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副執行長團隊運作優質化，發展災難應變團隊，培養緊急

應變種子教官之團隊功能：建立事件通報網絡、協助災難之醫療人力動員、及協助組

訓DMAT。運作內容(1)定期季會-發展EMOC任務、災害應變流程及特殊事件討論。

(2)EMOC輪值-挹注指揮系統持續運作人力，共同評估與研判事件狀況，提高醫療資

源協調處置效能。(3)任務發展-依醫院或區域特色發展任務型緊急應變種子醫院，以

達「當責」之總目標。 

  以副執行長團隊為基礎，發展災難應變團隊，目的為建立事件通報網絡及協助組

訓DMAT，災難發生時協助災難之醫療人力動員。並培養副執行長團隊成員為緊急應

變種子教官、推展HICS縮短災難反應時間及提高運作效能。 

衛生福利部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Emergency Medical Operations Center-Taichung Branch,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Taiwan,R.O.C 

  區域緊急醫療應變整合與品質提升，邀集中部三縣市消防、衛生機關、急救責任

醫院及輻化相關單位，討論災難及應變機制，提供各緊急應變單位溝通協調平台，建

立完整緊急應變網絡及完善災難應變準備。 

107 年度中區緊急醫療體系第二次協調會議-10/17 

圖一、 林子傑主任致詞 

圖二、 張群岳醫師報告 

圖三、 紀煥庭醫師報告 

圖四、 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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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副執行長第三次業務諮詢會議-10/17 

107 年度中區急救責任醫院期約式化災演練醫院敘獎  

圖五、 107 年度演練醫院敘獎 

107 年度 9、10 月活動成果 

[參與人員分析#共計12單位、24人。以職業類別區分醫師15人、非醫事人員9人(含工作人員8人)。] 

[參與人員分析 # 共計51人、31個單位、衛生局2人，消防局2人、醫院19人，以職業區分醫師

19人、護士17人、其他醫事人員3人、EMT2人、非醫事人員10人(含工作人員8人)。] 



演練目的＃ 

  為達成衛生福利部賦予之任務，

中區 EMOC 以醫院為基礎的 DMAT

模式，進行區域內災難醫療救護隊之

組訓並配合衛生福利部所規範中部

地區區域性的特色任務發展，對區域

內人員進行初、進階教育訓練，並為

了讓 DMAT 訓練更具完整性及增加

人員實際參與感，選擇以實地野外演

習模式進行，以便測試每一個環節的

完備與銜接程度。 

災難醫療救護隊(Disaster Medical Association Team，以下簡稱 DMAT) 戶外演練-9/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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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情境# 

  昨(26)日白天最高溫度攝氏 32 度 

，夜間最高度攝氏 23 度，天氣穩定。

於凌晨 1 時 30 分，發生震央在彰化縣

大城鄉外海的芮氏規模 8.0 地震，深度 

20.3 公里，並引發最大溯上高 15 公尺

的海嘯。各地震度：彰化大城、芳苑 6. 

5 級，二林、竹塘 6 級，福興、埔鹽鄉 

6 級，其餘縣市 3 至 4 級不等，海嘯波

及縣市：彰化城、芳苑；雲林麥寮、

西。 

  本次地震及海嘯災情以彰化城、芳

苑；雲林麥寮、台西，災情最為嚴重，

電力、自來水、連外道路及通訊皆損毀

中斷，較難以掌握實際受災狀況，其餘

鄉鎮則有多處災情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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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當地衛生局向衛福部請求支援，衛福部同意啟動醫療隊，中區緊急醫療應

變中心通知轄區衛生局啟動DMAT。 

•衛生局聯絡該轄區DMAT進行人員集結，同時將出隊人員名單傳真至衛生局。 

•與指揮中心進行通訊測試。 

通知與 

啟動 

報到及 

指派任務 

•DMAT向指揮中心報到，核對身 

分，繳交表單(ICS任務編組表、

內/外部聯絡通訊錄)。 

•指揮中心向醫療隊進行狀況解說、

任務分派。 

•DMAT至指揮中心指定地點進行

醫療站架設，並做災區評估(需填

寫災區災害評估表)。 

•與指揮中心進行通訊測試。 

災區評估

暨回報 

醫療處置

暨回報 

•DMAT依傷患卡進行演練及回報。 

•填寫緊急醫療隊醫療記錄、醫療隊

工作日誌表、醫療隊每日報表、

病患動向追蹤資料表...等。 

任務結束

及移交 

•指揮中心解除醫療站任務，進行最後回報後撤站。 

•DMAT至指揮中心繳交表單(災區災害評估表、醫療隊工作日誌表、緊急醫

療隊醫療記錄、醫療隊每日報表、病患動向追蹤資料表、工作人員登錄

表、物資管理清單)。 

檢討會議 
•針對人員之集結、災區評估、

通訊測試、設備架設、災區

回報等提出改善方案。 

演練流程 

指揮官 

會議 

•各醫療隊指揮官於會議中針對

演練過程給予建議及檢討。 

圖十、 各醫療隊意見回饋 

圖九、 與會人員 

參與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衛

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童綜

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彰化基督

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秀傳

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衛生福利

部南投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急診部  

圖八、 執行傷病患救護 

圖七、搭設醫療站 

圖六、指揮中心任務指派及說明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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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DMAT 醫療隊戶外演練評核 107 年度 DMAT 醫療隊戶外演練花絮 

