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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北市政府衛生局北市政府衛生局北市政府衛生局    

101010103333 年年年年基本救命術指導員基本救命術指導員基本救命術指導員基本救命術指導員（（（（BLSBLSBLSBLS----InstructorInstructorInstructorInstructor））））種子教官課程計畫種子教官課程計畫種子教官課程計畫種子教官課程計畫    
    

一、目的： 
為厚植本市基本救命術指導員（BLS-Instructornstructornstructornstructor）之教學量能，以期廣為推動市民

急救技能（CPR+AED），使生命之鏈中「通報、高品質 CPR、及早電擊」能具體落實，提
升本市緊急救護品質。藉習得正確急救知識與技能後，提供呼吸道哽塞處理、止血、固
定、包紮、搬運等技術教學，增進市民危機意識，能夠居安思危做好防範措施，將傷害
減至最低程度保障生命安全。 

二、預期成效： 
（一）能執行有效的教學策略。 
（二）提升基本救命術指導員在推廣基本救命術訓練教學時常見問題的處理能力。 
（三）能指出訓練課程所需的設備。 
（四）能討論品質保證計畫並執行監測。 
（五）能針對不同學習對象設計不同訓練課程。 
（六）建立標準化之民眾急救教育訓練系統。 
（七）強化臺北市之緊急醫療系統。 
（八）能執行AED之教學。  
 
三、參加資格：精熟基本救命術及熱心推廣CPR+AED訓練者。 
四、本研習計畫課程，計2日共16小時，日期時間、地點、人數及對象說明如下： 
（一）日期及時間：103年8月9日（星期六）及8月10日（星期日），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

30分，共2天。 
（二）地點：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臺北市金山南路1段5號)  
（三）人數：上限60名(額滿為止，本局有審核權利)。  
（四）對象：本市各級學校校護（高中以下優先）、護理教師、教官、衛生組長與體育組長

暨本局及臺北市立聯合醫院、12區健康服務中心急救技能訓練承辦人。  
五、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本局。 
（二）協辦單位：本府教育局、臺北市立聯合醫院。 
（三）承辦單位：新光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急救技能推廣協會。 
六、報名方式： 
（一）請詳填報名表報名，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報名寄至窗口：（teresa089@health.gov.tw

信箱）。 
（二）市立聯合醫院請統一(集體)報名。 
（三）報名後，請打電話確認（2720-5270或1999分機7122承辦人張惠音小姐）；E-Mail後請

確認收到回覆信，並確認報名是否成功。 
七、參考資料：2010 ILCOR、AHA、ERC、JRC、NRCT Guidelines for CPR & ECC 
八、成績與認證： 
（一）完整參與整個課程，總成績並超過80分者，由臺灣急救教育推廣（NRCT）與諮詢中心

核發「基本救命術指導員」合格證書。總成績中課前筆試評量20%，課前技術評量20%，
講解示教20%，技能示教20%，課後評量（筆試）20%。 

（二）「基本救命術指導員」證書有效期限為一年，若每年訓練超過60名「基本救命術」學
員並向臺灣急救教育推廣（NRCT）與諮詢中心完成登錄者，得繼續展延證書有效期限
一年，以此類推。 

（三）未完成每年至少訓練60名學員者，其證書過期則自動失效；或欲更新新版知能者，應
重新參加「基本救命術指導員課程」以取得有效證書資格。 

 
九、經費預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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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本救命術指導員（BLS-Instructor）研習課程表 
   （第一天）103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 

時    間 主            題    講師/助講師    備  註 

8：00－8：2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未列入時數計算 

8：20－8：30 課程簡介   

8：30－10：00 

（100 分鐘） 

課前評量(筆試及技術考)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筆試及技術考 

10：20－12：00 

（100 分鐘） 

基本救命術的科學基礎 

(講解、示範與討論) 

李賢發  

 

13：00－13：50 

  （50 分鐘） 

AED 之應用 

(講解、示範與討論) 

李賢發  

 

 13：50－14：40 

  （50 分鐘） 

分組練習：基本救命術之教與學 

          (講解、示範與討論)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14：40－15：30 

  （50 分鐘） 

分組練習：課程中安全注意事項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15：30－16：20 

  （50 分鐘） 

分組練習：網站之資源、登錄與認證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16：20－17：10 

  （50 分鐘） 

分組練習：課程評量與修正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17：10－17：30 技能示教之題目分配與分組討論  未列入時數計算 

 

（第二天）103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 

時    間 主            題 講師/助講師  

8：00－8：20 報到  未列入時數計算 

8：20－10：00        

（100 分鐘） 

基本救命術之新教學策略 

講解、示範與討論 

李賢發  

 

 10：10－11：00

（50 分鐘） 

心肺復甦術課程講解試教與討論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11：10－12：00

（60 分鐘） 

基本創傷救命術課程講解試教與討論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13：00-16：00 

（180 分鐘） 

技能示教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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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6：50 

（50 分鐘） 

團體討論 李賢發/楊清琅、張宏裕 

       賴福基、謝燿州 

        

 

 

