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106 年度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課程簡章 

一、主旨 

本課程乃針對毒化災之緊急醫療救護所需，安排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包括學習如何維護

病人及自身安全與防止二次污染、毒化物的標示及辨識、毒化災應變體系及組織架構、除污、正

確防護設備使用及加強穿脫防護衣技巧、了解毒化災醫療應變處理程序、認識解毒劑；希望醫護

人員能從本課程中，增進毒化災應變技能，以提升毒化災醫療應變水準。 

二、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 

三、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科 

四、共同主辦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新竹市衛生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五、參加對象 

北區醫療院所及衛生單位相關醫護人員或對特殊緊急醫療應變課程有興趣之人員。 

※未曾參加過課程以初階課程為主，參加過初階訓練者可逕行參加進階訓練。 

六、時間地點 

 活動期間：106 年 6 月至 106 年 8 月 

 活動場次與日期： 

場次代號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A 6月 14日(週三) 

106 年度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模組 

(毒化災初階課程) 

線上報名：https://goo.gl/fGvCvM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兒童大樓 L棟 B2 

臨床技能中心 

B 7月 12日(週三) 

106年度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進階中毒教育課程

資格限制：曾經參加過毒化災初階課程 

 線上報名：https://goo.gl/xtidfS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兒童大樓 L棟 B2 

臨床技能中心 

C 8月 23日(週三) 

106 年度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 

種子教官教育訓練課程 

資格限制：曾參加過毒化災初階課程 

線上報名：https://goo.gl/IwBrMF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兒童大樓 L棟 B2 

臨床技能中心 

七、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 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 (課程名稱下方之網址連結) 

    (2)傳真報名: 請填妥報名表 (附件二) 傳真至 03-3287715 

    (3)E-mail 報名:請填妥報名表 (附件二)寄至 yuhanliu@cgmh.org.tw (請註明：報名毒化災課程) 

 課程承辦人：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03)328-1200 分機 3347 柳育漢先生。 

    若您報名後三天內未收到報名完成回覆信件，煩請來電查詢是否報名成功。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報名限制：一場次限 60 人，依先後順序為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於參加限額額滿後，主辦單位有篩選學員之權利。 

https://goo.gl/fGvCvM
https://goo.gl/xtidfS
https://goo.gl/IwBrMF


      ※報名後若不克參加，請於課程前 3 日通知取消報名，以利相關作業進行。 

 報名費用：無《本活動由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恕不提供停車優惠。 

八、教育積分 (申請中) 

台灣急診醫學會乙類、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專

科護理師學會、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申請中。 

九、其他注意事項 

 為響應環保不提供紙杯，請自行攜帶水杯。 

 因預先製作證書，故不接受現場報名；完成課程學員當天發放上課證明，事後恕不補寄。 

 主辦單位有保留更改課程內容及講師之權利。 

 為尊重講師，敬請參與全程，不受理提早簽退。 

 本活動不提供紙本講義 

  



106 年度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 

(毒化災初階) 模組課程 

(A)  6 月 14 日 週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兒童大樓 L 棟 B2 臨床技能中心階梯教室) 

時間 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09:50 
毒化災醫療應變體系及組織架構 / 

毒化災應變體系、常見毒化災案例分析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陳俊魁主治醫師 

09:50~10:40 
認識毒化物&解毒劑 / 

毒化災常用解毒劑、如何取得解毒劑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陳俊魁主治醫師 

10:40~10:50 Break 

10:50~12:00 
毒化物的標示及辨識 / 

標示相關規定與範例、物質安全資料表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陳俊魁主治醫師 

12:00~13:00 Lunch 

13:00~13:50 化災防護設備使用與防護衣的種類介紹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副)護理長 

13:50~14:40 C 級防護衣穿脫程序的介紹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副)護理長 

14:40~15:30 

毒化災醫療應變處置/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指揮系統及

處置流程、初步評估與處置（傷口除污）、救命術、解

毒劑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游俊豪主治醫師 

15:30~16:20 
學習如何維護病人及自身安全與防止二次汙染/ 

危害物(毒化物)定義、毒化災現場及急診控制區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游俊豪主治醫師 

