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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主辦 

STC 94-22游泳教師證書班 
(原本班號：STC93-22) 

宗旨： 本課程旨在培育本港游泳教師人材，藉以提高游泳教學水平及游泳水準。 

資格： 1. 凡年滿十八歲（以開課日為準） 

       2. 中學文憑試畢業或中五畢業(2011 年以前)或以上之教育程度 

       3. 有健康體格，對游泳教學及訓練有相當認識及興趣人士；及 

       4. 持有有效之拯溺證書（銅章或以上），有效日期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一日為準， 
 

費用： 港幣陸仟叁佰圓正(HK$6300) 於甄別試合格後，以支票形式繳交，抬頭寫「香港游泳教師總 

    會有限公司」。 
 

證書： 學員出席率必須達 90%(包括泳裝在水中參與全部實習課程)，並於筆試及實習試兩部份考試及

格後，方可獲頒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之「游泳教師證書」及申請香港游泳教師總

會會藉。此外，本證書課程合格學員如符合下列條件，將獲本會加簽發一張「水運會裁判」

證書:- 

        i) 考試合格獲本會簽發「游泳教師證書」; 及 

        ii) 在 12.2022 前完成兩次經本會負責的水運會裁判實習（獲不少於$50/小時服務津貼）。 
 

授課語言：粵語為主，輔以英語。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本年十月四日止。（以郵戳為限） 
 

報名辦法：  

1. 填妥申請表格，並必須貼上相片 

2. 連同學歷、拯溺證書、相片、及有關證明文件影印本(將於甄別面試當日核實正本) 

3. 港幣三百元甄別試費用之繳款收條(匯豐 534-302674-838) 

4. 報名者須寫書一百字短文，有關你對香港游泳運動的培訓、發展、推廣等的意見 

一併 whatsapp 54043034或電郵 info@hksta.com.hk(電郵後電 21470611確認)或寄

回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7 號崇蘭大厦 3 字樓 A 室香港游泳教師總會訓練組收。 

（以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作本會訓練班甄選之用，資料不齊全或郵資不足而未寄達本會，申請恕

不接受辦理。） 
 

查詢電話： 2147-0611 / Whatsapp : 54043034 

資料經審核後，合格報名人士將獲 whatsapp通知參加甄別試： 

面試 12/10(星期二) 8:00pm  網上 zoom進行 

水試 13/10(星期三) 7:00– 8:00 pm 深水埗公園游泳池  

本總會亦會在總會網頁內 www.hksta.com.hk公告合格名單，以供參閱。 

 

甄別水試後獲本總會選取的證書班學員，本總會亦以上述形式通知，或報名人士也可致電查詢結果。 

 

甄別試內容： 1.面試：各面試者須說出他對香港游泳運動的培訓、發展、推廣等各方面的意見； 

2.水試：須游捷、胸、背泳三式各五十米。 

 

備註： i) 甄別水試當日須出示正本學歷証明、拯溺證書、經驗証明(如有)及身份證以作核對。 

ii) 如甄別水試當天因天氣問題而未能進行，舉行日期將順延至下一星期(視乎泳池安排)。 

iii) 如參加者已繳交相關款項，本會恕不發還。 

iv) 本會有最終權因應各種情況，而更改課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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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94 - 22 時間表 

地點 :  葵涌葵盛圍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 

日期 時間 Hour Topic / Module 

9/1/2022                            

星期日 

9:30am - 1:00pm 3.5 Hours 課程簡介 + 引導初學者入水 

2:00 - 5:00pm 3 hours 游泳基礎理論  

16/1/2022                            

星期日 

10:00am - 1:00pm 3 hours 捷泳教學 

2:00 - 5:00pm 3 hours (泳池課) 引導初學者入水 +  捷泳教學 

23/1/2022                            

星期日 

10:00am - 1:00pm 3 hours 胸泳教學  

2:00 - 5:00pm 3 hours (泳池課) 引導初學者入水+ 捷泳教學練習 (加固) 

13/2/2022                            

星期日 

10:00am - 1:00pm 3 hours 背泳教學 

2:00 - 5:00pm 3 hours (泳池課) 胸泳教學 + 背泳教學 

20/2/2022                            

星期日 

10:00am - 1:00pm 3 hours 互換活動,  自救泳教學法 

2:00 - 5:00pm 3 hours (泳池課) 胸泳教學 + 背泳教學  (加固) 

27/2/2022                            

星期日 

10:00am - 1:00pm 3 hours 蝶泳教學  

2:00 - 5:00pm 3 hours 蝶泳+ 互換活動,  自救泳教學法 

6/3/2022                            

星期日 

10:00am - 1:00pm 3 hours 教學原則與方法 

2:00 - 5:00pm 3 hours 幼兒 、水中健體、特殊需要人士習泳簡介 

13/3/2022                            

星期日 

10:00am - 1:00pm 3 hours 水運會籌辦與裁判職責/水運會規則   

2:00 - 5:00pm 2.5 hours 教師專業操守，泳池安全及游泳衛生  

  0.5 hour 課程總結 

20/3/2022                            

星期日 
1:00 - 4:00pm 3 hours (泳池課)模擬教學 

27/3/2022                            

星期日 

9:00am - 12:00pm 3 hours 筆試 

2:00 - 5:00pm 3 hours 泳池教學考試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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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游泳教師總會 
                   HONG KONG SWIMMING TEACHERS’ ASSOCIATION 
        游泳教師證書課程申請表 

本會有權因應每班報讀人數作適當之安排 (重讀生請說明以前班號 STC_______) 

個人資料 (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男 / 女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年齡：____________ 身份証明文件號碼：     

     

學歷（請填上最高已畢業學歷）:      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日間）  ______  _______(夜間)__________    手電： __________                 

                              

傳真機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                         
 

游泳教學經驗        

拯溺證書：銅章 / 泳池救生章 / 沙灘救生章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 簽發日期：    日/   月/       年 

 

游泳教學經驗 (請附証明影印本) : 

日期（月、年）                 機構 / 學校                             職位 

1.         至                                           

2.     至                                       

3.         至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背面註明申請人姓名，勿寄期票                                         (直接存款至本會銀行戶口者適用) 

 

聲明： 1. 本人謹此証明上述所報資料真實無訛。 

 2. 本人一向身體健康良好，參加甄別水試及此課程屬自願性質，期間如有任何意外，本人自行負責。 

 

 

 

                                       

              申請人簽名                                         日期 

（以上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會訓練班之用，資料不齊全，恕不接受申請。） 

請填寫閣下之通訊地址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相片 

PHOTO 

1.5“ X 2“ 
必須填上所選班號： 第一選擇 STC____-___   第二選擇 STC____- ___ 

    X X X (X) 

報名編號 

 

(辦事處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