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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申請「認可地質公園導
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證
賞員證」須知
為維持香港地質導賞團的質素和香港地質公園的國際形象，香港旅遊業議會（議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八
日通過推行「地質公園導賞員核證制度」，以提高地質公園導賞員的專業水平。由議會核證的地質公園導
賞員稱為「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Accredited Geopark Guide / A2G），其持有的證件稱為「認可地質公園
導賞員證」，以下簡稱為「A2G 證」。
(I)

申請條件

1.

通過「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資格檢定考試」；

2.

持有下列其中一個機構發出的有效
有效急救證書：香港紅十字會、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醫療輔助隊、香港
有效
拯溺總會、香港警務處或香港消防處；及

3.

同意接受及遵守以下規例：

R2G 秘書處網站（http://www.hkr2g.net）內列明的《導賞員守則》

由議會訂定，並與 A2G 相關的規例

(II)

申領辦法

1.

將填妥的「A2G 證」申請表連同下列文件郵寄或親身遞交議會辦事處：
i.
ii.
iii.
iv.

「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資格檢定考試成績通知書副本
副本**
副本
副本**
議會認可機構發出的有效
有效急救證書副本
副本
有效
吋半 x 兩吋白色背景彩色近照一張（請於相片背面寫上姓名）
申請費用（劃線支票抬頭請註明「香港旅遊業議會」或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of Hong Kong」），
親臨議會遞交申請者可以現金支付，請勿郵寄現金。

2.

七個工
如議會收到郵寄申請，將以手機短訊或電郵
手機短訊或電郵確認收到申請文件，如申請人於寄出申請文件後的七個
七個工
手機短訊或電郵
作天內仍未收到任何確認收到申請的通知，請致電
2807-1199 向議會行業培訓部查詢。
作天內

3.

手機短訊或電郵通知申請人有關領證事
合資格人士可於申請日起計四
四星期內獲發證件，屆時議會將以手機短訊或電郵
手機短訊或電郵
星期內
宜。屆時仍未收到領證通知者，請致電 2807-1199 向議會行業培訓部查詢。
**注意
注意：
提交所需文件副本的申請人必須於領取證件時攜同有關文件之
領取證件時攜同有關文件之正本
注意： 提交所需文件副本的申請人必須於
領取證件時攜同有關文件之正本予職員核實
正本予職員核實，
予職員核實，方可獲
發「A2G 證」。申請人如親身遞交申請表格
」。申請人如親身遞交申請表格，
申請人如親身遞交申請表格，亦必須向議會提交所需文件的副本，
亦必須向議會提交所需文件的副本，以及
出示有關文件之正本予職員核實
出示有關文件之正本予職員核實，
予職員核實，方可獲發「
方可獲發「A2G 證」。所有正本文件均會在核實後即
」。所有正本文件均會在核實後即
時歸還申請人。
時歸還申請人。

(III)

申領費用
申領費用

港幣三百元正。

(IV)

申請期限

1.

通過「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資格檢定考試」的人士，須於有關合格成績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的兩年內，
向議會申請 A2G 證，證件有效期為三年。

2.

合資格人士如在申請期限過後才提交申請，則須重新修讀指定課程及通過「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資格
檢定考試」，方可申請 A2G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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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持證人注意事項

1.

A2G 證持有人只可在地質公園範圍內為入境旅客提供導賞服務。

2.

持證人如為入境旅客提供地質公園範圍以外的導遊或接送服務，則必須持有由議會發出的有效「導遊
證」，並經由本地持牌旅行社指派，否則可能違反《旅行代理商條例》。

3.

為確保地質導賞服務的質素，A2G 的資格有效期為三年，持證人必須參與三年一度的重新評審，符合
下列 a) 及 b) 項所列的要求，並可能需要接受 A2G 評審委員會（由至少三名評審委員會成員或其代
表組成，成員須包括議會、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和漁農自然護理署代表）代表面試，方可申請續證。
a)
b)

三十小時的持續進修，包括參加 R2G 秘書處認可的課程、研討會或參觀活動。
三十小時的 R2G 或 A2G 導賞經驗，其中最少 3 小時為使用廣東話以外的語言（如英語、普通
話或其他外語）的地質導賞團。

所有持證人的持續進修時數及相關紀錄均須經由 R2G 秘書處核實，議會方會接納。詳情請參閱 R2G
秘書處網站（http://www.hkr2g.net）。
查詢

(VI)

如有任何疑問，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807-1199 與議會行業培訓部職員聯絡。
(VII)

個人資料收集說明

1.

A2G 證申請表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香港旅遊業議會（下稱「議會」）將用作如下用途：
(i) 處理有關 A2G 證的申請事宜；
(ii) 儲存申請人的資料於議會；
(iii) 向符合資格的申請人發放 A2G 證；
(iv) 將持證人的中英文姓名、A2G 證編號及證件屆滿日期載於議會網站內，其中英文姓名、相片、
電郵和個人簡歷則載於 R2G 秘書處網站內，而該等資料可公眾查閱；
(v) 將被暫停或撤銷的 A2G 證資料在議會網站張貼，而該等資料可公眾查閱；
(vi) 以任何通訊形式（包括手機短訊、電郵、傳真及郵寄等）向持證有人發放議會資訊（包括課程
資料）；及
(vii) 其他相關用途。

2.

