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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院協會 函 
 

 

 

 

受文者：全國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3 日 

發文字號：院協綜字第 10231439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詳見說明五 

 

主旨：為提昇全國醫院防災管理能力，本會謹訂於 103 年 1 月 15 日

及 1 月 18 日分別假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舉辦「建構安全醫療環境研討會」，敬請 踴躍派

員參加。  

說明： 

一、 據政府委託研究分析發現，對醫院衝擊程度之災害大小依次

為高傳染性疾病、危害物質、火災、地震、颱風、停電等，

其中又以醫院遭逢祝融事故，衝擊程度最具急迫性，除攸關

人命，並可能涉及「公共危險罪」之刑責，故為提昇醫院防

災管理能力，協助醫院建立系統性之防災體系，特舉辦「建

構安全醫療環境研討會」。 

二、 醫院之防災與緊急應變係近年衛生主管機關之施政重點，衛

生福利部亦於今年將其納入醫院評鑑之重點條文，因此本研

討會以系統性防災體系之建立為主軸，並納入建築物公共安

全、消防安全檢查之查核重點以及常見問題，透過醫院在特

殊單位如：手術室等區域之緊急應變措施進行分享，最後以

案例研討之方式，帶領大家從錯誤中學習，內容豐富並具實

務，歡迎踴躍參加。 

三、 本活動即日起至各系列課程開班前 10 天(含假日)，若額滿則

 
檔  號： 

保存年限： 

地址：25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9-5 號 25 樓 

承辦人：顏正婷小姐 

電話：(02)2808-3300 分機 23 傳真：(02)2808-3304 

電子郵件信箱：nana@hatw.org.tw 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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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結束，若未達開課人數則該課程將取消辦理，請於開課

前一周注意網路公告開課狀況。 

四、 為響應節能減碳，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本會網站

http://www.hatw.org.tw/線上報名之本會活動恕不接受傳真及

現場報名。 

五、 檢送本活動企劃書乙份，含活動時間、地點、課程表及報名

相關注意事項，詳如附件。 

六、 本案承辦人：詹巧玲、顏正婷 

電話：（02）2808-3300 分機 14、23 

傳真：（02）2808-3304 

正本:全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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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院協會 

「建構安全醫療環境」活動企劃書 

據政府委託研究分析發現，對醫院衝擊程度之災害大小，依次為高傳染

性疾病、危害物質、火災、地震、颱風、停電、水災等，其中又以醫院遭逢祝

融事故，衝擊程度最具急迫性，除攸關人命，並可能涉及「公共危險罪」之刑

責，故為提昇醫院防災管理能力，協助醫院建立系統性之防災體系，特舉辦「建

構安全醫療環境研討會」。 

醫院之防災與緊急應變係近年衛生主管機關之施政重點，衛生福利部亦

於今年將其納入醫院評鑑之重點條文，因此本研討會以系統性防災體系之建立

為主軸，並納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消防安全檢查之查核重點以及常見問題，透

過醫院在特殊單位如：手術室等區域之緊急應變措施進行分享，最後以案例研

討之方式，帶領大家從錯誤中學習，內容豐富並具實務，歡迎踴躍參加。 

本次研討會期望透過國內消防、建築、災難防治及醫療管理專家學者，

跨領域討論及交流，結合醫療特性與消防技術，提昇促進全國醫院防災管理能

力，維護醫院公共安全，相關活動資訊如下： 

一、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醫院協會 

共同主辦單位：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二、 活動日期及地點 

(一) 北區 

 日期：103 年 01 月 15 日(星期三) 

 地點：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行政中心  1 樓視廳教室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 45 號) 

(二) 南區 

 日期：103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啟川大樓  6 樓第二講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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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參加對象： 

