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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拯溺總會 

2021 年度公開(覆修)考試期(10 月至 11 月) 

泳池救生(覆修) (Re. PLG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910258 03-10-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10259 05-10-2021 (二) 
14:30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0:30-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10260 10-10-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10261 12-10-2021 (二) 20:30-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10262 17-10-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10263 19-10-2021 (二) 
14:30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0:30-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10264 24-10-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10265 26-10-2021 (二) 
14:30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0:30- 22:00 深水埔公園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21910266 31-10-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17:45 –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10267 07-11-2021 (日) 
10:30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17:45 –20:45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21910268 28-11-2021 (日) 
10:30 – 12:00 灣仔游泳池 丙部 – 水試 

14:00 – 17:00 拯溺總會辦事處 甲、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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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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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救生(覆修) (Re. BLGA) 

考期編號 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考試部份 

21920368/369 07-10-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乙部 

21920370  
 
09-10-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艇隻 

21920371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水試 

21920372 14:00 – 15:00 淺水灣萬壽亭 甲部 - 筆試 (卷一) 

21920373 10:3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艇隻 

21920374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水試 

21920375  
 
16-10-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艇隻 

21920376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水試 

21920377 14:00 – 15:00 淺水灣萬壽亭 甲部 - 筆試 (卷一) 

21920378 10:3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艇隻 

21920379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水試 

21920380/381 21-10-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乙部 

21920382/383 28-10-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乙部 

21920384/385 04-11-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乙部 

21920386  
 
06-11-2021 (六)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艇隻 

21920387 *10:0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水試 

21920388 14:00 – 15:00 淺水灣萬壽亭 甲部 - 筆試 (卷一) 

21920389 10:3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艇隻 

21920390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水試 

21920391/392 11-11-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乙部 

21920393/394 18-11-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乙部 

21920395  
 
20-11-2021 (六) 

*15:00-18: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艇隻 
21920396 *10:00 13: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水試 
21920397 14:00 – 15:00 淺水灣萬壽亭 甲部 - 筆試 (卷一) 

21920398 10:30 – 13:00 淺水灣泳灘 丁部– 艇隻 
21920399 15:00 – 18:00 淺水灣泳灘 丙部– 水試 
21920400/401 25-11-2021 (四) 19:00 – 20:30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 甲部 ，乙部 

*第一節時間額滿，總會才加開第二節時間，敬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