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福利部災難醫療救護訓練中心 

108 年度化災事件緊急醫療應變人員教育訓練模組 

 課 程 簡 章  
 

一、本教育訓練計畫之設計所要達成的主要目標為： 

使一般急救責任醫院的醫療及相關應變人員了解地區化災事件的應變的程序、醫院扮演的角色，  

及其所需要具備的知識與技能，包含可能遭遇到的問題與挑戰。 

活動目的： 

1.建立學員對化災事件之知識及技能。 

2.建立化災事件緊急應變之處置教育訓練。 

3.提升全國緊急醫療網及化災責任醫院救護能力。 

4.個人防護器具的選擇及保護程度，均需受到重視。在組織上必須建立明確的指揮系統，所有

參與人員必須瞭解個人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災變處理或急救人員本身也有可能成為受害者，藉由本標準毒化災教育訓練課程，希望

醫護人員能獲得毒化災緊急應變的正確訊息，以提昇緊急醫療救護應變管理能力。 

 

二、指導單位：衛生福利部 

    共同主辦：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衛生福利部台北區緊急醫療應變中心、 衛生福利部北區 

              緊急醫療應變中心、衛生福利部中區緊急醫療應變中心、衛生福利部東區緊急醫療應 

              變中心、衛生福利部高屏區緊急醫療應變中心、林口長庚紀念醫院、澄清綜合醫院中 

              港分院、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台中市政府衛生局、花蓮縣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承辦單位：臺北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三、活動梯次： 

活動場次 課程類型 時間 課程名稱 地點 

 

第一場次 初階課程 06/04(二) 化災事件緊急醫療應變人員

教育訓練模組初階課程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醫學大樓 1樓第二會議廳 

第二場次 初階課程 06/17(一) 化災事件緊急醫療應變人員

教育訓練模組初階課程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敬義樓 1樓會議廳      

第三場次 初階課程 06/27(四) 化災事件緊急醫療應變人員

教育訓練模組初階課程 

花蓮慈濟醫院  

協力樓 1樓互愛會議室 

第四場次 進階課程 07/05(五) 化災事件緊急醫療應變人員

教育訓練模組進階課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自由大樓六樓第一會議室 

四、報名對象資格： 

    毒化災急救責任醫院為優先。縣市衛生局(所)、縣市消防局 EMT、國防部陸軍化學兵學校、醫 

    療院所醫護人員、REMOC、轄內工廠廠護、勞安、環保等對毒化災緊急應變有興趣的醫護相關 

    人員。 

     

五、報名方式： 



    1.台北區緊急醫療應變中心網站 http://remoctaipei.blogspot.com/p/blog-page.html，點選上方 

     「線上報名」，聯絡電話（02）2875-7175 詹語慧小姐。 

    2.一場次限 80 人，依先後順序額滿為止，恕不受現場報名。 

※於參加限額額滿後，主辦單位有篩選學員之權利。 

3.報名後若不克參加，請於課程日前 3日通知取消報名，以利相關作業進行。 

※未參加過之學員以初階訓練課程為主，參加過初階訓練者逕行參加進階訓練課程。 

  

六、教育積分：台灣急診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台灣外傷醫學會、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臺灣護理師學會、台灣專科護理師學

 會、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認證申請中，以當日公佈為主。 

 

七、報名費用：免費，恕不提供停車優惠。 

 

八、備    註： 

    1.為響應環保不提供紙杯，請自行攜帶水杯。 

    2. 課後將進行隨堂測試，通過測試者當場發與訓練證明及相關學會積分，事後恕不補寄。 

3. 因須先製作證書，故不接受現場報名。 

4.主辦單位有保留更改內容及講師之權利。 

 

※為尊重講師，有上小夜人員若要提早離開，請審慎思量是否把名額讓給可以全程參加的學員，

不受理提早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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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訓練課程(第一場次) 
日期：06 月 04 日（星期二） 

地點：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醫學大樓 1 樓第二會議廳(桃園市龜山區復興街 5 號) 

