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教育訓練模組 

進階課程報名簡章  
 

一、課程綱要：為因應台灣目前化學物質危害事件的應變，當有健康與人命上的危害，醫療院所是初

期應變相當重要的單位，從到院前消防單位的現場毒化物災害應變、環保署化學局環境事故專

業技術小組的環境偵測維護，到醫療院所的緊急應變（化災病患除污、緊急醫療處置），每個環

節環環相扣，都是醫療從業人員需要學習的知識，以協助化災事件時病患的處置；尤其對於化

災應變責任醫院內的醫療及應變人員來說，這些訓練課程是這個應變機制成功相當重要的一

環。 

二、課程目的：本課程主要的目的，在於訓練醫療及緊急救護相關人員，針對危害性化學品之事件，

從到院前救護到醫院的處置提供醫療及救護的應變指引。本訓練綱要彙整了台灣六區區域緊急

醫療應變中心（簡稱 REMOC）近年來相關的課程資料，集結彙整出核心的課程，針對醫院的

應變人員需要知道的知識、技術與常見的問題及解決方案進行教育訓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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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南區緊 

    急醫療應變中心、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協辦單位：雲林縣衛生局 

承辦單位：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四、活動梯次： 

區域場次 課程類型 時間 課程名稱 地點 

南區 進階課程 05/19(三) 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進階課程 

台大醫院雲林虎尾分院 

7 樓第一會議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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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報名方式： 

1.請利用網路報名(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網站 https://seoc.hosp.ncku.edu.tw/Remoc/， 

  即日起開始報名。 

  聯絡人：南區 REMOC 林宏錡先生，電話（06）235-3535 轉 7164、 

          南區 REMOC 汪家貞小姐，電話（06）235-3535 轉 7160、 

          台北區 REMOC 詹語慧小姐，電話（02）2875-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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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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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學分積分：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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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報名費用：免費，不提供午餐，恕不提供停車優惠。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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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主。 

 
※注意事項： 
為防範特殊性傳染肺炎，請學員配合以下措施： 

1.採實名制登記(攜帶健保卡或身份證以便查核)。 

2.為了維護大眾健康，進出活動場地或醫院請全程配戴口罩、並填寫「TOCC 評估表」或

「來院民眾健康聲明暨切結書」，請學員提早報到並配合規定。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進階課程(南區) 
日期：05月 19 日（星期三） 

地點：台大醫院雲林虎尾院區 7樓第一會議室 (雲林縣虎尾鎮學府路 95 號) 

時    間 題   目/ 課  程  範  圍 主講人/職稱 

08：30-08：50                         報到 
08：50-09：35 

醫院化災應變與演習常見的問題 
高政懋 

成大醫院急診部 

主治醫師 
09：35-10：20 
 化災個人防護裝備與應變人員的安全 

高政懋 

成大醫院急診部 

主治醫師 
10：20-10：30                              Break 
10：30-11：15 
 

化學物質查詢系統與相關資源的介紹 I 
(包含資料庫查詢和解毒劑儲備網) 

史芳瑛 

成大醫院急診部 

護理師 
11：15-12：00 化學物質查詢系統與相關資源的介紹 II 

 

史芳瑛 

成大醫院急診部 

護理師 
12：00-13：00                              Lunch 
13：00-13：45 國內重大毒化災案例討論 I(南部地區) 

 

主講者：高廷嘉 
環保署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經理 
13：45-14：30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處置 醫療應變處置 
主持人：黃啟元 
成大醫院急診部 

主治醫師 
高廷嘉 

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經理 

黃啟元 
成大醫院急診部 

主治醫師 
14：30-14：50                               Break 
14：50-15：35 國內重大毒化災案例討論 II(北部地區) 

 

主講者：林鍵皓 

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5：35-16：20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處置 醫療應變處置 主持人：黃啟元 

成大醫院急診部 
主治醫師 

高廷嘉 
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經理 

林鍵皓 
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6：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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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進階課程 

 
台大醫院雲林虎尾院區交通指引- 

 

 

虎尾院區交通路線參考圖說明： 

●自行開車 

1. 國道 1號 (下斗南交流道) →縣道 158 號 (往虎尾方向)→虎尾外環道雲 91 道路→到達 

2.國道 3號(下古坑交流道接 78 號快速道路)→ 雲林系統交流道→虎尾交流道→林森路→博愛路(興

中里)→雲 91 道路到達 

 

●台西客運公車路線: 

【虎尾-六輕(經橋頭)】 

虎尾→台大→吳厝→浦仔→十八張犁→三塊暦→ 港尾→羅厝→崙背→材南→下街→舊庄→豐菜→施

暦寮→橋頭→中山→六輕 

 

