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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第九屆全國呼吸道插管暨心肺復甦術競賽報名簡章 

National Skill Competition for Intubation an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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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主旨 

為促進全台參與 EMS 到院前緊急救護技術技能交流，本會舉辦全國性呼吸道插管

暨心肺復甦術競賽，因應緊急事故現場之初步急救處置，推動全國發展到院前緊傷

病患之呼吸道處置及基本救命術技能競賽。期盼藉由競賽推廣 EMS 社會認同度，

增加民眾對到院前 EMS 人員的熱誠及對於救護技術員的認知。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 

指導單位：內政部消防署、衛生福利部                                                                                                                                                                                                                                                                                                                                                                                                                                                                                                                                                                                                                                                                                                                                                                               

參、活動地點 

t.Studio -台北市光復南路 116 巷 7 號 

肆、活動時間 

11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 08:00 ~ 17:00 

伍、活動議程 ※預定議程，主辦單位將依據實際參賽人數進行調整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00 ~ 08：50 報到、抽籤 

08：50 ~ 09：20 主持人致詞：介紹評審 

09：30 ~ 12：30 呼吸道插管 & CPR+AED初賽 

12：30 ~ 13：00 休息時間 

 13：00 ~ 16：00 呼吸道插管 & CPR+AED決賽 

16：00 ~ 16：20 成績計算 

16：20 ~ 16：50 頒獎典禮 

16：50 禮    成 

陸、比賽類別 

 一、呼吸道插管競賽 

 二、心肺復甦術及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競賽 

※詳細報名資格、評審辦法及獎勵等請見第 6 頁至第 8 頁之報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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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名辦法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14 日(五)15:00 止。  

二、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表單填寫報名。 

(一)敬請報名者填妥資料後，即可完成繳費、等相關報名手續。本會採以完成

報名手續，資料完整(審核順序為寄件郵戳日期>匯款方式>匯款日期)為正

取人員，額滿為止。 

(二)該報名手續完成者，以匯入報名費先後順序為考量，為平衡全台各縣市

EMT 參與之機會，本會依報名狀況授理報名。參賽名單統一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一)前公布名單，敬請報名者屆期注意官網資訊，恕不另行通知。 

(三)若報名收件時，已達報名組數上限，將以 E-mail 或簡訊方式通知報名者

辦理退費。 

(四)如報名組數未達三隊時則由本會視情況辦理，無法辦理時，將統一退回報

名費。 

(五)收到報名資料後，將進行資格審查，審查依據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系

統及醫事人員管理系統，審查不合格將通知補件，補件期為五個工作天，

於期限內無法完成補件，則不予參賽並退費。 

捌、報名費用 

每人新台幣 500 元整 （參賽前十個工作天內退賽，恕不退還款項） 

玖、繳費方式說明 

一、本活動報名費僅採 ATM 繳款、電子轉帳方式，請報名人完成報名表填寫作業

時，先行完成繳款，並提供相對應之繳款資料。 

二、戶名：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 

士林中正郵局帳號：(700) 000-1739-0881-343 

(一)請確認該報名繳費金額是否於繳費期間內完成，勿短（溢）繳，以免延

宕報名時程。 

(二)如因報名費不正確、帳號錯誤或匯款不成功而延誤報名郵寄者，概由報

名人自行負責。 

(三)匯款明細資訊，請自行妥善保存，以備日後查詢報名資訊或申請異動服

務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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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閱報名說明及簡章

填寫線上報名表(含報名費繳納)

資格審查期為十個工作天

結果將以Email進行通知

報名完成

拾、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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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呼吸道插管競賽報名說明 

一、報名組數名額：50 組(詳細報名辦法請見第 3 頁之說明) 

二、報名資格 

(一)對象：具有醫師、高級救護技術員或護理人員(須具專科護理師或麻醉科

護理師證照)等資格。 

(二)人數：每隊 2 人。 

(三)證照：參賽人持有效期內證照。 

依據衛生福利部: 

1.醫事查詢系統: 

https://ma.mohw.gov.tw/masearch/SearchDOC-101-1.aspx 

2.緊急醫療管理系統:  

https://ems.mohw.gov.tw/ 

三、評審辦法 

(一)評審人員由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以下稱本會)理監事或特

聘各縣市具備醫療指導醫師資格之醫師或本會會員(具 3 年以上急診主治

醫師者醫師或擔任本會教官之 EMTP)擔任，單場次至多 7 名評審人員(其

中含 1 名評審長);若比賽現場有任何爭議，以評審長之裁決為主。 

(二)評分標準及內容： 

1.評核標準：參考最新 AHA ECC & CPR GUIDELINES。 

2.參加隊伍於比賽前由各隊選手(或選手代表)抽籤決定出賽次序。 

3.每隊將連續處置數個呼吸道處置的關卡，有時間限制。時限即將到前會

有短鈴提示、時限到時會有長鈴響。長鈴響時請停止所有動作。 

4.比賽成績評定將以「所有插管關卡完成時間」、「操作技術正確性」、「未

出現危害傷病患之動作」三方面考量，作完整的評分。 

5.該關卡器材由主辦單位提供，參賽者賽前可檢查器材。 

6.競賽當日評分標準以現場公告為主。 

(三)其他 

1.參賽者自參加本項比賽起（掛號寄出報名表時），視同承認並遵守本比賽

簡章上所列之各項規定。 

2.參賽當日服裝不拘，須攜帶有效期限內之證照，以便查驗。 

3.比賽規則如下，違者一律將取消該報名者之比賽資格： 

a.請他人頂替代比賽偽造或變造比賽證件者。 

b.企圖故意脅迫其他比賽人員或評審人員幫助舞弊。 

c.集體舞弊行為。 

d.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https://ma.mohw.gov.tw/masearch/SearchDOC-101-1.aspx
https://ems.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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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比賽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f.破壞比賽秩序，致使比賽不能進行者。 

