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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2021 年輻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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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台灣發生輻射傷害事件時，當有健康及人命上的危害，醫療院所是初期應

變重要的單位，從到院前輻射傷害應變、醫療療院所緊急應變(輻傷病人除污、緊急醫療處置)，

都是醫療從業人員需要學習的知識，以協助輻傷事件時病人的處置；讓輻傷應變的每個環節環

環相扣；尤其對於輻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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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重要的一環。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訓練醫療衛生及緊急救護相關人員，針對輻射災害及

輻射物質外洩事件，從社區救護到醫院的應變處置提供健康照護上的指引與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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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常見的問題與解決方案進行教育訓練。 

二、 課程目的：使一般急救責任醫院的醫療及相關應變人員了解地區輻傷事件的應變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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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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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淡水馬偕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承辦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急診部 

四、 活動梯次(時間及地點)：(交通資訊如附件) 

訓練場次 舉辦日期 課程類型 舉辦地點 

第三場次 6 月 18 日(五) 
輻傷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初階課程」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綜合研究大樓二樓第一講堂 

五、 報名對象資格： 

1. 未參加過學員以初階訓練課程為主，參加過初階訓練者方可報名進階課程。 

2. 輻傷急救責任醫院、主管機關(衛福部、原能會、縣市衛生局所)、醫療院所醫護人員、 

REMOC、縣市消防局 EMT、國防部陸軍化生放核訓練中心、警政單位、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及國土安全辦公室等對輻傷緊急醫療應變有興趣的相關人員。 

六、 課程進行方式：初階課程-上午以講堂教授為主；下午-防護衣穿脫練習、輻射傷患搬運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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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污染除污實作以及偵檢器材介紹與實務操作。 

七、 報名費用：免費，恕不提供現場報名及停車優惠。  

八、 報名方式： 

1. 限額 90 人(額滿為止)，請利用網路報名 http://remoctaipei.blogspot.com(台北區緊急

醫療應變中心)；即日起開始報名，聯絡人：林雅萍護理師，聯絡電話 02-25433535 分

機 2296。 

2. 參加限額額滿後，主辦單位有篩選之權力。 

九、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含住院醫師特殊災難必修課程時數認證)、中華民國急救

加護醫學會、臺灣醫學會、臺灣護理師學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防護積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以當日公佈為

主。 

十、 備註： 

1. 請學員提早報到並配合填寫健康聲明書及體溫監測，課程當日若有以下症狀者不得參加課

程：額溫≧37.5 度、寒顫、咳嗽、喉嚨痛、流鼻水或鼻炎、肌肉酸痛或關節痛、腹瀉或嘔

吐、呼吸困難或呼吸急促、全身倦怠、異常的嗅覺或味覺。 

2. 請全程配戴口罩並落實手部衛生。 

3. 課後將進行隨堂測試，通過測試者當場發與訓練證明書，事後恕不補寄。 

4. 請配合全程參與課程使得給予積分；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5. 主辦單位有保留更改內容及講座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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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2021 年輻傷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教育訓練模組 

初階課程表 
日期：6 月 18 日（星期五） 

地點：淡水馬偕紀念醫院-綜合研究大樓二樓第一講堂 

（251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範圍 主講人/職稱 

08：30~08：55 報 到 

08：55~09：00 致 詞 

09：00~09：45 
我國輻射災害與輻傷緊急醫

療應變體系 

輻傷應變組織架構 

樊裕明主任 

新店耕莘醫院 

核子醫學科 

輻射災害相關法規 

輻傷醫療處置說明 

09：45~10：30 基礎輻射物理、生理學 

放射線基礎 

放射線對人體影響 

放射線防護 

10：30~10：50 Break  

10：50~11：35 
輻射災害到院前現場 

處理原則 

輻射災害事故種類簡介 

林立凡主任 

三軍總醫院正

子中心 

輻射災害現場緊急應變 

11：35~12：20 
輻射污染病人體外除污 

(責任醫院處置) 

