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歷架構認可課程（第二級）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9/001315/L2
登記有效期：01/09/2019-31/08/2024護理員訓練課程證書

課程編號：AE-21B-01

• 日常起居照顧

• 口腔護理

• 足部護理

• 生命表徵

• 扶抱及轉移

• 溝通技巧

• 認識及預防侵犯和虐待

• 相關法例及實務守則

註冊護士

註冊物理治療師

註冊職業治療師

註冊社工

對象：在職院舍護理員 (名額24人)

申請人須清楚填妥申請表及提交由其任職院舍主管簽署及蓋

印之「在職證明書」及「在職評估協議書」(與申請表隨付)

查詢及報名：2778 6191 ： irp@sahk1963.org.hk ： http://irp.sahk1963.org.hk/

2021 年10月8日 ~ 11月19日 (逢星期五)

上午 9 時 ~ 中午 12 時 (合共 7 堂)

(第一堂至中午 12 時 30 分)

日期
時間上課

地點

香港耀能協會持續復健中心 (九龍石硤尾大坑東邨東旺樓地下)

本課程為資歷架構第二級別課程，並獲社會福利署批准開辦，
透過講授相關理論和實務技巧，讓學員（須為現職於資助／私
營殘疾人士院舍或護理安老院之護理員）學習照顧殘疾及老齡
住客所需之知識和技巧。

跨專業導師團隊

報名截止日期: 2021 年 9月30日

費用: $2,000

學員在指定的期限內成功修畢課程，並獲本學院頒發證書 (出席率

達80%及考試合格)，經社會福利署審核有關文件後可獲全數資助。

本課程專為資助、
私營安老院及殘
疾人士院舍而設



 
課程報名表 

個人資料 

姓名:        (英文)       (中文) 先生∕女士* 

職業:       現職機構:       

聯絡電話:       (手提)       (辦工室∕住宅*)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1):       電郵地址(2):       

擬申請報讀之課程項目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課程收費(港幣) 付款資料 

護理員訓練課程證書 AE-21B-01 $2,000 
支票號碼:       

銀行名稱:       

 申請人於安老院舍或殘疾人士院舍的工作經驗________月 

 申請人須提交由其任職院舍主管簽署之「在職證明書」及「在職評估協議書」

*劃去不適用者 

本人明白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報名及有關課程行政相關事宜，並 (請於合適方格內加上)： 

同意學院保留有關資料及願意於日後接收學院其他課程資訊。 
同意學院保留有關資料但不願意接收學院其他課程資訊。 

要求於課程完結後註銷所有資料 (請注意：註銷資料後本院將無法處理日後補領證書、收據、及核對

持續專業進修學分等事宜之申請)。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報名方法 

請以劃線支票抬頭「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連同所需文件寄交：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 17 樓  香港耀能協會 康復專業學院   

支票背面請註明申請人姓名及擬報讀之課程，並在信封面寫上「課程報讀」。 

寄出申請前，請檢查清楚是否已附上以下文件、並於合適方格內加上：  
填妥及已簽署的報名表格      背面填寫了姓名及報讀課程及編號的劃線支票

在職證明書                  「職場評估及職場練習協議書」                     

身份證副本

註： 

1. 每份申請表只供個人報讀單一課程，每個課程必須獨立填表及獨立開票。(恕不接納期票) 

2. 請以正楷填寫，核對無誤後郵寄。 

3. 此課程收錄與否，由本會作最終決定。課堂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及考試合格可獲本會頒發證書。 

4. 學員在指定的期限內成功修畢課程並獲本學院頒發畢業證書，其學費將由社署經審核有關文件後向學員發還。 

5. 如所報讀之課程被取消，本學院會安排退款。 

6. 在收到申請報名及全數過戶後，本學院職員會以電郵確認，請自行複核。 

7. 經過戶後，參加資格不能轉讓，所繳費用概不退回。 

8.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日後要求註銷、查詢及更改其個人資料。申請人如欲查詢或註銷個人資

料，可致電或電郵至本院。如欲更改資料，請以書面或電郵方式提出申請。 

9.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78 6191 或電郵 irp@sahk1963.org.hk 本院。  (電話：2778 6191 傳真：3188 5700) 

只供本院填寫 

收件日期：  

經手人：  

mailto:irp@sahk1963.org.hk


 

