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109年住院醫師緊急醫療系統訓練進階課程(中區)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二、 協辦單位：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臨床技能中心、急診醫學部。 

三、 活動時間：1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 

四、 活動地點：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梧棲院區 教學樓 2樓臨床技能中心 

        (台中市梧棲區文華街194巷2號)。 

五、 報名費用： 

 會  員： 3,000 元   非會員： 3,500 元。 

六、 報名方式： 

 自 109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起至 10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止(或額滿為止)。 

 限額 60 名，若未滿 30 人則不開立課程。不受理現場報名。  

 一律於本會網站線上報名（http://www.sem.org.tw/），可選用『郵局劃撥』或『銀行匯款』方

式繳費。 

 郵局劃撥帳號：「18603102」，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並於劃撥單通訊欄內

註明「109 年住院醫師緊急醫療系統訓練課程(中區)」。 

 匯款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館前分行 )」，通匯金融代號：013，請使用報名

後自動產生之虛擬帳號以 ATM 轉帳或親至銀行臨櫃匯款。  

 請列印填妥之線上報名表，並將完成繳費之憑證（『劃撥收據』或『銀行匯款

單』）黏貼於線上報名表傳真至本會，並請務必來電確認 (十分鐘內 )，即完成活

動報名程序。（本會聯絡方式，電話： 02-23719817 傳真： 02-23704797）。  

 <利用虛擬帳號以 ATM 轉帳或親至銀行臨櫃匯款者，無需再與本會確認，費用若有任何問

題，會主動與您聯繫確認>。  

七、 教育積分：本會教育積分甲類 6分。  

八、 備    註： 

1.  請學員提早報到並配合填寫 TOCC 健康聲明書及體溫監測，若有當天有以下症狀

http://www.se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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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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以上症狀請檢附診斷證明書，即可保留課程費用至下次課程使用。  

2.  請全程配戴口罩並落實手部衛生。  

3.  現場備有茶水，報名費收據於當天發放、標準化教材將於課程前一天 Email 請自

行下載。  

4. 因故不克參加要求退費者，上課一週前退報名費 90%，上課三日前退報名費

70%，其餘狀況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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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09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五 ) 
地址：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梧棲院區 2樓臨床技能中心(台中市梧棲區文華街194巷2號) 
課程表：  

時間 講題 授課講師 

07:30-08:00 報到  

08:00-08:10 1.開場 黃泰霖醫師 

08:10-08:40 2.EMS 系統設計原理與 Medical Control 蔡昌宏醫師 

08:40-09:10 3.時間急症與區域化的緊急醫療救護 鍾侑庭醫師 

09:10-09:40 4.品管指標執行-以 OHCA 為例 陳治圩醫師 

09:40-09:50 Coffee Break  

 
4. 系統與流程演練 4.1 鍾侑庭醫師 

(陳韋仁) 
4.2 蔡昌宏醫師 

(蘇昕岳) 
4.3 陳治圩醫師 

(康朝為) 

4.1 EMS 系統設計

桌上演練 
4.2 時間急症流程演

練 
4.3 品質管理實作 

OHCA 
09:50-10:30 分組 A 分組 B 分組 C 

10:30-11:10 分組 C 分組 A 分組 B 

11:10-11:50 分組 B 分組 C 分組 A 

11:50-12:50 Lunch  

12:50-13:20 5.第一反應者-派遣員 簡振宇醫師 

13:20-13:50 6. EMS 教育訓練-互動式教學 黃泰霖醫師 

 
5. 派遣與教育訓練 5.1 簡振宇醫師 

(蘇昕岳) 
5.2 黃泰霖醫師 
(陳韋仁/康朝為) 

5.1 EMS 派遣 5.2 EMS 人員教育訓練 

13:50-14:30 分組 A 分組 B 

14:30-15:10 分組 B 分組 A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5:40 7.遠距醫療與線上指導 翁一銘醫師 

15:40-16:40 8.國際 EMS 系統比較 翁一銘醫師 

16:40-16:50 9.閉幕 翁一銘醫師 

活動課程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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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群 

 陳治圩醫師  長安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翁一銘醫師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院前緊急醫療科主任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黃泰霖醫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緊急救護科主任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蔡昌宏醫師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副院長 
            苗栗縣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鍾侑庭醫師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簡振宇醫師  東元綜合醫院急診主治醫師 
            新竹縣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助教群 
 陳韋仁 台中市消防局 高級救護技術員 
 蘇昕岳 台中市消防局 高級救護技術員 
 康朝為 台中市消防局 高級救護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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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一、 搭乘火車﹙至「沙鹿站」(海線) 
 出火車站大門直走至第 2 個十字路口過馬路於全國電子→搭乘「本院交通車中型巴士」〔各班次

請參閱交通車時刻表〕→童綜合醫院 梧棲院區／沙鹿院區。 
 步行至童綜合醫院沙鹿院區→轉搭本院院區接駁車。 
二、 搭乘公車﹙臺灣大道 ） 
 最新公車訊息請依照台中市公車資訊為準：下車站 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三、 搭乘台灣高鐵（至「台中站」） 
 出高鐵轉搭乘台灣高鐵提供之免費高鐵快捷專車之【東海大學線】，於終點站東海大學站下車後，

轉搭公車。 
 於「高鐵台中站」內步行至「台鐵新烏日站」搭乘火車。 
 出高鐵轉搭乘排班計程車。(高鐵排班計程車由「快達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管理服務，依跳

表收費。)至沙鹿院區：約 45 分鐘，約 600 元、至梧棲院區：約 50 分鐘，約 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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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行開車： 
 南下 
 自「國道 3 號」第二高速公路 

 自第二高速公路→下沙鹿交流道(176.1km) →往沙鹿方向(右)→沿三民路直走到底→右轉接

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直走臺灣大道約 1.5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自「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自中山高速公路→下大雅交流道(174km)→往大雅方向→沿中清路直走過沙鹿交流道直走→

接三民路(往沙鹿)到底→右轉接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 →直行臺灣大道 1.5km，即可抵達

本院梧棲院區。 
 走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178 km﹚→往沙鹿方向→沿台灣大道直走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自中山高速公路→過后里收費站於 165 km→接 往清水方向至 3km→接第二高速公路→下

沙鹿交流道(176.1) →往沙鹿方向(右) →沿中清路直走接三民路到底→右轉接臺灣大道（往

台中港方向）→直行臺灣大道約 1.5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北上 
 自「國道 3 號」第二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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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182.8km) →往沙鹿方向→沿向上路左轉接臺灣大道（往台

中港方向）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自「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走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178 km﹚→往沙鹿方向→沿台灣大道直走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走中山高速公路→於彰化系統交流道接第二高速公路→往和美方向（往北）→走第二高速公

路→下龍井交流道(182.8km) →往沙鹿方向→沿向上路左轉接臺灣大道（往台中港方向）→

過靜宜大學後約 4km，即可抵達本院梧棲院區。 

 
五、 停車 
 本院地下停車場【每小時 30 元】每日上限 500 元 
 地下停車場提供身障人士每日優免兩小時(檢附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本院院區鄰近道路兩側。 
 文華街 B、C 停車場每小時 20 元，每日上限 300 元。 
 急診停車場每小時 20 元，每日上限 3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