 醫院高階管理人、管理中心主任 

 管理、企劃單位同仁 

 醫工、工務、總務單位負責主管及同仁 

 對研習主題有興趣參加之醫院主管及醫院同仁 

四、 課程辦理時間及地點： 

 北區 

        日期：103 年 1 月 15 日(三)上午 9 時~下午 4 時 

        地點：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行政中心 1 樓視廳教室      

上課時間 研習主題 講師 研習重點 

09:00-09:30 報到 

09:30-09:35 主辦單位致詞 台灣醫院協會楊漢湶理事長 

09:35-09:40 地主醫院致詞 地主醫院代表 

09:40-10:20 醫院防災體系建立 
台大醫院 

石富元主任 

防災環境的建立及緊急應變的

能力攸關人命安全，在醫院評

鑑中亦是重點項目，醫院如何

有系統的建立防災工作，以提

升公共安全。 

10:20~11:00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重點說明 

內政部營建署

代表 

依據公共安全督導抽查結果，

針對建築物安全之查核重點、

常見問題以及改善建議等進行

說明。 

11:00-11:20 Coffee Break 

11:20-12:00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重點說明 

內政部消防署

代表 

依據公共安全督導抽查結果，

針對消防安全之查核重點、常

見問題以及改善建議等進行說

明。 

12:00-13:30 Lunch 

13:30-14:10 醫院災難緊急應變措施 I 邀請中 
醫院特殊區域在遭遇緊急災難

之應變措施規劃分享。 

14:10-14:50 醫院災難緊急應變措施Ⅱ 
馬偕醫院 

張文信副院長 

醫院特殊區域在遭遇緊急災難

之應變措施規劃分享。 

14:50~15:10 Coffee Break 

15:10~16:00 案例探討 

中央警察大學 

消防學系 

沈子勝教授 

針對過去在醫療機構發生之重

大事件，帶領大家重新檢視在

關鍵時刻，應如何避免、降低

災害的發生。 

16:00~ 賦歸 

※講師邀請中，實際授課教師以上課當日公布為主。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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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03 年 1 月 18 日(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啟川大樓 6 樓第二講堂 
 

上課時間 研習主題 講師 研習重點 

09:00-09:30 報到 

09:30-09:35 主辦單位致詞 台灣醫院協會楊漢湶理事長 

09:35-09:40 地主醫院致詞 地主醫院代表 

09:40-10:20 醫院防災體系建立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張明永副院長 

防災環境的建立及緊急應變

的能力攸關人命安全，在醫院

評鑑中亦是重點項目，醫院如

何有系統的建立防災工作，以

提升公共安全。 

10:20~11:00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重點說明 
內政部營建署代表 

依據公共安全督導抽查結

果，針對建築物安全之查核重

點、常見問題以及改善建議等

進行說明。 

11:00-11:20 Coffee Break 

11:20-12:00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重點說明 
內政部消防署代表 

依據公共安全督導抽查結

果，針對消防安全之查核重

點、常見問題以及改善建議等

進行說明。 

12:00-13:30 Lunch 

13:30-14:10 醫院災難緊急應變措施 I 
高雄榮民總醫院 

黃豐締主任 

醫院特殊區域在遭遇緊急災

難之應變措施規劃分享。 

14:10-14:50 醫院災難緊急應變措施Ⅱ 
童綜合醫院 

盧立華執行長 

醫院特殊區域在遭遇緊急災

難之應變措施規劃分享。 

14:50~15:10 Coffee Break 

15:10~16:00 案例探討 

中央警察大學 

消防學系 

潘國雄講師 

針對過去在醫療機構發生之

重大事件，帶領大家重新檢視

在關鍵時刻，應如何避免、降

低災害的發生。 

16:00~ 賦歸 

※講師邀請中，實際授課教師以上課當日公布為主。 

五、 開課說明： 

(一) 各課程各地區報名人數未達 50 人則不予開課。 

(二) 請於開課前一周注意網路公告開課狀況。 

六、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程：即日起至各系列課程開班前 10 天(含假日)，若額滿則提

