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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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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文﹙lll00000l3Attachl.pdf﹚
裝

主旨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與本會
共同辦理l1l年度「NDLS國家災難生命支持術課程-美國災

難基礎生命支持標準化課程（BDLS﹚」

,敬請轉知所屬自由

報名參加’請查照o
說明:
◆1
口」

一、課程名稱:NDLS國家災難生命支持術課程-美國災難基礎生

命支持標準化課程（BDLS﹚

二、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三、承辦單位:台〉蠻災難醫學會﹑台灣倉II研文教有限公司
線

四﹑課程日期: lll年l0月22日-l0月23日 ,共2日 ,上午8時30
分至下午l7時30分,依據課表時程。
五、報名人數:每梯40名,額滿為止。

六、報名期間:即日起至l0月l4日 ,額滿提前截止。

七、課程費用:新台幣9,500元（課程提供教科書、便當、飲
料﹚

。

八、報名網址:https:∕∕tinyurl.c0Ⅲ∕2hxvkn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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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課程表,女口附件。
正本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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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連江縣立醫院、基隆市立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高雄市
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國軍
高雄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單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國軍
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軍臺中總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
國軍花蓮總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國防
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國立臺灣大
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衛生
福利部桃園醫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
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衛生
福利部朴子醫院、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衛生福利部旗山
醫院、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衛生福利部
金門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
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臺中榮民總醫院、臺
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榮民
總醫院臺南分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測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長庚醫療財
圉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行夭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圍法人恩主公醫院、醫療財圍
法人辜公亮基金會禾口信治癌中心醫院、新光醫療財圍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台灣醫院協會、板新醫院、德仁醫院﹑元復醫院﹑華揚醫院﹑大千綜今醫院、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圉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基督復臨安息曰會醫療財圍法
人臺安醫院、中心診所醫療財圍法人中心綜合醫院、國泰醫療財圍法人新竹國泰
綜今醫院、國泰醫療財圍法人國泰綜今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景美醫
院、漢銘醫院﹑曾漢棋綜今醫院、南基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圍法
人台南新樓醫院、合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圍法人經營﹚ 、奇美醫療財圉法
人奇美醫院、長庚醫療財圍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財圍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
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圍法人玉里慈濟醫院、二聖醫院﹑信一骨科醫院、祐民醫院、安
泰醫療社圍法人安泰醫院、馬偕紀念醫院附設喜樂工作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臺北分院、寶建醫療社圍法人寶建醫院、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衛
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長庚醫療財圍法人雲林長庚
紀念醫院、屏基醫療財圍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
醫院﹑長庚醫療財圍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圍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市馬偕鬼童醫院籌備處新竹市政府委託興建經營、板橋國泰醫院、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
醫院經營、佛教慈濟醫療財圍法人關山慈濟醫院﹑營新醫院、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委託長庚醫療財圍法人經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圍法人大林慈濟醫院、高雄市
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附設臺
北市私立員工子女幼兒園、賢德醫院、清泉醫院、財圍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

策進會、怡仁綜合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圍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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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仁愛醫院﹑樂安醫院、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秀傳醫療財圍
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圍法人台北慈濟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
財圍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埔基醫療財圍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長庚醫療財圍法
人合北長庚紀念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安泰醫療社圍法人潮）ll安泰
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圍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
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博正醫院、天成醫療社圍法人天最醫
院、新仁醫療社圍法人新仁醫院、國泰醫療財圍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振興醫
療財圉法人振興醫院、新北市新北仁康醫院、敏盛綜合醫院﹑同仁醫院、醫療財
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仁安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圍法
人永和耕莘醫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圍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瑞芳礦工
醫院、益民醫院、新泰綜合醫院、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奇美醫療財圍法人佳里奇美醫院、安和醫療社圉法人安和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馬偕醫療財圍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
興建經營﹑戴德森醫療財圉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東基醫療財圍法人合東基督教
醫院﹑杏和醫院﹙宜藺﹚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馬偕醫療財圍法人馬偕鬼童醫院、美德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彰化基
督教醫療財圍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圉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圍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義大醫療財圉法人義
大大昌醫院、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圍法人羅東聖母醫院、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
會羅東博愛醫院、沙豳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圍法人聖保祿醫院、桃新醫院、長
庚醫療財圍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新永矛口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圉法人台中慈
濟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圉法人童綜合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圉法人大甲李綜今醫
院、光田醫療社圍法人光田綜今醫院、信安醫療社圍法人信安醫院、佑民醫療社
團法人佑民醫院﹑惠來醫療社圍法人宏仁醫院、天成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
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亞洲大學附屬醫院、東華醫院、慶昇醫療社圉法人慶昇醫
院、社圍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維德醫療社
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澄清綜今醫院﹑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林新醫療社團法
人林新醫院、林新醫療社圍法人鳥曰林新醫院、阮綜合醫療社圍法人阮綜合醫

