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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拯溺總會 

2021 年度公開考試期(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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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58/59 02-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000060 05-09-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000061/62 09-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000063 12-09-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000064/65 16-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000066/67 23-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000068 26-09-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000069/70 30-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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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0025 02-09-2021 (四) 19:00 – 21: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120026 09-09-2021 (四) 19:00 – 21: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120027 16-09-2021 (四) 19:00 – 21: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120028 23-09-2021 (四) 19:00 – 21: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120029 30-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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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0183/84 01-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10185 02-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10186 02-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陸上實習試 

21910187 05-09-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乙，丙部- 水試 

21910188 07-09-2021 (二) 19:00 - 21: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21910189/190 08-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 ，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10191 09-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10192 09-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10193 12-09-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乙，丙部- 水試 

21910194 14-09-2021 (二) 19:00 - 21: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21910195/96 15-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10197 16-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10198 16-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10199 21-09-2021 (二) 19:00 - 21: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2021 年度公開考試期(9月)  P.2 

21910200 23-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10201 23-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陸上實習試 

21910202 26-09-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乙，丙部- 水試 

21910203 28-09-2021 (二) 19:00 - 21: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水試 

21910204/205 29-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10206 30-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10207 30-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陸上實習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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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0269/270 01-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20271 02-09-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72 02-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20273  
 
04-09-2021 (六) 

10:3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 艇隻 

21920274 14:00 – 15:00 淺水灣萬壽亭 甲部 – 筆試(卷一) 

21920275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 水試 

21920276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 水試 

21920277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 艇隻 

21920278/279 08-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20280 09-09-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81 09-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20282/283 15-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20284 16-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85 16-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20286 

18-09-2021 (六) 

10:3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 艇隻 

21920287 14:00 - 15:00 淺水灣萬壽亭 甲部 – 筆試(卷一) 

21920288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 水試 

21920289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 水試 

21920290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 艇隻 

21920291 23-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92 23-09-2021 (四) 20:3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乙部 – 陸上實習試 

21920293/294 29-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部，乙部 

筆試，陸上實習試 

21920295 30-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 筆試 

21920296 30-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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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0041 04-09-2021 (六)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00042 *04-09-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00043 18-09-2021 (六)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00044 *18-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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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30033 04-09-2021 (六)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30034 *04-09-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30035 18-09-2021 (六)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甲、乙部 

21630036 18-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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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0058/59 02-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930060 05-09-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30061/62 09-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930063 12-09-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30064/65 16-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930066/67 23-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930068 26-09-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30069/70 30-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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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00020 *10-09-2021 (五) 14:30 - 17:3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00021 10-09-2021 (五)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00022 *24-09-2021 (五) 14:30 - 17:3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00023 24-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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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證書 (F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820058/59/60 02-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21820061/62/63 09-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21820064/65/66 16-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21820067/68/69 23-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21820070/71/72 30-09-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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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急救證書 (AQF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800198/199 01-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00/201 02-09-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800202 05-09-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800203/204 05-09-2021 (日)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05/206 *05-09-2021 (日)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07/208 08-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09/210 09-09-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800211 12-09-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800212/213 12-09-2021 (日)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14/215 *12-09-2021 (日)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16/217 15-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18/219 16-09-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800220/221 23-09-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乙部 

21800222 26-09-2021 (日) 09:00 - 10:3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800223/224 26-09-2021 (日)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25/226 *26-09-2021 (日)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27/228 29-09-2021 (三) 18:30 – 22: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800229/230 30-09-2021 (四) 19:00 – 22:0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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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