時    間 題   目/ 課  程  範  圍 主講人/職稱 

08：30-08：50 報到 

 
08：50-09：40 

危害物質的認識及危害物質(化災)事件應變機制 
李懿耘 

林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 
09：40-10：00                         Break 

10：00-10：50 
 化災應變的基本概念與原則 

李懿耘 

林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 
10：50-11：40 
 

到院前化災事件現場的應變程序 陳俊魁 

林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 

11：40-12：30 化災病患處置原則及解毒劑的認識 陳俊魁 

林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 
12：30-13：30                          Lunch 

13：30-14：20 醫院化災事件應變計劃與應變組織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4：20-15：10 

病患除污程序的介紹與化災個人防護裝備介紹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5：10-15：30                          Break 

15：30-16：20 
個人防護裝備實際操作演練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6：20-17：1 0 

綜合討論 & 隨堂測驗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活動課程若有異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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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訓練課程(第二場次) 
日期：06 月 17 日（星期一） 

地點：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敬義樓 1 樓會議廳(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966 號) 

時    間 題   目/ 課  程  範  圍 主講人/職稱 

08：30-08：50 報到 

 
08：50-09：40 

危害物質的認識及危害物質(化災)事件應變機制 
周維國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09：40-10：00                         Break 

10：00-10：50 
 化災應變的基本概念與原則 

周維國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0：50-11：40 
 

到院前化災事件現場的應變程序 周維國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1：40-12：30 醫院化災事件應變計劃與應變組織 

 

周維國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2：30-13：30                          Lunch 

13：30-14：20 化災病患處置原則及解毒劑的認識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4：20-15：10 

病患除污程序的介紹與化災個人防護裝備介紹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5：10-15：30                          Break 

15：30-16：20 
個人防護裝備實際操作演練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6：20-17：1 0 

綜合討論 & 隨堂測驗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活動課程若有異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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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訓練課程(第三場次) 
日期：06 月 27 日（星期四） 

地點：花蓮慈濟醫院 協力樓 1 樓互愛會議室(花蓮市中央路 3段 707 號) 

時    間 題   目/ 課  程  範  圍 主講人/職稱 

08：30-08：50 報到 

 
08：50-09：40 

危害物質的認識及危害物質(化災)事件應變機制 
劉鴻傑 

台大新竹分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09：40-10：00                         Break 

10：00-10：50 
 化災應變的基本概念與原則 

劉鴻傑 

台大新竹分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0：50-11：40 
 

到院前化災事件現場的應變程序 劉鴻傑 

台大新竹分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1：40-12：30 醫院化災事件應變計劃與應變組織 

 

劉鴻傑 

台大新竹分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2：30-13：30                          Lunch 

13：30-14：20 化災病患處置原則及解毒劑的認識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4：20-15：10 

病患除污程序的介紹與化災個人防護裝備介紹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5：10-15：30                          Break 

15：30-16：20 
個人防護裝備實際操作演練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6：20-17：1 0 

綜合討論 & 隨堂測驗 
林鍵皓 

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活動課程若有異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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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訓練課程(第四場次) 
日期：07 月 05 日（星期五）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自由大樓六樓第一會議室(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路100號) 

時    間 題   目/ 課  程  範  圍 主講人/職稱 

08：40-09：10 報到 

 
09：10-10：00 

醫院化災應變與演習常見的問題 
主講人：葉怡亨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急診內科主任 

10：00-10：20                          Break 

10：20-11：10 
 化災個人防護裝備與應變人員的安全 

主講人：葉怡亨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急診內科主任 
11：10-12：00 
 

化學物質查詢系統與相關資源的介紹 
(包含資料庫查詢和解毒劑儲備網) 分組練習

主講人：施曜綸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急診部護理師 

12：00-13：30                          Lunch 

13：30-14：20 國內重大毒化災案例討論 I (南部地區) 
 