裝

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圍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圉法人彰化基
督教兒童醫院、秀傳醫療社圍法人秀傳紀念醫院、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夭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圍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陽明醫院（嘉義
市﹚ 、台南市郭綜今醫院﹑永jIl醫院、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天主教芳瑟醫療財團法人芳瑟醫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 ﹚I頂安醫院﹑宏仁醫院﹑高新醫院﹑仁愛醫療財圍法人大里仁愛醫院、仁
愛醫療財圍法人台中仁愛醫院、東元綜合醫院、壢新醫院、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
法人聖功醫院、健仁醫院、大東醫院、建佑醫院、劉光雄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
設醫院、康寧醫療財圍法人康寧醫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圉法人門諾醫
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圍法人花蓮慈濟醫院、慈祐醫院、宋俊宏婦幼醫院、財團法
人天主教靈醫會惠民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圍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圍法人
仁慈醫院、敦仁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聯新國際醫院桃新分

壽
線

院、聯新國際醫院
副本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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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BDLS 課程簡章
一、課程名稱：NDLS 國家災難生命支持術課程-美國災難基礎生命
支持標準化課程(BDLS)。
二、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三、承辦單位：台灣災難醫學會、台灣創研文教有限公司。
四、上課日期時間：2022 年 10 月 22 日-23 日（週六、日）
08:30~17:30。
五、課程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13 樓，雙和醫院國際
會議廳。

六、報名名額：每梯 40 名，額滿為止。
（本會保留異動之權利。）
七、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額滿提前截止。
八、課程費用：新台幣 9,500 元（課程提供教科書、便當、飲
料。）
九、繳費方式：採匯款方式。
戶名：台灣創研文教有限公司
立帳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812
帳號：2094-01-0001139-3
匯款後請來電或是 EMAIL 告知轉帳帳號後五碼。

1

十、

報名網址：https://tinyurl.com/2hxvknf4

十一、認列積分：醫師及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台灣急診醫學會
與災難醫學會災難積分。
十二、此為 Basic Disaster Life Support 二天課程，通過後將取得
美國 BDLS 證照。
十三、若遇颱風、特殊狀況等因素政府宣佈停止上班上課，本協會
保有課程異動權利。需配合順延課程或取消此次課程。因故
不克參加要求退費者，扣除匯款手續費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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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個人資料保護措施：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學員報名時
提供資料僅供當次活動身份證別及活動聯繫簽到用，保護受
訓學員個人資料不外洩，亦不會提供第三者或移作其他目的
使用。
十五、備註：完成報名者，系統將自動寄出報名成功通知電子郵
件，務必確認是否有收到電子郵件；另因應環保，請自行攜
帶環保杯。

2

十六、 關於雙和醫院停車事宜，學員無享有優惠或免費事宜，出席
人員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交通指引參考網頁：Https://shh.tmu.edu.tw/page/traffic.aspx

3

BDLS Day1 課表:111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六)
時間

主題

時長

08:00 - 08:30

簽到及分組

00:30

08:30 - 09:00

課程概述+分組介紹

00:30

1.災難概論

00:50

09:50 - 10:00

Break

00:10

10:00 - 11:10

技能站：PREDISASTER Paradigm

01:10

11:10 - 11:35

2. 爆炸性、創傷性災難

00:25

11:35 - 12:00

2A 爆炸性、創傷性災難 課堂情境練習

00:25

12:00 - 12:50

Lunch

00:50

12:50 - 13:15

3.化學性災難

00:25

13:15 - 13:40

3A.化學性災難 課堂情境練習

00:25

13:40 - 14:20

4.大規模人員傷亡事件處置與檢傷分類

00:40

14:20 - 14:50

4A.檢傷分類 課堂情境練習

00:30

14:50 - 15:00

Break

00:10

分組操作課程

02:00

S1 檢傷分類桌上演練及操作課程

01:00

S2 模擬病例 (SALT 相關練習)

01:00

課程小結

00:30

09:00

15:00

09:50

17:00

17:0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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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LS Day2 課表:111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日)
時間

主題

時長

08:00 - 08:30

簽到

00:30

08:30 - 08:55

5.自然災害

00:25

08:55 - 09:20

5A.自然災害 課堂情境練習

00:25

09:20 - 09:30

Break

00:10

09:30 - 10:00

6.生物性災難

00:30

10:00 - 10:25

6A.生物性災難 課堂情境練習

00:25

10:25 - 10:35

Break

00:10

10:35 - 11:00

7.放射性災難

00:25

11:00 - 11:25

8.災難公共衛生健康

00:25

11:25 - 12:00

BDLS 總結，課後測試＊

00:35

12:00 - 13:00

Lunch

01:00

13:00 - 16:00

災難實際演練

03:00

16:00 - 16:20

Break

00:20

16:20 - 17:30

課程回饋與問體討論

01:10

＊課後測試由 NDLSF 總部經由網路開放線上測驗，請大家務必要專
心上課，方能順利取得證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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