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T-1  學用合一、產學接軌、救護安全 111.07.25 

    學術單位與機構團體是專業人才之學理培養、技術研發、專業訓練、就業服務 

的重要場所與支柱，本會設立之公益法人有幸於 1999 年起參與，依「優質帄價」 

之宗旨提供社會公益服務迄今，持續接受指導與建議，提升服務範疇及品質。 

救護技術：帄常／異常情況：家庭成員〃學校師生〃事業同仁〃社會災難及時救護 

    有鑑於人口少子化及老人化，對個人、家庭、學術單位、事業團體及國家社會 

已有顯著影響；尤其最基本的個人，在人生歷程中，因自己或外在因素所致疏失， 

身心遭受創傷，倘能預先認知防範、及時妥善處理，勢能減除不可逆之危害損失。 

    本會請益與彙整相關單位規範及需求，擬具學術單位、事業團體、主管機關及 

公益法人提前瞻性較佳之規劃；除具備專業的知識能力，兼具生命救護的知能證照 

，對整體而言是：永續必頇的要素與更具附加價值的服務競爭力。 

    國中(或更高學歷)畢業證明書是報名參加救護技術員研習的必要證件，許多高中、 

大專之師生、事業團體之主管與從業人員、機關(構)同仁能善用本會團體研習優惠專案 

(請詳次頁)；EMT-1證照兼具衛生福利部(救護技術員、食安監測 10.2勞工安全訓練)、

勞動部(急救人員)、教育部(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需繳交文件) ；在學校與實習期間能夠

惕勵保護自己、防護他人身心內外創傷之延誤，於事業單位職場備有規範之重要證照， 

守護自己和他人，減除職業災害。 

每梯次：護理師 15位.物理治療師 25位 組團體 8 小時繼續教育.本會支付審查費與登錄 

敬邀各位善知識 能共襄盛舉，合作推展此「自救救人」之專業知識與能力！ 

事業單位 救護運送(團體優惠) 醫護機構 

急救人員 18小時 救護技術員 40小時 照顧服務員 90小時 

社團法人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輻射防護發展協會   台內社字第 08890953 

財團法人慈寶安全衛生環境科學暨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 勞職規字第1010503137 

        創辦人 蕭增寶 謹致 手機 0910-940-000 



(此優惠辦法適用於本會中和班；其他地區專案費用另行洽訂) 

任職事業團體  最佳服務競爭力專業證照 

中華慈心 EMT-1 訓練課程  個人及團體優惠公益專案 

本會規畫多梯次：歡迎先溝通預約安排參加公告現有梯次〃或另於三月前申報新增梯次 

訓練課程研習費：每人 40小時 5,000元〃經核可梯次三天前報名滿 15位..即開班 

EMT-1訓練課程 本優惠公益專案(每梯次限額：60人 以確保教學及服務品質) 

團體人數(含) 2 4 6 8 10 12 14 18 20 

每人繳費(元) 4800 4700 4600 4500 4400 4300 4200 4100 4000 

各級學校〃機關〃團體〃相互邀請〃優惠大：研習學員較多者 請依您的規畫分梯次參加 

本會公告各梯次〃或於三月前成立新梯次 團體優惠專案  另有 BLS、BLS-I、ACLS…等 

具備衛生福利部之 EMT-1合格證書  同時  具勞動部要求各項事業單位之急救人員資格 

具教育部之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必要條件  職場服務  自救救人專業 

具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護理、物理治療人員…等繼續教育於活動一個月前團體預約申請 

每天 10小時＊4天=40小時 例假班 4天 六…日  2週 帄日班 4天 一…四  1週 

Ａ 例假班 （六.日.六.日） 辦理時程  歡迎  來電洽詢  或 

上網 http://www.chef.org.tw/瀏覽登錄 Ｂ 帄日班 （一.二.三.四） 

歡迎選Ａ或Ｂ之梯次  本會依報名之梯次人數溝通 各自 或 併班 協助促成辦理。 

訓練完成／測驗合格者 本會 1.立即發證  及   2.函送及登錄衛生福利部官網合格資訊 

請用 1.http://www.chef.org.tw/ 網站公告 / 【EMT 暨急救訓練報名專區】 

線上報名 1.EMT-1(初級救護技術員-初訓報名 5000元或團體優惠，繼續教育各 800元) 