【虎尾-西螺(經二崙)】 

虎尾→台大→吳厝→田尾→二崙→莉仔圍→ 大義崙→油車→荷苞嶼→永定厝→埔心→西螺 

 

【虎尾-麥寮(經大有)】 

虎尾→台大→吳厝→浦仔→十八張犁→三塊暦→ 港尾→羅厝→崙背→五塊暦→大有→興化暦→麥寮 

 

【麥寮-嘉義(經虎尾)】 

麥寮→霄仁厝→興化厝→大有→五塊厝→崙背→羅厝→港尾→三塊暦→十八張犁→湳仔→吳厝→台

大→虎尾→斗南→石電溪→柳樹腳→樹子頭→大林→三疊溪→崙仔頂→民雄→頭橋→後湖→嘉義站 

 

【虎尾-麥寮(經橋頭)】 

虎尾十台大→吳厝→湳仔→十八張犁→三塊暦→港尾→羅厝→崙背→枋南→下街→舊庄→豐菜→施

厝寮→橋頭一沙崙后→瓦經→麥寮 

7 樓第一會議室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教育訓練模組 

初階課程報名簡章 
 

一、課程綱要：為因應台灣目前化學物質危害事件的應變，當有健康與人命上的危害，醫療院所是初

期應變相當重要的單位，從到院前消防單位的現場毒化物災害應變、環保署化學局環境事故專

業技術小組的環境偵測維護，到醫療院所的緊急應變（化災病患除污、緊急醫療處置），每個環

節環環相扣，都是醫療從業人員需要學習的知識，以協助化災事件時病患的處置；尤其對於化

災應變責任醫院內的醫療及應變人員來說，這些訓練課程是這個應變機制成功相當重要的一

環。 

二、課程目的：本課程主要的目的，在於訓練醫療及緊急救護相關人員，針對危害性化學品之事件，

從到院前救護到醫院的處置提供醫療及救護的應變指引。本訓練綱要彙整了台灣六區區域緊急

醫療應變中心（簡稱 REMOC）近年來相關的課程資料，集結彙整出核心的課程，針對醫院的

應變人員需要知道的知識、技術與常見的問題及解決方案進行教育訓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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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協辦單位：台東縣衛生局 

承辦單位：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四、活動梯次： 

區域場次 課程類型 時間 課程名稱 地點 

東區 初階課程 06/09(三) 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初階課程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新大樓 9樓李庥講堂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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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報名方式： 

1.請利用網路報名(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網站 http://www.eoctc.org.tw/，即日起開始報名， 

  聯絡人：東區 REMOC 黃詠評先生，電話(03)856-8350、 

          台北區 REMOC 詹語慧小姐，電話（02）2875-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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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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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學分積分：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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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報名費用：免費，恕不提供停車優惠。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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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主。 

 
※注意事項： 
為防範特殊性傳染肺炎，請學員配合以下措施： 

1.採實名制登記(攜帶健保卡或身份證以便查核)。 

2.為了維護大眾健康，進出活動場地或醫院請全程配戴口罩、並填寫「TOCC 評估表」或

「來院民眾健康聲明暨切結書」，請學員提早報到並配合規定。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東區) 

教育訓練模組初階課程 
日期： 06 月 09 日（星期三） 

地點：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新大樓 9樓李庥講堂 (台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號) 

時    間 題   目/ 課  程  範  圍 主講人/職稱 

08：30-08：50                         報到 
08：50-09：35 

危害物質的認識及危害物質(化災)事件應變機制 
鄭宏熙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09：35-10：20 
 化災應變的基本概念與原則 

鄭宏熙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10：20-10：30                              Break 
10：30-11：15 
 

到院前化災事件現場的應變程序 徐子恒 

衛生福利部 

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執行長 

11：15-12：00 醫院化災事件應變計劃與應變組織 
 

賴佩芳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部醫師 
12：00-13：00                          Lunch 
13：00-13：45 化災病患處置原則及解毒劑的認識 林鍵皓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3：45-14：30 
 病患除污程序的介紹與化災個人防護裝備介紹 

林鍵皓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4：30-14：50                          Break 

14：50-15：35 
個人防護裝備實際操作演練 

林鍵皓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5：35-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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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初階課程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交通指引- 

 
 

 

 

 

 

 

 