護理員訓練課程證書 

職場評估及職場練習協議書 

本課程按社會福利署「院舍員工培訓資助計劃」的「護理員訓練課程」課程內容及相關

要求編寫，並符合資歷架構第二級別的程度及適用於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獲社會福

利署認可「院舍員工培訓資助計劃」課程的畢業生，可獲政府資助其學費。該計劃要求

學員的課堂出席率必須不少於 80%，並在「實務試」及「職場評估」的總成績取得不少

於 60%的合格水平，方可獲頒發畢業證書。 

職場評估 

職場評估由申請人任職的院舍提供，由院舍指派的護理人員按指定程序及評分機制在院

舍中進行。申請人一經本課程取錄，有關院舍必須履行職場評估的責任，並在指定時限

內完成有關評估 (詳見「職場評估指引及評核表格」)。該職場評核員須於完成評分，後

將該表格的正本以掛號方式郵寄本學院。 

職場練習 

有關院舍亦有責任安排其成功報讀的員工，於其任職的工作地點執行運用指定照顧及護

理技巧的項目，並安排該員工所屬的職場評估員簽署確認其曾經執行該等任務 (詳見

「職場活動紀錄及填寫指引」)。學員須於第 7 堂或之前完成所有職場練習，並將已簽署

的紀錄正本於上第 7 堂時交予學院職員存檔。 

院舍負責人在提名其護理員申請報讀本課程時，必須簽署以回覆，以確認能提供本協議

書上所註明的職場評估及職場練習予申請人。 
 
 

提名確認回覆 

院舍名稱：   

申請人姓名 (可多於 1 位)：   

本人已閱讀上述條文及同意下列細則，並指定本院舍員工 

 

(職位：                      ) 為上述申請人的職場評估員。 
 

如上述申請人獲香港耀能協會康復專業學院 (後稱營辦者) 取錄，本院舍承諾為他們： 

1. 提供職場評估及職場練習； 

2. 按照營辦者提供之指引及表格，進行相關評估及確認工作； 

3. 於指定時限內完成有關工作，並按指定要求將評核結果交回營辦者；及 

4. 按需要與營辦者商討協調學員的學習進度及職場評估員的評分準則。 
 

院舍負責人簽署：  簽署日期：  

姓名： 
 

職級：  
 

 



  V1.3 

社會福利署 

「院舍員工培訓資助計劃」 

在職證明書 

 
(甲) 由院舍員工填寫 

本人同意向社會福利署及 

提供以下資料，作為參加「院舍員工培訓資助計劃」之用，以核實有關申

請資格– 

 

簽署 ：  

   

姓名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乙) 由院舍負責人填寫 

本人證明上述人士現時獲僱用為本院員工，詳情如下– 

院舍名稱 ：  

牌照處檔號 ：  

員工職位* ： 主管  保健員  護理員  其他  

 

 *只可其中一項 

 

簽署：  

姓名：  

職位：  

日期：  

 

 

請注意： 

院舍的營辦人，或已獲營辦人授權簽署「在職證明書」的人士須確保以上所填報的各項

資料均屬真實無訛，並同意培訓機構將院舍及報讀員工所提供的資料呈交社會福利署，

以審查院舍及員工是否符合資格獲退還學費及發放培訓津貼（如適用）。故意漏報資料

或作出失實陳述而取得金錢利益乃屬欺詐行為，社會福利署保留權利取消有關申請資格

或轉介執法部門。 

 (培訓機構稱) 

院舍蓋章 

 

報讀課程須知 - 附件 2 



  V1.3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 

 
向社會福利署提供個人資料之前，請先細閱本聲明。 

 
 
收集資料的目的 

 
1. 社會福利署（社署）將會使用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資

助，包括（但不限於）用於監察和檢討各項服務、處理有關你所獲得資助的

投訴、進行研究及調查、製備統計數字、履行法定職責等。向社署提供個人

資料純屬自願。不過，如你未能提供所要求的個人資料，社署可能無法處理

你的申請或提供資助。 

 
可能獲轉移資料者 

 
2.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按需要知道的原則提供給在社署工作的職員。除此

之外，該等個人資料亦可能會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目的而向下列機構／人士

披露，或在下述情況下披露– 

(a) 其他機構／人士（例如政府決策局／部門／培訓機構），如該等機構／人

士有參與以下事項： 

(i) 審批及／或評估社署向你提供資助而提出的任何申請； 

(ii) 社署向你所提供的資助；或 

(iii) 監察和檢討社署所提供的服務，或製備統計數字； 

(b) 處理投訴的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會工作

者註冊局、立法會等），如果這些機構正在處理有關社署向你所提供的服

務的投訴； 

(c) 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披露資料；或 

(d) 你曾就披露資料給予訂明同意。 

 
查閱個人資料 

 
3. 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你有權就社署所持有的有關

你的個人資料提出查閱及改正要求。社署提供個人資料複本將須收取費用。

如需查閱或改正社署收集的個人資料，請向以下人士提出– 

 
職銜：一級行政主任（牌照及規管）2 

地址：香港黃竹坑業勤街 23 號 THE HUB 5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