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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之家機構專業品質研習 

基本救命術指導員（BLS Instructor）訓練課程 

一、計畫緣起： 

課程目標：根據 107 年度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 A2.2『意外或緊急事件處理情形』

指標，現職每位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具有急救相關訓練證照，本會

特協助長照機構人員培訓為「基本救命術指導員」，一方面訓練評量內

部人員，另一方面登錄認證，並且學習新的急救實證醫學，可以增加長

照機構人員的緊急救護能力。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護理之家協會 

寬福護理之家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三、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 

四、課程時數：8小時 
五、課程時間： 

                                                   日期 時間 單位名稱 地址 

北區 
10月 11日 

(星期四) 

08:00~17:00 

寬福護理之家 
桃園市桃園區裕和街 35號 

(地下一樓 視聽教室) 

南區 
10月 12日 

(星期五)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

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台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427號 

(醫療大樓八樓 第一視聽教室)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招生，預計招收 30名至額滿截止，備取 5名。 
七、課程費用： 

會員身分別 報名費用 

常年會員、個人(贊助)會員 每人 2500元 

贊助團體 每人 3750元 

非會員 每人 5000元 

備註 會員指已繳交 107年度會費者 

八、退費機制： 
 申請退費日 行政費 
1 開課前一週 100元，無提供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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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課前三天至一週內 300元，無提供講義 
3 開課三天內 不退費，無提供講義 
4 未達課程人數 全額退費 

九、參加對象：一般護理之家機構護理人員及醫療團隊，或有興趣之相關人員 
十、教育積分：護理人員  
十一、報名方式： 

1. 名額有限，以劃撥匯款日期後，傳真至本會之先後順序錄取。 
2. 一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交費用，常年會員/贊助團體匯款人姓名請填寫機構名

稱以利對帳。  
＊郵政劃撥帳號：22568946 
＊郵政劃撥戶名：社團法人臺灣護理之家協會 
備註欄:請註明機構、課程名稱及上課同仁姓名，以利查核 

3. 完成劃撥匯款後， 
(1) 將收據連同紙本報名表一起傳真至本會。 
(2) 或，上本會官網研習教育專區完成線上報名，再將紙本報名表連同劃撥單
據掃描或翻拍 E-mail至本會，並註明機構名稱與上課同仁姓名。 
(3) 傳真: (03)370-0162  
(4) E-mail：tnha.taiwan@gmail.com 

4. 為利於收據開立正確性，請以正楷註明開立抬頭，與統一編號，本會將於開課
當日提供收據給上課學員。 

十二、注意事項: 

1. 上課日請於規定時間內準時報到，請勿遲到早退，遲到 10分鐘者退訓。 

2. 課程期間應穿著輕便服裝及休閒或運動鞋。 

3. 證書核發：完整參與並經考核及格，授予【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

推廣協會指導員者】證書（效期二年）。 

4. 本次課程與台灣急診醫學會合辦，若學會同意且成績通過，申請台灣急診醫學

會證書，需另付擔證書費。(證書費 200元，效期三年，自行劃撥,本次僅提供

通過證明，可不需申請，直接申請下列第 5號。 

5. 成為【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指導員者】，可使用課程資

訊系統，開辦 CPR+AED(90、180分鐘)等急救課程並可申請協會證書。 

6. 本協會保留課程安排及師資調整異動之權利，請依本協會最新公告為準。 
 

mailto:tnha.tai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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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課程表 

時間 分鐘 主題 講師 

0745–0800 15 報到 

專業講師 

0800–0805 5 課程介紹 

0805–0845 40 成人單人 BLS (模具練習) 

0845–0915 30 AED and 袋瓣面罩通氣裝置 (模具練習) 

0915–0935 20 成人雙人 BLS (模具練習) 

0935–0950 15 高成效團隊活動:胸部按壓占比>60% (模具練習) 

0950–0955 5 BREAK 

0955–1005 10 兒童 CPR 

專業講師 

1005–1030 25 嬰兒 CPR (模具練習) 

1035–1045 10 成人，兒童，嬰兒哽咽處置 

1045–1110 25 筆試 

1110–1130 20 成人 BLS & AED 技術考試 

1130–1150 20 嬰兒 CPR技術考試 

1150–1200 10 補考/學生課程總結 

1200–1300 60 LUNCH 

1300–1305 5 課程介紹:學習目標與期望 

專業講師 

1305–1330 25 
如何準備BLS課程: 

課程規劃/行政報備程序/指導員備課/課表/設備模具/教室安排 

1330–1430 60 

如何教授課程: 

指導員的角色定位 

好的指導員授課行為表現 

不好的指導員授課行為表現 

如何成為一位好的老師 

面對有挑戰性的學生 

1430–1440 10 BREAK 

1440–1540 60 
角色扮演培訓活動1 
成人單人 BLS 

專業講師 

1540–1550 10 如何進行技術考試&技術考試補考 

1550–1640 50 

角色扮演培訓活動2 

成人雙人 BLS+AED 

嬰兒CPR 

1640–1645 5 指導員再認證 

1645–1700 15 指導員課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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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交通圖 
北區：寬福護理之家 
＊(寬福護理之家停車位數量有限，附近僅有一

家私人停車場，建議學員多加使用或搭乘大眾交

通工具) 

大眾工具 

搭乘火車至內壢火車站，出火車站後搭乘 1路公

車(不需過馬路)於高城社區下車，往裕和街順著

洗車場外圍走約五分鐘，即可抵達寬福護理之

家。 

 

開車 

1.由中壢或桃園市來皆走省道蹤貫路即可找到

中華路，轉入裕和街。 

 

 

2.國道三號與國道一號請接桃園中正機場線，於

桃園下交流道，往中壢市走，第一個紅綠燈

直走即可銜接龍安街，經中華路右轉約 1 

公里轉入裕和街。 

 

 

 

 

 

 

 

 

南區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台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427號 

1. 搭乘火車:於台南火車站下車後轉搭 2 號公

車至本院下車(約 5-10 鐘車程)。計程車:從

台南火車站至本院車資約 150 元。 

2. 位置說明：本院位於臺南市小東路與永康區

復興路的交界處。 

①南下國道一號下永康交流道進入永康區，

沿永大路前行轉往崑山科大方向沿復興路往

臺南市區小東路方向。 

②或北上國道一號下仁德交流道進入臺南市

區，沿東門路直行轉往中華東路二段直行再轉

向小東路往崑山科大。 

3. 自行開車:於報到處加蓋證明章，即享免停車

費優惠。 

4.搭乘高鐵(1)可於”2”號門搭乘免費接駁車

至國賓影城(約 40 分鐘)下車，右轉再步行約 

10-15 分鐘即可抵達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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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之家機構專業品質研習課程 

 ~基本救命術指導員（BLS Instructor）訓練課程~ 
報名表為一人一張，請惠予影印使用（附表）請正楷填寫，每個欄位必填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民國出生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工 作 職 稱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此欄必填，請書寫清楚，以利E化作業) 

  

聯絡電話 

(O)                分機: 行 動 

電 話 
 

(H)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會 員 別 

□團體會員     $2500 

□團體贊助會員 $3750 

□非會員       $5000 

飲 食 

□葷食 

□素食 

□不需要 

課程名稱 
基本救命術指導員（BLS 

Instructor）訓練課程 
課程日期 

□107年 10月 11日北區 

□107年 10月 12日南區 

  全程參加者發給研習證明:8小時 

1. 傳真號碼：(03)370-0162  

2. 連絡電話：(03)360-3083 

劃撥單據影本黏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