前結束，若未達開課人數則該課程將取消辦理，請於開課前一周注

意網路公告開課狀況。 

(二) 為響應節能減碳，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本會網站http://www.hatw.org.tw/

http://www.hatw.org.tw/class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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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報名之本會活動恕不接受傳真及現場報名。 

 

七、 報名費用 

 

 

八、 繳費方式： 

(一) 報名費用請以郵政劃撥方式於開課前 10 天完成費用繳交，完成劃撥

後，務必將劃撥收據註明姓名及參加場次，傳真至本會並電話確認，

以完成您的報名程序。 

(二)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醫院協會，帳號：01137294 

(三) 收據相關問題，請洽本會出納李苡如小姐， 

電話(02)2808-3300 分機 15 

九、 退費說明： 

(一) 活動辦理前 6 天(不含例假日)申請退費：扣除行政處理費 100 元。 

(二) 活動辦理前 1-5 天(不含例假日)申請退費：扣除行政處理費用 300 元。 

(三) 活動當天及活動後恕不受理申請退費。 

(四) 申請退費時間以本會實際收到退費申請書日期(如：傳真日期)為主。 

(五) 因天災、人數不足不予開課，已繳費者所繳費用全數退還，若已收

到收據者，請以掛號寄回本會承辦人員。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將申請公務人員、醫院品質保證保留款(待年度公告中)、中華

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申請中)等相關學(積)分認證，積(學)分數以活

動當天公告為主，敬請學員多加利用。 

(二) 本次研討會請持身分證報到，請各學員務必攜帶，以利報到作業。 

(三) 為響應環保愛地球，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十一、 聯絡資訊： 

 詹巧玲小姐電話：(02)2808-3300＃14  e-mail：cherry@hatw.org.tw 

 顏正婷小姐電話：(02)2808-3300＃23  e-mail：nana @hatw.org.tw 

會員價 非會員價 餐點 備註 

1,000 元 1,500 元 供午餐及茶點 
 會員含會員醫院員工 

 若上課人數過多，以會員醫院優先。 

mailto:cherry@hatw.org.tw


 

  

裝 

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交通位置 
 

 日期：103 年 1 月 15 日(三)上午 9 時~下午 4 時 

 地點：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行政中心 1 樓視廳教室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 45 號 

 

公車資訊 

至榮總站：288、290、508  

至振興醫院站：216、223、267、268 

 

 

捷運資訊 

淡水捷運線：明德站轉乘免費捷運接駁車 

接駁車：07:00~19:00 每 5 分鐘一班；19:00~21:50 每 10 分鐘一班 

 

 

活動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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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交通位置 

      

 日期：103 年 1 月 18 日(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啟川大樓 6 樓第二講堂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捷運接駁車 

路線：高醫啟川大樓→(捷運後驛站)察哈爾街停博愛路→北平街→高醫啟川大樓 

  

 

  

啟川大樓 

出發時間 

捷運站開車 

 (車程約 5 分鐘) 

抵達高醫 

07：40 07：50 07：55 

08：00 08：10 08：15 

08：20 08：30 08：35 

08：40 08：50 08：55 

09：00 09：10 09：15 

09：20 09：30 09：35 

09：40 09：50 09：55 

10：00 10：10 10：15 

10：20 10：30 10：35 

10：40 10：50 10：55 

11：00 11：10 11：15 

11：20 11：30 11：35 

11：40 11：50 11：55 

12：00 12：10 12：15 

12：20 12：30 12：35 

活動會場 

啟川大樓 

出發時間 

捷運站開車時間

(車程約 5 分鐘) 

抵達高醫 

14：00 14：10 14：15 

14：25 14：35 14：40 

14：50 15：00 15：05 

15：15 15：25 15：30 

15：40 15：50 15：55 

16：05 16：15 16：20 

16：30 16：40 16：45 

16：55 17：05 17：10 

17：20 17：30 17：35 

17：45 17：55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