西元        教練簽名**    PADI 編號                       日 /  / 月 西元          教練簽名**   PADI 編號

游泳200 公尺 / 碼或穿戴面鏡、呼吸管和蛙鞋游動 300 公尺 / 碼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10 分鐘求生漂浮*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彈性潛水技巧
裝備準備與保養*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解開低壓充氣管*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鬆開的氣瓶固定帶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脫下和穿回配重系統（水面）*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緊急丟棄配重（也可在開放水域執行）*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B. 知識發展
 
 日

單元 1  ____/____/____ 

單元 2  ____/____/____ 

單元 3  ____/____/____ 

單元 4 ____/____/____ 

單元 5  ____/____/____ 

電子線上學習快速測驗
（注意：若由同一位教練完成所有知識發展課程，教練只需要簽一次名即可。）

所有上列之知識發展課程已經完成

教練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C. 開放水域潛水
                     完成日期
                   日 / 月

潛水 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潛水 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彈性潛水技巧
以下技巧可以在任何一次的開放水域訓練潛水期間完成

                                                                                                              
 

1. 抽筋解脫* 

2. 呼吸管 / 調節器互換

3. 佈署充氣式信號棒

4. 緊急丟棄配重（也可在平靜水域執行）

5. 使用指北針在水面游動

6. 疲憊潛水員拖帶

7. 脫下和穿回水肺裝備（水面）

8. 脫下和穿回配重（水面）

9. 有控制式緊急游泳上升（潛水

10. 水底指北針導航（潛水
（注意：若由同一位教練完成上述所有彈性潛水技巧評估，教練只需要簽一次名即可。）

上列所有彈性潛水技巧已經完成

教練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潛水學員聲明：本人了解本課程的訓練規定，並已成功達成所有取得證書的規定。我已準備就緒，可以
在與我過去訓練環境相仿的地區和狀況下潛水。我知道參加特殊潛水活動、在其他不同地理環境潛水，
以及超過六個月沒有潛水之後，需要額外的訓練才能再次潛水。本人同意遵守

學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 PADI 水肺潛水員

潛水 1、2 及所有標有星號

教練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所有 PADI 開放水域潛水員

教練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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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潛技巧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乾式潛水衣簡介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注意：若由同一位教練完成所有平靜水域潛水、平靜水域彈性潛水

技巧和水性技巧評估，教練只需要簽一次名即可。）

上列所有平靜水域潛水、彈性潛水技巧和水性技巧評估已

經完成。

教練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DI 編號_________日期（日 / 月 / 西元）____/____/____

** 本人證明此學員合格地完成 PADI 教練手冊上所述之該項技巧 / 單

元 / 潛水。本人為具教學身份且已更新當年資格之 PADI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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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員與教練重要注意事項