(四)其他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增修公佈。 

四、獎勵辦法 

(一)獎勵 

冠  軍：獎盃 1 座及總獎金壹萬貳仟元整。 

特  優：獎盃 1 座及總獎金捌仟元整。 

優  等：獎牌 2 面及總獎金壹仟元整。 

佳  作：獎牌 2 面及總獎金伍佰元整。 

(二)各類別得獎者，本會將行文內政部消防署建議從優敘獎。 

(三)特優、優等、佳作之名額將於賽前進行公告。 

(四)優等及佳作獎項之名額將視報名組數按比例增加。 

(五)獎勵採最高項目頒給 1 次為原則。比賽辦法公告後，若有單位提供特

定主題及贊助特別獎項，主辦單位得隨時公告周知。同一作品，若同時獲

得上述既有之獎勵及贊助特別獎項，則頒給獎金比較高者之獎項，不得重

覆頒給。 

拾貳、心肺復甦術及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競賽 

一、報名組數名額：一般 CPR 組 45 組；MCPR-LUCAS 組 30 組(詳細報名辦法

請見第 3 頁之說明) 

二、報名資格 

(一)一般 CPR 組： 

對象：具有 EMT-1/EMT-2 救護技術員或護理人員等資格者。 

人數：每隊 2 人。 

證照：參賽人持有效期內證照。 

依據衛生福利部: 

1.醫事查詢系統: 

https://ma.mohw.gov.tw/masearch/SearchDOC-101-1.aspx 

2.緊急醫療管理系統:  

https://ems.mohw.gov.tw/ 

(二) MCPR-LUCAS 組 

對象：具有 EMT-1/EMT-2 救護技術員或護理人員等資格者。 

人數：每隊 3 人。 

證照：參賽人持有效期內證照。 

依據衛生福利部: 

https://ma.mohw.gov.tw/masearch/SearchDOC-101-1.aspx
https://ems.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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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事查詢系統: 

https://ma.mohw.gov.tw/masearch/SearchDOC-101-1.aspx 

2.緊急醫療管理系統:  

https://ems.mohw.gov.tw/ 

三、評審辦法 

(一) 評審人員由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以下稱本會)理監事或

特聘各縣市具備醫療指導醫師資格之醫師或本會會員(具 3 年以上急診主

治醫師者醫師或擔任本會教官之 EMTP)擔任，單場次至多 7 名評審人員

(其中含 1 名評審長);若比賽現場有任何爭議，以評審長之裁決為主。 

(二)評分標準及內容： 

1.評核標準：參考最新 AHA ECC & CPR GUIDELINES。 

2.參加隊伍於比賽前由各隊選手(或選手代表)抽籤決定出賽次序。 

3.每組於時間限制內操作完整的 CPR+AED 流程講求 CPR 的品質、速度

等，MCPR 組講求裝設的正確性、速度及故障排除。 

4.該關卡器材由主辦單位提供，參賽者賽前可檢查器材。 

5.競賽當日評分標準以現場公告為主。 

(三)其他 

1.參賽者自參加本項比賽起（掛號寄出報名表時），視同承認並遵守本比賽

簡章上所列之各項規定。 

2.參賽當日服裝不拘，須攜帶有效期限內之證照，以便查驗。 

3.比賽規則如下，違者一律將取消該報名者之比賽資格： 

a.請他人頂替代比賽偽造或變造比賽證件者。 

b.企圖故意脅迫其他比賽人員或評審人員幫助舞弊。 

c.集體舞弊行為。 

d.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e.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比賽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f.破壞比賽秩序，致使比賽不能進行者。 

(四)其他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增修公佈。 

四、獎勵辦法 

(一)獎勵 

1.一般 CPR 組： 

冠  軍：獎盃 1 座及總獎金肆仟元整。 

特  優：獎盃 1 座及總獎金參仟元整。 

優  等：獎牌 2 面及總獎金壹仟元整。 

佳  作：獎牌 2 面及總獎金肆佰元整。 

https://ma.mohw.gov.tw/masearch/SearchDOC-101-1.aspx
https://ems.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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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CPR-LUCAS 組 

冠  軍：獎盃 1 座及總獎金陸仟元整。 

特  優：獎盃 1 座及總獎金肆仟伍佰元整。 

優  等：獎牌 3 面及總獎金壹仟伍佰元整。 

佳  作：獎牌 3 面及總獎金陸佰元整。 

(二)各類別得獎者，本會將行文內政部消防署建議從優敘獎。 

(三)特優、優等、佳作之名額將於賽前進行公告。 

(四)優等及佳作獎項之名額將視報名組數按比例增加。 

(五)獎勵採最高項目頒給 1 次為原則。比賽辦法公告後，若有單位提供特

定主題及贊助特別獎項，主辦單位得隨時公告周知。同一作品，若同時獲

得上述既有之獎勵及贊助特別獎項，則頒給獎金比較高者之獎項，不得重

覆 

 

拾參、線上報名表單連結 

 

   

呼吸道插管組 一般 CPR 組 MCPR-LUCAS 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