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公開考試期(8月)  P.1 

香港拯溺總會 

2021 年度公開考試期(8 月) 

銅章/磁章 (BM/AM)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000045 01-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000046/47 05-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000048 08-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000049/50 12-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000051 15-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000052/53 19-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000054 22-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000055/56 26-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000057 29-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基本生命支援證書 (BLS)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120018 05-08-2021 (四) 19:00 – 21: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120019 12-08-2021 (四) 19:00 – 21: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120020 19-08-2021 (四) 19:00 – 21: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120021 26-08-2021 (四) 19:00 – 21: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泳池救生章/泳池救生管理章 (PLGA/PLGM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910152 01-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乙，丙部- 水試 

21910153 03-08-2021 (二) 20:00 -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21910154/55 04-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 ，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10156 05-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10157 05-08-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10158 08-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乙，丙部- 水試 

21910159 10-08-2021 (二) 20:00 -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21910160/161 11-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10162 12-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10163 12-08-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10164 15-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乙，丙部- 水試 

21910165 17-08-2021 (二) 20:00 -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21910166/167 18-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10168 19-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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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10169 19-08-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10170 22-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乙，丙部- 水試 

21910171 24-08-2021 (二) 20:00 -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21910172/173 25-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10174 26-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10175 26-08-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10176 29-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乙，丙部- 水試 

21910177 31-08-2021 (二) 20:00 -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沙灘救生章/沙灘救生管理章 (BLGA/BLGM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920225/226 04-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20227 05-08-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28 05-08-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20229  
 
07-08-2021 (六) 

10:3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 艇隻 

21920230 14:00 – 15:00 淺水灣萬壽亭 甲部 – 筆試(卷一) 

21920231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 水試 

21920232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 水試 

21920233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 艇隻 

21920234/235 11-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20236 12-08-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37 12-08-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20238/239 18-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20240 19-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41 19-08-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20242 

21-08-2021 (六) 

10:3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 艇隻 

21920243 14:00 - 15:00 淺水灣萬壽亭 甲部 – 筆試(卷一) 

21920244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 水試 

21920245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 水試 

21920246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 艇隻 

21920247/248 25-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20249 26-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50 26-08-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第一節時間額滿，總會才加開第二節時間，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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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木舟拯救章 (CR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600034 07-08-2021 (六)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00035 *07-08-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00036 21-08-2021 (六)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00037 *21-08-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第一節時間額滿，總會才加開第二節時間，敬請留意。 

 
獨木舟拯救基礎證書 (CRB)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630027 07-08-2021 (六)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30028 *07-08-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30029 21-08-2021 (六)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30030 21-08-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第一節時間額滿，總會才加開第二節時間，敬請留意。 

 

泳池活動導師拯救章 (PALR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930045 01-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30046/47 05-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930048 08-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30049/50 12-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930051 15-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30052/53 19-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930054 22-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30055/56 26-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930057 29-08-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海洋拯救基礎證書 (OWRBC)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900016 *13-08-2021 (五) 14:30 - 17:3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00017 13-08-2021 (五)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00018 *27-08-2021 (五) 14:30 - 17:3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00019 27-08-2021 (五)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第一節晚上時間額滿，總會才加開第二節時間，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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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證書 (F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820046/47/48 05-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21820049/50/51 12-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21820052/53/54 19-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21820055/56/57 26-08-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水上急救證書 (AQF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800157 01-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800158/159 01-08-2021 (日)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60/161 *01-08-2021 (日)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62/163 04-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64/165 05-08-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800166 08-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800167/168 08-08-2021 (日)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69/170 *08-08-2021 (日)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71/172 11-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73/174 12-08-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800175 15-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800176/177 15-08-2021 (日)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78/179 *15-08-2021 (日)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80/181 18-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82/183 19-08-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800184 22-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800185/186 22-08-2021 (日)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87/188 *22-08-2021 (日)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89/190 25-08-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91/192 26-08-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800193 29-08-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800194/195 29-08-2021 (日)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196/197 *29-08-2021 (日)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筆試及實習試第一節時間額滿，總會才加開第二節時間，敬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