針對潛水員

 1. 向 PADI 潛水中心、PADI 度假村或 PADI 教練安排進一步的課程與學費，好完成你的

訓練。要確認協助你完成訓練的 PADI 教練處於有效教學狀態。

 2. 攜帶本表，以及完整 PADI 健康聲明書副本與照片給 PADI 潛水中心、PADI 度假村或 
PADI 教練，完成你的訓練。

 3. 本轉學表有效期為最後的訓練單元日期後一年，不過你應該儘快完成你的訓練。

 4. 在完成所有必要訓練段落前請保留本表格。

 5. 接續訓練的 PADI 教練會先評估你的技巧與知識，並複習所有你不清楚的部份。

 6. 完成所有必要的開放水域潛水後，你和教練會填寫一份識別卡 (PIC) 信封。此信封必

須與你的照片一起交給 PADI，你才能拿到檢定卡。

  注意：合格後，你會想要繼續你的潛水探險。請前去你最初的 PADI 潛水中

心、PADI 度假村或 PADI 教練詢問參與體驗當地潛水或其他 PADI 課程。

 
針對轉出的 PADI 教練

 1. 填寫本表所需的資訊，包括潛水員姓名、地址及你的聯絡資訊。此外，填寫潛水員在

轉學前完成的訓練項目。

 2. 將潛水員的健康聲明書副本附在本表上。並且告知潛水員辦理簽證卡需要照片。

 3. 將整份表格交給潛水員。如果當地另有要求，可能的話就協助潛水員安排 PADI 潛水

中心、PADI 度假村或 PADI 教練完成訓練。保留一份影本歸檔。

 4. 鼓勵潛水員儘快完成訓練。提醒潛水員表格只在最後的訓練單元完成當日起後一年內

有效。

針對接續的 PADI 教練

 1. 請先評估潛水員的知識與技巧。要確認潛水員已充分準備好繼續訓練。

 2. 學員可在任何知識學習、平靜水域潛水或開放水域潛水 1 至 4 之間轉學。

 3. 在完成各項目後，填寫本表格中的起始與結束日期。潛水員要保留本轉學表直到達成

所有簽證要求。你要保留一份本表格的影本歸檔。

 4. 如果由你進行開放水域潛水 4，你就是簽證教練。填寫 PADI 識別卡 (PIC) 信封/線
上，送交 PADI 處理。保留一份完整的轉學表副本歸檔，並送一份副本給原本的教練

歸檔。

 

疑問 – 對於如何使用本表有問題嗎？請聯絡 PADI。

水肺潛水員聲明書
PADI 水肺潛水員等級允許你在專業人士直接督導下獲取經驗。本聲明規定你預

備入門等級證書的極限，並描述潛水安全與舒適所必要的作法。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了解身為 PADI 水肺

潛水員，我應該：

 1. 在 PADI 潛水長、助理教練或教練於水中直接督導下進行潛水。仔細聽取潛

水簡介，並且尊重潛水活動督導人員的建議。在每次潛水中嚴守潛伴系統。

2. 在與我受訓時相似或更好的條件下從事潛水。這包括限制最大潛水深度為 
12 公尺 / 40 英呎，或是在潛更深之前要接受更進一步的指導。

3. 保持適合潛水的健康狀況，並且在個人極限內潛水。避免在潛水時過度費

力，並且不要在酒精或藥物的影響下潛水。

4. 只接受有信譽的單位填充氣瓶或獲取潛水裝備，如 PADI 潛水中心或度假村

處，以避免氣體受到污染。檢查所使用的氣瓶不是標示為高氧空氣 (Nitrox)
。

5. 在潛水中保持適當的浮力。在 BCD 內沒有空氣時，在水面將配重調整為中

性浮力，並且要考量到因潛水中使用氣體造成的浮力改變。在水面遭遇事故

時，藉著卸除配重帶或將 BCD 充氣，以取得正浮力。

6. 繼續潛水教育，以確保在超越 PADI 水肺潛水員等級的極限前，獲得適當的

訓練與經驗。在停滯潛水一段時間後，要在有控制的環境中受監�的情形下

複習技巧。

7. 潛水時正常呼吸。使用壓縮空氣時，絕對不要憋氣或淺短地呼吸。

8. 每次潛水結束時都以每分鐘 18 公尺 / 60 英呎以下的速度上升，並做安全停

留。

9. 使用完整、正確組裝、保養良好並且熟悉的水肺裝備。關於任何不熟悉的

裝備都需要徵詢潛水專業人士的建議。

10. 了解並遵守當地有關休閒潛水的法律與規定。

11. 了解在我的水肺潛水員合格日期以後，我能夠升級為開放水域潛水員，以

隨時在沒有專業人士監督下潛水。

12. 了解不遵守安全潛水的方法會增加減壓疾病、其他傷害或死亡的風險，並且

認知到為了安全與福祉，PADI 潛水員應該遵循這些建議，並且在不熟悉的

條件下潛水之前尋求更進一步的資訊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