醫院內緊急應變流程 

輻射體外污染除污準備 

輻射體外除污之方法 

12：20~13：10 Lunch  

實作訓練課程 輻射偵檢實作訓練 輻射污染體外除污實作訓練 

講師/助教 
程紹智主任 

臺北慈濟核醫科 
鄭銘泰執行長 

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13：10~13：35 分組 A 分組 B 

13：35~14：00 分組 B 分組 A 

14：00~14：20 Break  

實作訓練課程 防護衣穿脫實作訓練 輻射污染傷患搬運實作訓練 

講師/助教 
程紹智主任 

臺北慈濟核醫科 
鄭銘泰執行長 

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14：20~14：45 分組 A 分組 B 

14：45~15：10 分組 B 分組 A 

15：10~15：55 綜合檢討座談會 
鄭銘泰執行長 

台北區緊急醫

療應變中心 

15：55~16：40 Q&A 隨堂測驗 

16：40~ 賦歸 

『活動課程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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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2021 年輻傷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教育訓練模組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交通指引- 

 

 

 
【捷運】淡水信義線－竹圍站： 

1、出口 1 左轉往淡水方向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本院 

2、出口 1 右側搭乘捷運免費接駁車 

【捷運免費接駁車】(往返竹圍捷運站及淡水馬偕) 

 

【公車】站名：捷運竹圍站或馬偕醫院站或馬偕醫院站一  

公車：308、756、757、821、837(區)、857、864、878、879、880、883、947、957、

983、紅 23。 

 

【免費公車】站名：馬偕醫院 

公車：837(副線)、三芝區、石門區、八里區、五股區均有提供免費接駁公車，班次及時間

請參考各區公所公告之發車時刻表。 

 

【自行開車】 

1、於五股交流道下或（台 64 線快速道路下）：五股交流道左轉新五路（五股一匝道出口

下） → 成泰路三段 → 過關渡大橋 →往淡水方向 (接民權路) →第一個紅綠燈 →第二

個紅綠燈(竹圍捷運站‧民族路) → 第三個 紅綠燈(民生路)右轉 → 恩典樓(民生路 45 號）  

2、從台北市過來：承德路 → 大度路 → 過關渡大橋 →往淡水方向(接民權路) →第一個

紅綠燈 → 第二個紅綠燈(竹圍捷運站‧民族路) → 第三個紅綠燈(民生路)右轉 →恩典樓

(民生路 45 號) 

3、或過竹圍捷運站往淡水方向約 50 公尺 → 馬偕樓(民權路 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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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2021年輻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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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台灣發生輻射傷害事件時，當有健康及人命上的危害，醫療院所是初期應

變重要的單位，從到院前輻射傷害應變、醫療療院所緊急應變(輻傷病人除污、緊急醫療處置)，

都是醫療從業人員需要學習的知識，以協助輻傷事件時病人的處置；讓輻傷應變的每個環節環

環相扣；尤其對於輻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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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重要的一環。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訓練醫療衛生及緊急救護相關人員，針對輻射災害及

輻射物質外洩事件，從社區救護到醫院的應變處置提供健康照護上的指引與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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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常見的問題與解決方案進行教育訓練。 

二、 課程目的：使輻傷急救責任醫院相關應變人員了解地區輻傷事件的問題與可能應變之策略，

了解現有應變程序限制，藉由案例討論的方式，協助應變人員學習經驗，並促進發展應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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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衛生

局、基隆長庚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承辦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急診部 

四、 活動梯次(時間及地點)：(交通資訊如附件) 