 16：50-17：30 課後評值  未列入時數計算 

※ 詳細課程規劃及課前準備請參閱 http://www.srmt.org.tw 

十一、基本救命術指導員（BLS-Instructor）初訓課程規劃及課前準備 
（一）課前評量：筆試 

  1、目標：測量學員對於基本救命術認知之先備條件，此為基本救命術指導員之基本。 
  2、內涵：主要題目出自於 2010 Guidelines for CPR & ECC 
  3、題型：為選擇題，均為單選，包含簡單式複選題。 
  4、題數：共 25 題，每題 4 分，共計 100 分，佔總分之 20％。 

（二）課前評量：技術考 
  1、目標：測量學員對於基本救命術技能之先備條件，此為基本救命術指導員之基本。 
  2、評量方式： 
（1）以情境為方式，以單人成人 CPR 檢核表為工具。 
（2）技能測驗的安妮則使用 Laerdal Recording Resusci Anne，評量時以錄音和錄影

方式記錄。 
  3、佔總分之 20％。 

（三）基本救命術的科學基礎： 
      1、目標：學員能瞭解基本救命術新近的研究發展和實證醫學，能解釋基本救命術的科

學基礎。 
      2、教學方式：小組討論互動的方式，學員應先閱讀「2010 Guidelines for CPR &ECC

並先準備問題或解答。 
（四）基本救命術之教與學： 
      1、目標：學員能瞭解基本救命術之教與學的基本原理，依據既有的原則，設計生動有

趣的課程內容，善用環境及輔具的影響，掌握學員的心態，以幫助所有學員
達到課程的核心目標。 

      2、教學方式：講解和討論。 
（五）課程中安全注意事項 

  1、目標： 
 （1）討論在 CPR 訓練中，有可能得到哪些傳染病。 
 （2）有那些方法可降低被感染的機會。 
 （3）定出對訓練模型的安全使用及消毒守則。 
  2、教學方式：講解、示範、操作和討論。 

（六）網站之資源、登錄與認證： 
      1、目標：能瞭解我國之急救教育政策與規劃，執行正確的認證與登錄。 
      2、教學方式：講解、示範、操作和討論。 
（七）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AED）： 

  1、目標：能執行 AED 的操作和教學。 
  2、教學方式：講解、示範、操作和討論。 

（八）課程評量與修正 
  1、目標：能瞭解基本救命術評量的方法，並選擇應用合宜的評量策略。 
  2、教學方式： 

  （1）講解、示範、操作和討論。 
  （2）出題：每個學員針對基本救命術內涵出題 

           a、CPR 選擇題 2 題，檔名為：上課日期+CPR+名字，於上課前 7 天 E-mail 
srmt119@gmail.com。 

           b、BTLS 選擇題 2 題，檔名為：上課日期+BTLS+名字，於上課前 7 天 E-mail 至  
srmt119@gmail.com。 

（九）心肺復甦術課程講解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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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目標：學員能透過試教的過程分享教材製作、呈現，討論適當的教學方式。 
  2、評量方式： 

  （1）每個學員自定一關於基本救命術之小主題，製作投影片 3-5 張，檔名為：上課日
期+CPR+名字，於上課前 3 天 E-mail 至 srmtsrmtsrmtsrmt119@gmail.com119@gmail.com119@gmail.com119@gmail.com，並以 3 分鐘呈現。 

  （2）佔總分之 20％。 
（十）基本創傷救命術課程講解試教與討論 

  1、目標：學員能透過試教的過程分享教材製作、呈現，討論適當的教學方式。 
  2、評量方式： 
  （1）每個學員自定一關於基本救命術之小主題，製作投影片 3-5 張，檔名為：上課日

期 +BTLS+名字，於上課前 3 天 E-mail 至 srmtsrmtsrmtsrmt119@gmail.com119@gmail.com119@gmail.com119@gmail.com，並以 3分鐘呈現。 
     （2）佔總分之 20％。 
（十一）基本救命術之新教學策略： 

  1、目標：學員能瞭解基本救命術新近的教學策略，並能依據教學資源、教學情境和
教學對象選擇適當的教學策略。 

  2、教學方式：講解、示範和討論。 
（十二）技能試教： 

  1、目標：學員能透過試教的過程呈現，討論適當的教學方式。 
  2、評量方式： 

  （1）每個學員自定一關於基本救命術之小主題，並以 8-10 分鐘試教。 
（2）佔總分之 20％。 

（十三）課後筆試評值： 
1、目標：測量學員對於基本救命術指導員之認知，此為基本救命術指導員之必備條

件。 
2、內涵：主要題目出自於 2010 Guidelines for CPR & ECC， 
          http://www.srmt.org.tw。                
3、題型：為選擇題，均為單選，包含簡單式複選題。 
4、題數：共 25 題，每題 4 分，共計 100 分，佔總分之 20％。 

（十四）成績與認證： 
1、完整參與整個課程，總成績並超過 80 分者，由臺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核 

         「基本救命術指導員」合格證書。 
2、未通過評量者須重新報名參與整個課程。 

十二、報名表：（如附件）  
 
十三、交通指引： 
 （一）交通路線： 

  1、公車：請於下圖中標示車站下車，步行約 5-10 分鐘即可到達本市心理衛生中心。 
  2、捷運：搭乘板南線（藍線），至忠孝新生站 2 號出口，步行 5-10 分鐘即可到達到達

本市心理衛生中心。 
 （二）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臺北市金山南路1段5號)聯絡電話：（02）3393-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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