申請人請儘量提供足夠資料，否則議會不能有效處理閣下的申請。

3.

申請人須親身出示香港身份證以供議會核實身份。議會職員只會於核對申請人身份證上的資料後，
才於申請表上簽名作實。申請人如未能親身到議會核實身份，可用郵寄或傳真方式遞交身份證副
本；該身份證副本將由議會保存，直至有關申請人親身出示身份證以供議會核實身份為止。在任何
法例許可的情況下，議會均有權要求申請人出示身份證，複印申請人的身份證，並保存其身份證副
本。

4.

議會會將申請人的資料保密，但議會可能會將申請人的有關資料，提供給任何其他人士或其代表，
以作第 1 段所列舉的用途。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
(i)
查閱議會是否持有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ii)
要求獲得 5(i)段所述資料的複本；及
(iii) 要求議會改正有關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申請人必須提供足夠資料予議會辦事處以識別申請人的身份，否則辦事處有權拒絕申請人查閱資料
的要求。議會可能就有關要求收取費用。

6.

如欲查閱個人資料，申請人必須以書面向議會行業培訓部提出。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
城中心 1706-0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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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地質公園導
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證
賞員證」(A2G 證)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the Accredited Geopark Guide Pass (A2G Pass)
付款方式 Method of payment: □ 現金 Cash

□ 支票 Cheque（號碼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事項 Important Notes

由議會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1. 在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夾附之「申請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證須知」
。Please study
the ‘Important Notes on Application for the Accredited Geopark Guide Pass’ attached
before completing this form.

Receipt no.:________________＿
＿
Received on:_________________

2. 為方便電腦輸入資料，請以正楷
正楷填寫。
正楷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甲部 Part A

A2G Pass no.: AG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彩色近照
名 First/Other name

姓 Surname
#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 姓名以身份證上登記為準
Name as printed on HKID card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ID card numbe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乙部 Part B

(
年Y

月M

)
日D

性別
Gender：

(請在相片背面寫上姓名
請在相片背面寫上姓名，
請在相片背面寫上姓名，
並用釘書機釘在相片的右下角)
並用釘書機釘在相片的右下角
RECENT COLOUR
PHOTO
(Please write the name on the
back of the photo and staple at
right bottom corner)

□ 男M
□ 女F

通訊資料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注意：

香港以外之地址或郵政信箱皆不能作為申請人與議會通訊之用途。議會將不時以手機短訊、電郵、傳真或
港以外之地址或郵政信箱皆不能
郵寄方式向 A2G 證持有人發放議會資訊 (包括課程資料)。為確保資訊有效傳遞，下列通訊資料如有任何更
改，請儘快通知議會行業培訓部。

Note:

Please note that addresses or mailboxes outside HK will NOT be accepted. The TIC will disseminate its
information (including course information) to A2G Pass holders from time to time by SMS, email, fax or post. In
order to ensure effectiv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Pass holders should immediately notify the TIC Industry
Training Department of any changes in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中文聯絡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in Chinese：
英文聯絡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in English：

手機號碼
Mobile phone：

(請儘量填寫可接收短訊
可接收短訊的號碼
Please try to give a number that
可接收短訊
can receive SMS messages.)

電話（住宅）
Phone (Home)：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電話（公司）
Phone (Office)：

傳真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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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Part C

教育程度 Education background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中學畢業 secondary

預科 matriculation

大專／副學士 post-secondary / associate degree

大學 University

其他 Others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部 Part D

可操語言 Language(s) spoken

 粵語 Cantonese

 普通話 Putonghua

 英語 English

 日語 Japanese

 泰語 Thai

 越南語 Vietnamese

 韓語 Korean

 印尼語 Indonesian

 其他 Others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Declaration
1.

本人(申請人)明白及接受 A2G 證之下列發證條款：
I, the applicant,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conditions for issuance of the A2G Pass as follows:
a.

A2G 證由香港旅遊業議會（議會）發出，持證人受 R2G 秘書處網站內列明的導賞員守則及議會現行及
不時修訂的相關規例所約束，持證人須經常瀏覽 R2G 秘書處及議會網頁查閱最新消息。
The A2G Pass is issued by the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of Hong Kong (TIC) and its holder must observe the
code for geopark guides as specified on the R2G Secretariat website and is subject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TIC as currently in force and as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Pass holders are required to read about the
latest news at the R2G Secretariat website and the TIC’s websites regularly.

b.

持證人的中英文姓名、證件編號及證件屆滿日期會載於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內，其中英文姓名、相
片、電郵和個人簡歷則載於 R2G 秘書處網站內，而該等資料可被公眾查閱。
The names (Chinese and English) of A2G Pass holders, their Pass numbers and the expiry dates of their Passes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TIC’s website, whereas the names (Chinese and English), photos, email addresses and
personal profiles of Pass holders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R2G Secretariat website. Such information may be
accessed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2.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附於此申請表格之「申請認可地質公園導賞員證須知」內的所有條文。
I have read, understood and agreed to all the terms written in the ‘Important Notes on Application for the Accredited
Geopark Guide Pass’ attached to this form.

3.

本人證明以上所填資料正確無誤。如本人之聲明有任何失實之處，貴會有權取消本人之申請資格。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The TIC has the right to disqualify me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with the statements that I have made.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