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拯溺會『2017/2018 年 11-3 月拯溺推廣計劃』 

2017 年救生員綜合課程 合格後學員便持有 7 張證書，包括銅章、急救證書、水上急救證書、 

海洋拯救基礎證書、泳池救生章、沙灘救生章、獨木舟拯救章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LGPB11 01/11 開始逢一三五(約三個月) 19:00-21:00 粉嶺泳池、銀線灣泳灘 $6000 

LGPB12 01/12 開始逢一三五(約三個月) 19:00-21:00 粉嶺泳池、銀線灣泳灘 $6000 

LGPB13 03/01 開始逢一三五(約三個月)  19:00-21:00 粉嶺泳池、銀線灣泳灘 $6000 

LGPB14 02/02 開始逢一三五(約三個月) 19:00-21:00 粉嶺泳池、銀線灣泳灘 $6000 

LGPB15 02/03 開始逢一三五(約三個月) 19:00-21:00 粉嶺泳池、銀線灣泳灘 $6000 

 

 

 

 

 

 

 

 

 

2017 年泳池救生員綜合課程 合格後學員便持有 4 張證書，包括銅章、急救證書、 

水上急救證書、泳池救生章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LGP17 01/11-29/1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4200 

LGP18 01/12-31/01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4200 

LGP19 03/01-10/03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4200 

LGP20 02/02-30/03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4200 

LGP21 02/03-30/04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4200 

 

 

 

2017 年拯溺銅章及急救獨立課程  合格後學員便持有 2 張證書，包括銅章、急救證書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BMFA18 01/11-15/1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700 

BMFA19 20/11-29/1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700 

BMFA20 01/12-19/01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700 

BMFA21 18/12-31/01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700 

BMFA22 03/01-14/0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700 

BMFA23 22/01-09/03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700 

BMFA24 02/02-23/03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700 

BMFA25 21/02-20/04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700 

 

 

 

查詢請電：9202-4550 鄧毅恆教練 

 

 

 

 

 

 



2017 年泳池救生章獨立課程合格後學員便持有 3 張證書，包括水急證書、泳池救生章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PLGA11 01/11-15/1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2600 

PLGA12 20/11-29/1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2600 

PLGA13 01/12-19/01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2600 

PLGA14 18/12-31/01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2600 

PLGA15 03/01-14/0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2600 

PLGA16 22/01-09/03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2600 

PLGA17 02/02-23/03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2600 

PLGA18 21/02-20/04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2600 

 

 

2017 年水上急救獨立課程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AQFA11 01/11-15/1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200 

AQFA12 20/11-29/1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200 

AQFA13 01/12-19/01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200 

AQFA14 18/12-31/01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200 

AQFA15 03/01-14/02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200 

AQFA16 22/01-09/03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200 

AQFA17 02/02-23/03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200 

AQFA18 21/02-20/04 逢一三五 19:00-21:00 粉嶺泳池 $1200 

另備有泳池管理章、沙灘管理章、急救證書及泳池活動導師拯救章等，歡迎查詢。 

 

 

 

2017 年泳池救生章(覆修) / 沙灘救生章(覆修)訓練課程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凡曾持有救生章之人士，可直接聯絡本會安排覆修考試。 

費用：$1800（持有有效水急證書）/ 

                 $2400（未持有有效水急證書或已過期） 

參加資格及費用 

課程 參加資格 

救生員綜合課程 年滿十六歲或以上，能於 6 分鐘內游畢 200M 及踏水 3 分鐘 

泳池救生員綜合課程 年滿十六歲或以上，能於 6 分鐘內游畢 200M 及踏水 3 分鐘 

銅章及急救獨立課程 年滿十三歲或以上，能於 6 分鐘內游畢 200M 及踏水 3 分鐘 

水上急救獨立課程 年滿十六歲或以上，持有認可及有效之急救證書及有有效之

拯溺銅章或以上資格。 

泳池救生章獨立課程 年滿十六歲或以上，持有有效銅章 

泳池救生章覆修 

沙灘救生章覆修 

曾持有泳池救生章/沙灘救生章人士 

 



 

 

參加辦法 

網上報名 1.登入 http://www.tplsc.org.hk/ 網上報名系統即時確認留位； 

2.按網上報名系統指示於三天內將費用存入本會戶口； 

3.將入數紙傳真(26521205)或 WhatsApp(94616550)至本會； 

4.於第一課時交近照三張及身份證副本予本會教練便可 

郵寄報名 1.填妥申請表格； 

2.連同一個回郵信封、近照兩張、身份証副本； 

3.劃線支票，抬頭『大埔拯溺會』； 

4.一併寄回本會 大埔郵政局郵政信箱 561 號，"大埔拯溺會

秘書處"收。 

電話報名 1.致電本會 94616550 留位 

2.三天內於指定時間親臨大埔泳池本會會址報名及交費 

 

截止日期：由即日起，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    詢：2652-1606 / 9461-6550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    18:00-22:00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選報課程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    /        身份証明文件編號：                    

學歷：                     職業：                                

工作機構/學校名稱：                                               

住址：                                                           

                                                                 

電話：(住宅)                        (手提)                         

電郵：                @                                          

持有香港拯溺總會之個人救生手冊： 沒有 / 有  編號：                

※※※※※※※※※※※※※※※※※※※※※※※※※※※※※※※※※※※※※※※※※※※※※※※ 

參加者聲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獲選參加上述訓練班願意遵守下列事項。本人亦完全明白及同意下列 

事項之規定，特此簽字為據。 

1. 在課程進行期間遵守教練及主考之指示 

2. 倘有任何如因本人關係致令損毁，本人會負起賠償責任 

3. 主辦機構對任何財物損失、意外及傷亡事件，將不負任何責任 

4. 同意主辦機構使用此表格內的個人資料作有關訓練班之用途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 未滿十八歲之申請人須得家長/監護人簽署同意 ) 

＊您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之用。在遞交申請表格後，如欲更改或查詢您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回郵地址                                              回郵地址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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