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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訊 

這天是一個多雲時晴的日子，壓著上班時間匆匆忙忙地來到刷卡機前

「嗶!」，接著走到中心門口，按下嫻熟於心的密碼，自動門開啟，也就代表

著勤務員的一天正式展開。 

交完班後， 開始了勤務員的例行公事(如:空床數下載、監控新聞、側聽

無線電…)， 通常九點左右會聽到「安康試話~安康試話~請各單位聽到無線

電呼話回答訊號是否良好~」，依序呼叫舊台中縣的各家急救責任醫院、衛

生局，緊接著便是「中區 EOC~中區 EOC~聽到請回答」「中區 EOC 收到，

訊號良好，謝謝!」回完了台中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後， 還有彰化縣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的呼話，有時候兩個縣市同時呼話，還會讓勤務員手忙腳亂，之後

主要工作內容便是監控是否有事故案件達開案的標準。 

還記得這是我 2021 年最後一次的值班，電腦開著轄區消防局的即時災

災情網頁，突然發現有一個案件為火災，地點在台中市西屯區漢翔路，同一 

勤務員的日常 

個地點還有緊急救護，而且同時有多個分隊前往，很快地約莫在 10 點 30 分左右陸陸續續地聽到無線電的呼話「興安，

黎明 91 呼叫~」「回答!」「黎明 91 執行轄內創傷救護，車上載送三名患者，主訴顏面撕裂傷以及肢體燒燙傷，送往中

港澄清」「興安收到，送中港澄清!」「興安興安~水湳 92 執行轄內創傷救護，車上載送兩名患者，主訴肢體燒燙傷，

送中國附醫」「收到，送中國!」聽到這裡我心中的警鈴頓時大聲的響起，趕緊拿筆寫下分隊、傷患人數及收治醫院，急

急忙忙地在中心災害反應平台開案，填好了初步資訊之後，再趕緊打電話給台中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學姊你好，我

這邊是中區 EOC，想跟你確認一下，剛才 10 點 30 分在台中市西屯區漢翔路的火災現場有幾名傷患?」「你說西屯區漢

翔路嗎?目前送了五名傷患，還不確定後面是否還有傷患，可以晚點再打來確認」「好的，謝謝學姊~」，正當我在填寫

事件的詳細情況時，台中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的值班學姊再次來電，「目前傷患共七名，由中港 93 載送兩名傷患至台

中榮總，其中一名患者 OHCA，黎明 91 載送三名至中港澄清，為多處肢體燒燙傷，水湳 92 送兩名至中國附醫，火警狀

況已經控制，應該沒有傷患了， 但仍於現場待命。 」邊聽電話邊寫下資訊再將內容清楚的紀錄於中心的災害反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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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調度跨直轄市、縣(市)緊急醫療救護資源 

之可能必要 

緊急醫療管理系統開案 

其他具新聞性且預期有擴展性之影響緊急醫療

系統運作事件(例如:醫院火災、停電、地震…) 

兩岸人民重大意外之大量傷患事件，另依 

醫事司規定通報 

5 人(含)以上重傷或死亡 

15 人(含)以上輕重傷 

輻傷事件 1 人以上受傷送醫事件 

危害物質外洩 1 人以上送醫事件 

內，確保資訊的完整性，確認完最終傷病患人數及收治醫院後，接著便是打電話到各家收治醫院的急診，向他們確認傷

患的檢傷級數以及即時動向，因為是第一次處理事件，要打電話給中港澄清的急診時，還緊張到手在發抖!不斷地在心裡

一遍又一遍的默念要問的問題後，才打出第一通電話，「急診室你好」「學姊你好，這裡是中區 EOC，我想請問剛才漢

翔路火災送醫的患者他們的檢傷級數」「稍等一下~三級有兩名、四級有一名」「好的，謝謝學姊」，就在這時因為我緊

張到只問了檢傷級數，坐在旁邊的學姊還不斷的用氣音提醒我「還有動向，傷患的動向」。我才又馬上問急診學姊傷病

患的動向，急診學姊表示目前三名都還在急診留觀。後續接連打給了中國附醫及台中榮總詢問傷病患的檢傷級數及動向，

彙整完所有傷病患資料以後，確認最終重傷或死亡人數不到 5 個人，並未達到通報標準，因此將本案件列為監控事件，

並交班給小夜的值班人員，心中的一顆大石頭終於放下~ 

當時心想，多虧有了前一個禮拜的訓練，因為剛到職不久還在學習階段，幾乎每次值班都有模擬各種類別的事件發

生時，依照應變處理流程，讓我記憶猶新，才能在處理這個火災事件時能如此的順利，清楚地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做什麼，