訓練場次 舉辦日期 課程類型 舉辦地點 

第四場次 7 月 13 日(二) 
輻傷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

教育訓練模組「進階課程」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本院五樓國際會議廳 

五、 報名對象資格： 

1. 未參加過學員以初階訓練課程為主，參加過初階訓練者方可報名進階課程。 

2. 輻傷急救責任醫院、主管機關(衛福部、原能會、縣市衛生局所)、醫療院所醫護人員、 

REMOC、縣市消防局 EMT、國防部陸軍化生放核訓練中心、警政單位、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及國土安全辦公室等對輻傷緊急醫療應變有興趣的相關人員。 

六、 課程進行方式：進階課程-上午以講堂教授及輻傷案例討論為主；下午實作演練為 HIC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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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組及輻傷病人個案處置情境模擬。 

七、 報名費用：免費，恕不提供現場報名及停車優惠。 

八、 報名方式： 

1. 限額 80 人(額滿為止)，請利用網路報名 http://remoctaipei.blogspot.com(台北區緊急

醫療應變中心)；即日起開始報名，聯絡人：林雅萍護理師，聯絡電話 02-25433535 分

機 2296。 

2. 參加限額額滿後，主辦單位有篩選之權力。 

九、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含住院醫師特殊災難必修課程時數認證)、中華民國急救

加護醫學會、臺灣醫學會、臺灣護理師學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防護積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以當日公佈為

主。 

十、 備註： 

1. 請學員提早報到並配合填寫健康聲明書及體溫監測，課程當日若有以下症狀者不得參加課

程：額溫≧37.5 度、寒顫、咳嗽、喉嚨痛、流鼻水或鼻炎、肌肉酸痛或關節痛、腹瀉或嘔

吐、呼吸困難或呼吸急促、全身倦怠、異常的嗅覺或味覺。 

2. 請全程配戴口罩並落實手部衛生。 

3. 課後將進行隨堂測試，通過測試者當場發與訓練證明書，事後恕不補寄。 

4. 請配合全程參與課程使得給予積分；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5. 主辦單位有保留更改內容及講座之權利。 



 3 

衛生福利部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2021年輻傷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教育訓練模組 

進階課程表 
 

日期：7 月 13 日（星期二） 

地點：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本院五樓國際會議廳 

（204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範圍 主講人/職稱 

08：30~08：55 報 到 

08：55~09：00 致 詞 

09：00~09：45 
輻射事故醫療處理回顧 
(蓋亞那事件-銫 137) 

事件案件分析：輻射事故處
置及輻射傷害醫療處理流程 

林立凡主任 
三軍總醫院正

子中心 09：45~10：30 輻射傷害進階處置 

急性輻射症-血液、腸胃、 
神經心血管、皮膚 
（局部輻傷）的處置 

體內輻射污染處置 
及螯合劑介紹 

10：30~10：50 Break  

10：50~11：35 
 

輻射災害之社會支援及危機
風險溝通 

輻射災害社會心理精神支援 座長：蘇軒銳執秘 

原子能委員會 

講師：程紹智主任 

臺北慈濟核醫科 

輻射災害創傷症候群 

輻射災害危機風險溝通 

11：35~12：20 
輻射污染物及環境處理與問

題討論 

輻射污染物及環境處理 
座長：蘇軒銳執秘 

原子能委員會 

講師：程紹智主任 

臺北慈濟核醫科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12：20~13：10 Lunch  

實作訓練課程 
院前聯繫及輻傷病人轉診後送(行政
面)HICS 功能性分組暨桌上模擬 

輻傷病人個案處置情境模擬(技術面) 
輻射偵檢、除污（體內、外） 

螯合劑的使用及後端醫療團隊整合 

講師/助教 
鄭銘泰執行長 

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蔣長延醫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 

13：10~14：10 分組 A 分組 B 

14：10~14：30 Break  

14：30~15：30 分組 B 分組 A 

15：30~16：15 綜合檢討座談會 
鄭銘泰執行長 
台北區緊急醫
療應變中心 

16：15~17：00 Q&A 隨堂測驗 

17：00~ 賦歸 

『活動課程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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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2021 年輻傷事件緊急醫療應變人員教育訓練模組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交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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