新大樓 9樓李庥講堂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教育訓練模組 

進階課程報名簡章  
 

一、課程綱要：為因應台灣目前化學物質危害事件的應變，當有健康與人命上的危害，醫療院所是初

期應變相當重要的單位，從到院前消防單位的現場毒化物災害應變、環保署化學局環境事故專

業技術小組的環境偵測維護，到醫療院所的緊急應變（化災病患除污、緊急醫療處置），每個環

節環環相扣，都是醫療從業人員需要學習的知識，以協助化災事件時病患的處置；尤其對於化

災應變責任醫院內的醫療及應變人員來說，這些訓練課程是這個應變機制成功相當重要的一

環。 

二、課程目的：本課程主要的目的，在於訓練醫療及緊急救護相關人員，針對危害性化學品之事件，

從到院前救護到醫院的處置提供醫療及救護的應變指引。本訓練綱要彙整了台灣六區區域緊急

醫療應變中心（簡稱 REMOC）近年來相關的課程資料，集結彙整出核心的課程，針對醫院的

應變人員需要知道的知識、技術與常見的問題及解決方案進行教育訓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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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承辦單位：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四、活動梯次： 

區域場次 課程類型 時間 課程名稱 地點 

北區 進階課程 06/24(四) 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進階課程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402 會議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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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報名方式： 

1.請利用網路報名 https://reurl.cc/9Z0Ynv，即日起開始報名。 

聯絡人：北區 REMOC 黃淑妏小姐，電話（03）328-1200 轉 3346 

        台北區 REMOC 詹語慧小姐，電話（02）2875-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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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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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學分積分：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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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報名費用：免費，恕不提供停車優惠。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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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主。 

 
※注意事項： 
為防範特殊性傳染肺炎，請學員配合以下措施： 

1.採實名制登記(攜帶健保卡或身份證以便查核)。 

2.為了維護大眾健康，進出活動場地或醫院請全程配戴口罩、並填寫「TOCC 評估表」或

「來院民眾健康聲明暨切結書」，請學員提早報到並配合規定。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進階課程(北區) 
日期：06月 24 日（星期四） 

地點：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402 會議室 (苗栗縣後龍鎮光華路 373 號) 

時    間 題   目/ 課  程  範  圍 主講人/職稱 

08：30-08：50                         報到 
08：50-09：35 

醫院化災應變與演習常見的問題 
劉鴻傑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09：35-10：20 
 化災個人防護裝備與應變人員的安全 

劉鴻傑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0：20-10：30                              Break 
10：30-11：15 
 

化學物質查詢系統與相關資源的介紹 I 
(包含資料庫查詢和解毒劑儲備網) 

方劭宇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 
11：15-12：00 化學物質查詢系統與相關資源的介紹 II 

 

方劭宇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 
12：00-13：00                              Lunch 
13：00-13：45 國內重大毒化災案例討論 I(北部地區) 

 
主講者：莊凱安 

環保署北區環境事故專業 

技術小組協同計畫主持人 

13：45-14：30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處置 醫療應變處置 
主持人：李景行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任 

莊凱安 
協同計畫主持人 

林鍵皓 
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4：30-14：50                               Break 

14：50-15：35 國內重大毒化災案例討論 II(北部地區) 
 

主講者：莊凱安 

環保署北區環境事故專業 

技術小組協同計畫主持人 
15：35-16：20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處置 醫療應變處置 主持人：李景行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任 

莊凱安 
協同計畫主持人 

林鍵皓 
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6：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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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0 年度化災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進階課程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交通指引- 

 

 

 
 

 自行開車： 

  (一) 台 72 線快速道路往後龍方向開到起點，左轉 100 公尺即可抵達衛生局。 

  (二) 國道 3號後龍下交流道，往光華路方向 5分鐘可抵達衛生局。 

  (三) 國道 1號下頭屋交流道，往苗栗方向，接台 72線快速道路往後龍方向，開  

              到起點左轉 100 公尺，即可抵達衛生局。 

 

 乘坐大眾運輸： 

  (一) 苗栗火車站： 

    1. 搭乘新竹客運：於火車站旁 OK便利商店 

      (1) 搭(車班約30分至60分一班)5668苗栗-通霄鎮公所(經後龍)可在衛生  

              局下車。 

      (2) 搭 5669 苗栗-後龍(經十班坑)可在衛生局下車。 

    2. 苗栗客運： 

      (1) 於中正路苗栗市農會北苗辦事處前，搭(車班約 30分至 60 分一班)苗   

             栗-後龍(經十班坑)可在中南街下車、搭(5816)苗栗-外埔(經後龍)可在 

402 會議室 



             後龍鎮公所下車。 

      (2) 在竹南搭(5811)竹南-後龍(經海寶里)可在後龍鎮公所下車。 

      (3) 在通霄搭苗栗-通霄鎮公所(經後龍)可在中南街下車。下車後步行至衛 

              生局約 5分鐘。 

  (二) 新竹高鐵站： 

       搭乘接駁公車至台鐵新竹火車站，搭火車至台鐵苗栗站，轉搭新竹客運或 

          苗栗客運至後龍火車站下車。 

 坐計程車： 

        後龍火車站呼叫計程車(037-333566)約 100~150 元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