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 朗 區 體 育 會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   額 滿 即 止 

急救證書課程及 

   技巧重溫課程(續牌班) 

**課程於本會大樓上課及考試** 

急救課程目的 : 
a. 在三十小時的訓練課程內向學員介紹急救的原則；   

b. 認識並練習急救處理方法，包括心肺復甦法；  

c. 在特殊的情況下應用急救處理方法。 

急救課程內容 : 
a. 急救學的原則及應用 g. 成人及嬰兒哽塞處理 m. 燒傷與燙傷 

b. 應付危急時採取的措施 h. 創傷出血及循環衰竭 n. 中毒 

c. 人體的構造與機能 i. 休克及昏厥 o. 路上意外之急救步驟 

d. 敷料及繃帶 j. 骨骼之損傷 p. 傷者的處理與運送 

e. 窒息 k. 肌肉、韌帶及關節之損傷  

f. 成人及嬰兒心肺復甦法 l. 神經系統及人事不省        

急救考試： 
a.  學員的出席率必須達課程百分之八十或以上，方可參加考試。 

b. 急救學評核包括三部份： 急救理論、繃帶應用、心肺復甦法   

技巧重溫課程(續牌班):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為方便申請人辦理證書續期事宜，提供以中文授課之壹日

技巧重溫課程給有關人士申請。該課程會安排於星期六或星期日舉行，內容集

中於實習課之練習，申請者需自行溫習理論課。 
 

查詢電話： 2474 1221‧2474 2701 

上課地點： 元朗區體育會賽馬會大樓 3 樓會議室 

繳費形式： EPS、現金或支票(支票抬頭：元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歡迎瀏覽本會網站 www.yldsal.org.hk 或 瀏覽本會 Facebook: www.facebook.com/YLDSA 

* 凡參加本會各項班組，必須為本會會員。(普通會員$100/年、學生會員$50/年) 

* 暑期班不設單堂收費 

* 會員上課前，請出示會員証以核實身份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 
急救證書課程及技巧重溫課程(續牌班) 

 
 

由聖約翰救傷會合資格導師教授 
 

急救課程費用：每位 $600 

技巧重溫課程費用：每位$240 

費用已包括: 

考試費、繃帶包、急救課程手冊、人工呼吸口面防護膜。 

(*技巧重溫課程只包括考試費,不包括其他物資) 

如考試合格者，領取證書時需繳交證書費用$50。 
 

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考試日期 

堂

數 費用 對象 

FA1 

(急救證書) 
16/7 - 15/8 一、三 7pm-10pm 

1/9/18 
10 $600 

13 歲 

以上 7pm-10pm 

FA2 

(續牌班) 
18/8 六 9am-5pm 

1/9/18 
1 $240 

13 歲 

以上 2pm-5pm 

 

上課地點 : 元朗區體育會賽馬會大樓 3 樓會議室 

截止日期：開課前五個工作天 (最少 15 人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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