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救護訓練中心 

111年度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課程 

一、 主旨 

為處理各種緊急的事故，如天然災難、意外事故、交通意外等所引起的重大

人命傷亡，在當地緊急醫療及基層醫療無法應付甚至癱瘓時，為了因應此緊急狀

況，故舉辦此教育訓練，藉由課堂講授概念及接近真實情境之桌上模擬演練，將

觀念進行演繹並由實作中發現問題來探討，並尋求改善，以期受訓學員在災難應

變時，能夠做好適當的應變準備，並將應變處置做到更趨完善。 

二、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高屏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高雄榮民總醫院 

三、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衛生福利部高屏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衛生福利部

台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高雄榮民總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四、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五、 研習對象：高屏澎地區醫療院所、縣市衛生局(所)、縣市消防局、應變中心等

對課程有興趣之相關人員。 

六、 時間地點及報名費用： 

高雄場：111 年 09 月 26 日（星期一）08:30-17:30 

111 年 09 月 27 日（星期二）08:40-17:30 

課程地點：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教學大樓 4樓 (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 400 號) 

報名費用：免費，恕不提供現場報名。 

七、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請上「高屏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網頁點選報名

(http://org.vghks.gov.tw/kseoc/)，恕不受理現場報名。 

本單位將以信件寄出錄取通知信，請學員留意信箱。 

(2) 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 

(3) 報名限額：限額 80 名，截止報名或滿額為止，恕不受理現

場報名。 

(4) 聯絡電話：07-3423032 勤務員。 

八、 教育積分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學分、其他學會教育積分(台灣急診醫學會、醫師公會全

http://org.vghks.gov.tw/kseoc/


國聯合會、護理師相關教育積分等)申請中，以當日公佈為主。 

九、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提供餐食，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 

2. 本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電子講義於當日公告。 

3. 報名後請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4. 本活動場地提供機車、汽車免費停車，入場前請於警衛室告知參與高雄榮總辦理之

課程。 

5.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課程內容及講座之權利。 

6. 於參加限額額滿後，主辦單位有篩選學員之權利。 

十、 防疫宣導公告 

為防範特殊性傳染肺炎，請學員配合以下措施： 

(1) 進入活動場地入口處請配合體溫檢測。 

(2) 本活動備有乾洗手酒精提供消毒。 

(3) 進入活動場地及會議室（教室）請全程配戴口罩。 

(4) 請保持室內 1.5 公尺以上，室外 1 公尺以上社交距離。 

(5) 若您的身體有不適（如發燒超過 37.5 度），請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機制追

蹤、管理，謝謝配合。 

十一、 請配合全程參與課程使得給予上課證明。  



十二、 課程表及交通位置： 

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位置圖 

 

 

 

 

 

 

 

 

 

 

 

 

 

 

 

上課位置-教學大樓 4樓 

 

 

 

 

 

 

 

 

 

 

 

 

 

 

 

 

 

 

  



111年度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課程課程表 

第 1 日  111 年 09 月 26 日  (星期一)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8:50 報  到  

08:50~09:00 開場致詞  

09:00~09:50 國家災防體系與災難醫療體系之介紹 黃豐締主任 

09:50~10:40 災難與大量傷患醫療應變之基本原則與現場作業流程 黃豐締主任 

10:40~10:50 ~~ Break ~~ 

分組操作課程 
(1)檢傷分類的認識

與實例練習 

(2)醫療人力建置

規劃（ICS) 

(3)醫療診療流程

及傷病患登錄與

通報 

(4)團體裝備使用

操作及特殊急症

應用 

分組操作講師 林欣陽/蘇詠中 劉鴻傑/陳寬 蔡濬毅/陳佳儀 鄭銘泰/何闓宏 

10:50~11:40 A B C D 

11:40~12:30 D A B C 

12:30~13:20 ~~ Lunch ~~ 

13:20~14:10 C D A B 

14:10~15:00 B C D A 

15:00~15:10 ~~ Break ~~ 

15:10~16:00 
災難心理衛生（個人安全及危機事件壓力之調適) 

含創傷後症候群 
章秉純醫師 

16:00~17:30 

特殊急症[1.爆炸傷(Blast lnjury)、2.壓迫症候群(Crushing 

Syndrome)、3.腔室症候群(Compartment Syndrome)、4.

緊急截肢(Amputation)、5.創傷性窒息(Traumatic 

Asphyxia)、6.微粒吸入傷害(Particulate Health Problem)] 

潘師典主任 

17:30~ 賦    歸 

『活動課程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講師介紹 

黃豐締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部部長            潘師典 奇美醫院急診緊急醫療系統科主任 

林欣陽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蘇詠中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醫師 

劉鴻傑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急診部主治醫師      陳  寬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醫師 

蔡濬毅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部主治醫師        陳佳儀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醫師 

鄭銘泰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何闓宏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部外傷醫學科                                            

章秉純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兒童青少年身心科主任                       主治醫師 



111年度災難醫療救護隊訓練課程課程表 

第 2 日  111 年 09 月 27 日  (星期二) 

時間 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  到  

09:00~09:50 台灣災難歷史回顧與各類災難的醫療衝擊 石富元主任 

09:50~10:40 災難之公共衛生醫療需求及流行病通報 石富元主任 

10:40~10:50 ~~ Break ~~ 

10:50~11:40 災民收容之照顧 石富元主任 

分組操作課程 
(1)通訊系統之認識

與器材之使用練習 

(2)災情評估(資料

的搜集與整理)  

(3)後勤管理與登

錄 

(4)媒體、資訊與

危機風險溝通 

分組操作講師 朱秉鈞/林司敏 柯曜平/蕭郁愷 林鍵皓/凃懿如 周上琳/曾文敏 

11:40~12:30 A B C D 

12:30~13:30 ~~ Lunch ~~ 

13:30~14:20 D A B C 

14:20~15:10 C D A B 

15:10~16:00 B C D A 

16:00~16:10 ~~ Break ~~ 

16:10~17:30 大量傷患事件模擬演習與檢討 全體講師 

17:30~ 賦   歸 

『活動課程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講師介紹 

石富元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總務室主任 

朱秉鈞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部主治醫師            林司敏   恆春南門醫院護理師 

柯曜平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蕭郁愷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部醫師 

林鍵皓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凃懿如   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師 

周上琳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主任秘書            曾文敏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 

                                                        住院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