主講人：楊惠甯 
環保署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高雄隊隊長 
14：20-15：10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處置 醫療應變處置 

座長：葉怡亨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急診內科主任 
楊惠甯 

高雄隊隊長 

張芳誠 
高雄榮民總醫院 

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15：10-15：30                          Break 

15：30-16：20 國內重大毒化災案例討論 II (南部地區) 
 

主講人：楊惠甯
環保署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高雄隊隊長
16：20-17：10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處置 醫療應變處置 

座長：葉怡亨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急診內科主任 
楊惠甯 

高雄隊隊長 

張芳誠 
高雄榮民總醫院 

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17：10-17：3 0 

綜合討論 & 隨堂測驗 所有講師 

活動課程若有異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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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口長庚紀念醫院交通指引- 

 

 
 

   本院地址：33305 桃園市龜山區復興街 5號 
   Google Map 經緯度：25.0619473, 121.3676724 
 

   桃園捷運機場線:搭乘桃園捷運機場線，在【A8 長庚醫院站】上下車後，往環球購  

   物中心二樓，經由人行天橋至本院。 

 

 

醫學大樓 1 樓 

第二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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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交通指引- 

(一) 自行開車 

1. 國道 1號(中山高速公路) 

南下：下中港交流道，往沙鹿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福康路口( 約 5 分鐘 )。 

北上：下中港交流道，往沙鹿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福康路口( 約 5 分鐘 )。 

2. 國道 3號(第二高速公路) 

南下：下龍井交流道，往台中市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福康路口( 約 10 分鐘 )。 

北上：下龍井交流道，往台中市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福康路口( 約 10 分鐘 )。 

3. 中彰快速道路 

南下：下西屯路匝道，右轉西屯路往中科方向，西屯路與福康路口左轉約 200 公

尺。 

北上：下福科路匝道，走高架路內側至福科路左轉福科路往中科方向，福科路與

福康路口左轉約 100 公尺。 

 
 

 

 

敬義樓 1樓 

會議廳 



 

 

(二) 大眾運輸 

1. 台中高鐵轉乘 

路線：161 

發車時刻：高鐵台中站 06：35--00：05，約 10 至 30 分鐘一班車。 

 

2. 台中火車站轉乘 

(1) 台中客運：60 號、88 號、106 號、146 號、147 號 

(2) 仁友客運：38 號、48 號 

(3) 統聯客運：83 號、73 號 

(4) 豐原客運：6352 號、6353 號、6354 號 

(5) 巨業客運：大甲~通霄、梧棲~清水 

 

3. 經澄清醫院中港分院之台中市公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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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慈濟醫院交通指引- 

 

 

 

 

 

 

 

 

 

 

 

 

 

 

協力大樓一樓 
互愛會議室 



 

   ►當您抵達花蓮火車站時，可選擇搭乘計乘車或至前火車站搭乘本院接駁車 

     前往醫院。 

   ►本院無提供機場⇔醫院的接駁車，您可選擇搭乘計程車至花蓮慈濟醫院， 

     約 15~20 分鐘的車程。 

   

     醫院區間車時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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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交通指引- 

 

 

 
 

 

 

自由大樓六樓 

第一會議室 

交通資訊 

●火車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院約兩公里，車程約 5

分鐘。 

●小港機場轉搭計程車約 30 分鐘。 

●開車沿中山高速公路南下-下「九如交流道」於九

如路右轉往火車站方向，再於自由路右轉，即達本

院。 

●高鐵車站轉搭計程車約 17 分鐘，沿大中路於自由

路右轉，再於十全一路左轉即達本院。 

●高捷車站轉搭捷運接駁公車，由後驛站出入口 2

搭乘紅 29、紅 30 接駁車，即達本校。 

 

停車資訊 

本院第一、第二來賓停車場:在附設醫院內，由自由

路進入，費用每小時 30 元計(30 分鐘內以 15 元計,

超過 30 分鐘以 30 元計)，第一來賓停車場地面有機

車停車場，費用每次 20 元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