期別 項目 達成率 

整備 

減災 

成員參與DMAT教育訓練 79% 

備用電力(發電機)準備 33% 

當地水源、電力充足，不需準備發電機 未測試 

飲用水(不含其他生活用水準備)，以3至4公升/人/天估算 100% 

醫藥衛材效期過期 8% 

醫藥衛材品量準備，以三天每天至少200人次門診量估算 83% 

反

應 

警

戒 
事件發生，轄區衛生局監測，指揮架構依ICS分組 100% 

監

測 
當地醫療量能無法負荷，向衛福部請求支援 未測試 

反

應 

衛福部同意DMAT啟動，請REMOC聯繫衛生局 100% 

醫療隊將出隊名單傳真至衛生局並人員報備 83% 

衛生局通知REMOC醫療隊已出隊 100% 

醫療隊告知所屬衛生局已抵達災區 83% 

災區衛生單位指揮官能與當地的衛生醫療溝通協調 100% 

現場進出動線規劃及環境設定 100% 

醫療隊向災區衛生單位指揮官報到，繳交名單及ICS編組表 100% 

災區衛生單位進行任務說明並建立通訊管道 100% 

醫療隊進行環境安全評估並回報現場指揮官 100% 

醫療設備器材符合需求 100% 

醫療隊有足夠的人力執行醫療站運作(以4-5名人員組成) 100% 

醫療隊人力輪值配置 85% 

醫療隊有採用START檢傷分類 100% 

傷病患優先後送順序的安排與交接 100% 

醫療隊利用通訊設備回報災區衛生單位運作狀態與傷病患處置 100% 

傷病患動向管理 100% 

災區衛生單位指揮官能掌握各醫療隊運作狀態及回報 100% 

災區衛生單位指揮官能掌握醫療資源並作適當的資源調度 100% 

各式表單完成度 88% 

復

原 

復

原 

災區衛生單位指揮官評估後解除各醫療隊任務 100% 

各醫療隊裝備清點打包 100% 

人員清點及健康狀態確認 100% 

醫療隊向災區衛生單位指揮官回報任務解除並繳交各式表單 100% 

醫療隊向所屬衛生局回報任務解除將歸隊 92% 

衛生局向REMOC通報醫療隊任務解除將歸隊 100% 

結束後有總體檢討 100% 

中山附醫醫療隊 中國附醫醫療隊 

臺中榮總醫療隊 光田醫療隊 

國軍台中醫療隊 童綜合醫療隊 

彰化秀傳醫療隊 彰基醫療隊 

澄清中港醫療隊 衛部豐原醫療隊 

衛部南投醫療隊 高醫醫療隊 

圖十一、 參演醫療隊演練花絮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臺中榮民總醫院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縣市衛生局科長以上人員、衛生福利部各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正副執行長 

107 年度衛生機關與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高階主管共識營-10/1 

#長期徵文# 

投稿內容以緊急醫療救護相關議題為主， 

字數500-1500字之間，歡迎投稿至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Email : eocct@eocct.org 

  為增加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與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的緊急醫療應變及災害處理機制，促進單位間緊急醫療應變之

共識及作為，安排共識營活動，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默契，以期發生災害時各單位間彼此的協調及合作更趨完善。 

  有鑑於國內於DMAT運作方式已歷經多次研討會及正副執行長共識會議討論，於前次正副執行長共識營形成共識 

，希望透過本次共識營能針對國內本地(Local)DMAT的運作模式與相關課程及演練向各單位宣導並討論是否符合各地

相關單位執行，以確認相關流程適用於各災害急應變單位。 

參與人員分析＃ 

共計53位，分別為：衛生福利部醫事司5

位、衛生局27位、各區正副執行長出席共

13位、邀請單位3位、專家1位、工作人員

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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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張群岳醫師主持 圖十三、 劉越萍簡任技正致詞 圖十四、 當日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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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一、衛生局暴力行政裁處之法令分享及相關流程討論 

議程二、災防法修正重點及相關應變流程 

議程三、緊急醫療管理系統(EMS)事件開案標準統一及常見錯誤樣態討論 

議程四、「108年度建立優質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計畫」注意事項討論 

議程五、衛生局出隊流程分享(以花蓮縣政府衛生局為例) 

議程六、DMAT作業系統規劃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