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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成立於 2004 年。是一個非政府志願組織(NGO)及政府認可非牟利慈善機構。2010

年開始，香港專業護理學會轄下之香港緊急醫療服務團: Hong Kong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Corps (HKEMSC) 已成為國際創傷生命支援之香港分部(Hong Kong Chapter)。國際創傷生命支援術
(ITLS)是一國際性組織，舉辦國際認可院前創傷課程，提供適當訓練從而降低患者因創傷而造成的
傷殘及死亡的可能。 

 

香港與國際其他國家一樣，衝突環境增多。我們希望急救員可做到保護自己，也可做到穩定病人的
工作，將病人穩定下來後，盡快送到『冷區』，交給醫護人員。國際創傷生命支援術(軍事)基本課程
為一近戰(CQB)戰術及行動醫療課程，並由英軍醫療顧問編排，內容涵蓋小型武器特別安全指引
(special safety precautions for small arms)、戰術急救醫學、氣道及呼吸的處理、靜脈輸液法、創傷及
槍傷處理和生化事故受傷個案的處理。 

  
導師 
 Combat Medical Technician (Royal Army Medical Corps of British Army) 
 All Arms Skill at Arms Instructor, British Army  
 實用射擊場靶場主任(Range Officer) 
 
課程導向 
課程誘導由學習氣槍實用射擊開始，實用射擊源於軍、特種部隊
的動態射擊訓練，在不同的訓練需求或目的下，設置不同的佈景
來模擬實戰下的狀況，學員可以由此學習安全使用槍械及相關技
術。完成此單元並通過考核之學員可獲頒獎由香港實用射擊 
HKPS 發出之認可實用射擊證書。 
 
課程目標 
教授紀律部隊人員及有興趣人士更先進的急救技術和知識，讓他
們能夠在交戰或衝突環境下，在緊急醫療隊伍抵達之前護理傷
者。ITLS Military Medic (戰術醫療員)向傷者所提供的護理有別
於在醫院及送院前的環境下所提供的一般護理。他們須具備在執
勤環境中護理傷者的基本知識。因此，初級訓練課程會向前線人
員教授處理日常工作期間所遇到的受傷事故，例如集體打鬥所引
起的創傷、爆炸或高處墮下受傷，以及處理休克、骨折等的技巧。
此外，亦會向人員提供心肺復甦法的最新技術訓練。 
  
課程內容 
 Assessment and Initial Management of the Trauma Patient 初步處理及評估創傷患者 
 Airway Management 氣道處理 
 Shock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休克處理 
 Thoracoabdominal Trauma 胸腹創傷 
 Head Trauma 頭部創傷 
 Spinal Trauma 脊椎創傷 
 Extremity Trauma 肢體創傷 
 Blast Injury 爆炸傷處理 
 Burns 燒傷 
 Special Situations (Intoxication and CBRN) 特別情況 : 例如毒物, 生化侵襲 
 

課程時間表 

課程編號 月份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ITLS(M)180327E 3 27, 29 (A : 上課地點) – 星期二, 四 1900-2200 

 3 & 4 30/3, 2/4 (B : 上課地點) – 星期五及星期一 1000-1700 

 

 

國際創傷生命支援術(軍事)基本課程 
International Trauma Life Support (Military) Basic Course 

27/3/2018 – 2/4/2018 (晚間課程 – 佐敦) 

課程費用(不包括教科書) 

 

一個課程, 兩張證書 

港幣 $3,500元 

 查詢電話：2728 9814 

 : 5548 7575 

微信 : hkspmc2004 

(包括課程講義及行政費)  

**所繳學費恕不退還!** 

 

https://www.whatsappbrand.com/


 

入學資格 

(1) 必須持有認可及有效的急救證書; 及 

(2) 具基本英文閱讀能力; 及 

(3)  行為良好並無犯罪紀錄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以下文件及學費親臨或寄交以下地址： 
學會聯絡處 : 九龍花園街 211-215 號花園大樓 1 樓 C 座 
(1) 身份證副本 
(2) 近照一張 (請貼於報名表上) 
(3) 課程費用- 只接受現金 

 

上課地點 

A: 戰術醫療概論及應用: 佐敦上海街 80 號華海廣場 15 樓 02 室 

B: 佈景模擬實戰: 九龍新蒲崗五芳街 19-21 號嘉榮工廠大廈 6D 

 

服裝 

個別部門之行動制服或個人輕便服裝 

 

證書頒發 

 國際創傷生命支援術(軍事)基本課程證書; 及 

 初級氣手槍實用射擊證書 (發出證書機構 : 香港實用射擊) 

 

辦公時間 
星期一, 三, 五 上午 11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二, 四  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六   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查詢 

電話：(852) 2728 9814 

Whatsapp : 5548 7575 

WeChat : hkspmc2004 

Facebook : 香港專業護理學會 HKSPMC 

網址：www.hkspmc.org.hk 

傳真：(852) 2728 9073 

 

支持機構 : 香港實用射擊 (Hong Kong Practical Shooting) 

 

 

 

 

 

 

 

 

 

http://www.hkspm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