雖然有實際操作模擬事件能夠對應變流程更加的熟悉， 但是當事件真實發生時， 還是會緊張到不知所措啊!快樂的時光

總是過得特別快，享用完美味的午餐後，時間一溜煙的來到了下午 1 點 30 分，因應新冠肺炎，每天都需要寄送轄區內的

COVID-19 病床即時資訊及特殊醫療設備的報表，由台北區 EMOC 彙整後呈報衛生福利部， 以利後續再有疫情爆發時， 

能夠即時掌握資源及量能， 一眨眼就來到了即將下班的時刻，由於中心有設置監視錄音錄影系統，主要用於事件發生時

能夠留存新聞畫面、電話錄音…等，為確保機器都能正常運作，因此每天都需要到中心的機房檢查是否有異常，並於工

作日誌記錄，與小夜班勤務員交班完後，應變中心繼續 24 小時運作。 

回想起剛來到中區 EOC 上班時， 最不習慣的地方就是要聽著無線電上班， 一開始在聽無線電的時候真的是「鴨子

聽雷」——有聽沒有懂，再加上訊號有時候不太好，就會導致內容斷斷續續，亦或是救護人員在發話時離對講機太遠，

聲音就會小很多，聽得很吃力。有時候遇到台中及彰化的無線電同時都在呼話，語氣又非常急促時，真的會令人緊張，

這個時候下意識的動作就是趕快打開網頁搜尋轄區消防局的即時災情，再仔細聽一下無線電的內容，確定沒有事之後再

繼續做自己的工作， 就這樣經過幾禮拜的洗禮， 漸入佳境之後發現自己好像多了一個新技能， 能夠邊聽著無線電，邊做

自己手上的工作，還能同時聽新聞內容，可以一心好多用呢! 

中心 

開案原則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預定地點 

1 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Part II)課程 2022/4/7(四) 嘉義基督醫院 

2 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第二類(基礎)課程 2022/4/13(三) 嘉義長庚醫院 

3 輻傷緊急醫療應變人員訓練(進階)課程 2022/4/22(五) 永康奇美醫院 

4 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訓練(初階)課程 2022/4/27(三) 台東馬偕醫院 

5 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Part I)課程 2022/5/19(四)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6 輻傷緊急醫療應變人員訓練(進階)課程 2022/5/25(三) 花蓮慈濟醫院 

7 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Part II)課程 2022/5/26(四)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8 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Part I)課程 2022/6/9(四) 台東基督教醫院 

9 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訓練(進階)課程 2022/6/14(二) 永康奇美醫院 

10 輻傷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初階)課程 2022/6/22(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1 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教育(進階)課程 2022/6/29(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2 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Part I)課程 2022/7/20(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13 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Part I)課程 2022/8/4(四)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14 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第一類)課程 2022/8/8(一) 高雄仁武中華電信學院 

15 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第二類-基礎)課程 2022/8/9(二) 高雄仁武中華電信學院 

16 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第二類-基礎)課程 2022/8/17(三)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7 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第二類-進階)課程 2022/8/18(四)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8 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Part I)課程 2022/9/5(一) 高雄仁武中華電信學院 

19 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Part II)課程 2022/9/6(二) 高雄仁武中華電信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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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區 REMOC 與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教育訓練合作活動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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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徵文# 

投稿內容以緊急醫療救護相關議題為主，自數 500-1500 字之間， 

歡迎投搞至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活動名稱 預定日期 預定地點 

1 111 年度第一次副執行長業務諮詢會議 3/23 臺中榮總研究大樓第四會場 

2 111 年度中區災難醫療救護隊第一次定期會議 3/23 臺中榮總研究大樓第四會場 

3 111 年度中區緊急醫療體系第一次協調會 4/12 臺中榮總研究大樓第三會場 

4 111 年度輻傷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課程 5/9 規劃中 

5 111 年度第一次備援演練 6/8 中區 EMOC 備援中心 

6 111 年度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課程(第二類) 7/4 規劃中 

7 111 年度醫院安全及緊急應變訓練課程-Part 1 7/18 規劃中 

8 111 年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初階教育訓練課程 7/26 規劃中 

9 111 年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 8/8 規劃中 

10 111 年度中區災難醫療救護隊第二次定期會議 8/17 臺中榮總研究大樓第三會場 

11 111 年中區急救責任醫院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演練 8 月 

林新醫院、東勢農民醫院、

國軍台中總醫院、鹿港基督

教醫院、部立南投醫院、    

南投基督教醫院 

12 
111 年中區急救責任醫院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演練 

評核研討會 
8/31 臺中榮總研究大樓第三會場 

13 111 年度第二次備援演練 10/12 中區 EMOC 備援中心 

14 111 年度第二次副執行長業務諮詢會議 11/9 臺中榮總研究大樓第三會場 

15 111 年度中區緊急醫療體系第二次協調會 11/9 臺中榮總研究大樓第三會場 

16 111 年度中區災難醫療救護隊戶外演練 規劃中 規劃中 

111 年度專案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