16:20~17:00 綜合討論 & 測驗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游俊豪主治醫師 

備註：1.主辦單位有更改課程及講座權力。2.本活動不提供紙本講義。 

 

講師介紹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陳俊魁 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游俊豪 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待聘) (副)護理長  

 

  

附件一 



 

106 年度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 

毒化災進階中毒教育訓練課程 

(B) 7 月 12 日  週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兒童大樓 L 棟 B2 臨床技能中心階梯教室) 

時間 內容 講師 

09:00~09:10 報到 

09:10-10:40 

毒化災中毒病患症候群及其醫療處置 / 毒物簡介、暴露

途徑、毒物致病機轉、症狀和徵象、主要侵犯的目標、

治療、初步檢視和復甦、除污、救命術、解毒劑 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王中承 

副執行長 

膽鹼酯酶抑制劑中毒處理 (包括神經戰劑) 

10:40-10:50 Break 

10:50-11:40 農藥中毒處理 

11:40-12:30 碳氫化合物暴露之處理 

12:30-13:20 Lunch 

13:20-14:10 腐蝕性化學物暴露的處理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陳賢一主治醫師 

14:10-15:00 常見化學性變性血紅素血症之處理 

15:00-15:10 Break 

15:10-16:00 窒息劑 

16:00-16:50 
刺激性氣體暴露之處理 

半導體氣體暴露之處理 

16:50-17:20 綜合討論 & 測驗 

備註：1. 資格限制：須參加過 A 場或往年初階課程。2.主辦單位有更改課程及講座權力。 

      3.本活動不提供紙本講義。 

 

講師介紹 

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王中承 副執行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陳賢一 主治醫師  

 



106 年度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 

毒化災教育訓練種子教官教育訓練課程 

(C) 8 月 23 日  週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兒童大樓 L 棟 B2 臨床技能中心階梯教室)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40 現場處置、傷患評估及檢傷後送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李景行主治醫師 
09:40~10:30 病患處置原則及毒化災除污前共識 

10:30~10:40 Break 

10:40-11:30 防護衣穿脫教學練習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副)護理長 

分組操作 
傷口除污Ａabrasion  

wound 

傷口除污 Face laceration 

wound and eyes burn 
傷口除污 Open fracture 

分組操作講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副)護理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副)護理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副)護理長 

11:30~11:50 1 3 2 

11:50~12:10 2 1 3 

12:10~12:30 3 2 1 

12:30~13:00 Lunch 

13:00~13:50 
毒化災應變體系及組織架構 / 毒化災應變體系、常見毒化

災害案例分析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李景行主治醫師 
13:50~15:30 模擬桌上演練 

15:30~16:00 綜合討論 & 測驗 

備註：1. 須參加過 A 場、B 場或往年初階課程。（主辦單位有篩選學員之權利）。2.主辦單位有更改課程及

講座權力。3.本活動不提供紙本講義。 

 

講師介紹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李景行 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游俊豪 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待聘) 護理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待聘) 護理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待聘) 副護理長  



 

      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106 年度毒化災教育訓練 報名表 

請詳填報名表資料以免喪失您的權益，若不夠請自行影印~謝謝 

傳真至(03)328-7715 或 E-mail 至 yuhanliu@cgmh.org.tw (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毒化災課程報名) 

 

 

服務單位/科別  連絡電話  

職稱  E-mail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報名場次  

服務單位/科別  連絡電話  

職稱  E-mail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報名場次  

服務單位/科別  連絡電話  

職稱  E-mail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報名場次  

服務單位/科別  連絡電話  

職稱  E-mail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報名場次  

附件二 



衛生福利部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106 年度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課程 上課地點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地圖指引: 

 

院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交通指引： 

 客運： 

1. 汎航客運乘車處：台北市台北火車站、台北長庚醫院、桃園市火車站、中壢火車站 

2. 台北客運 920 (板橋-林口)、1211 (市政府-長庚大學)、1210 (台北火車站-林口長庚醫院)、 

國光客運 1825 (新竹-林口)、1824 (苗栗-林口)、統聯客運 1626 (苗栗-新竹-林口) 

兒童大樓 L 棟 

B2 臨床技能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