或  2.Email:cheforgtw002＠gmail.com  3.傳真 02-2226-0831  4.電話 02-3234-4482 
 

本會早期以推展專門職業高考教育訓練為主，鼓勵將基本生存提升至生活改善； 

    近期有感於緊急救護技術：正確、及時、普及…重要性 

  對於個人生涯、家庭安定、職場安全、顧客服務、社會災變傷害之降低 

  極為重要！  兼顧  更好服務品質  與  更久健康生命 

積極配合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系統 

  邀請符合規範要求之專業熱心師資以優質帄價方式共同推展！ 

  鼓勵各學校、機關、團體組成優惠研習團體，除了相互照顧優惠 

  進而協助較少數人員也能參班、成班，學習自救救人正確技術 

  當發生自然或人為所致之災損，期能及時降低排除！ 

此社會非營利公益構想，逐步得到各方廣為周知力行，與有榮焉！ 

惟有持續邀請各方善知識共同參與及耕耘。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360000002800-1040923
http://www.chef.org.tw/
http://www.chef.org.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3NnqGA7hhsm22DT5RhRZku5KDVpQ0mWNYVPpuCdzl-uQDQ/viewform


111年度經核定初級救護技術員訓練課程及繼續教育計畫書 

* EMT-1初級救護技術員訓練課程 40小時(4天)，共 24期 

期別 月 辦理日期 班  別 

15 
08 

22日(一)、23日(二)、24日(三)、25日(四) 帄日班 

16 20日(六)、21日(日)、27日(六)、28日(日) 假日班 

17 
09 

26日(一)、27日(二)、28日(三)、29日(四) 帄日班 

18 17日(六)、18日(日)、24日(六)、25日(日) 假日班 

19 
10 

17日(一)、18日(二)、19日(三)、20日(四) 帄日班 

20 15日(六)、16日(日)、22日(六)、23日(日) 假日班 

21 
11 

21日(一)、22日(二)、23日(三)、24日(四) 帄日班 

22 19日(六)、20日(日)、26日(六)、27日(日) 假日班 

23 
12 

26日(一)、27日(二)、28日(三)、29日(四) 帄日班 

24 17日(六)、18日(日)、24日(六)、25日(日) 假日班 

* EMT-1初級救護技術員繼續教育 8小時 

15 
08 

08 月 14 日 (日 ) 模組 四+六 

16 08 月 16 日 (二 ) 模組 二+四 

17 
09 

09 月 04 日 (日 ) 模組 二+六 

18 09 月 20 日 (二 ) 模組 四+六 

19 
10 

10 月 02 日 (日 ) 模組 二+四 

20 10 月 11 日 (二 ) 模組 二+六 

21 
11 

11 月 06 日 (日 ) 模組 四+六 

22 11 月 15 日 (二 ) 模組 二+四 

23 
12 

12 月 04 日 (日 ) 模組 二+六 

24 12 月 12 日 (二 ) 模組 四+六 

☆ 本單位保有師資、課程內容、時間及場地等異動權利。  

☆ 課程詳細資訊以網站公布為準， 

☆ 歡迎至本會網站 www.chef.org.tw 瀏覽或請來電 02-3234-4482， 

☆ 請依您所需課程名稱，填寫報名表傳真或 E-MAIL至本會，並來電確認。謝謝！ 

http://www.chef.org/


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輻射防護發展協會 EMT-1訓練課程 
 

這是我們 EMT-1 訓練課程 

研習場所(經核可 60 人)部分研習器材圖示 

本會購置規範之 3 倍設備，提供充分練習 

    增加學習心得、提高測驗通過率、更具自救救人的冷靜與信心 

歡迎轉知同學好友組成優質帄價研習團，自救助人！ 

可以請研習同學放大圖片逐一認知其  名稱/功能/應用… 

 

將理論與實務結合應用於不同情境之演練、測驗與緊急救護 

祝福同學考試順利能安心照顧自己和他人！ 

***************************************************************************** 

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輻射防護發展協會 

電話：02-3234-4482(代表號) 緊急 0910-940-000蕭增寶 可加 LINE 傳訊息 

傳真：02-2226-0831(代表號) 

網址：www.chef.org.tw 

e-mail：cheforgtw002@gmail.com 

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68號 11樓 

http://www.chef.org.tw/
mailto:cheforgtw002@gmail.com


EMT課程因有師資 1及學員 15配比，敬請預約報名。預約報名：個人 5,000元， 

(團體 2人以上另有優惠)請於開課前繳費，並將收據傳真或 E-MAIL至本會並來電確認。

上課當天繳費 5,500元，課程因有師生配比，如超過師生配比，即不能接收報名訓練。 

教育訓練團體報名表─課程及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表             (請視需要自行調整表格) 

序號 姓    名 生日(西元) 身分證字號 手機傳簡訊 地址 備註_學歷 

001 
 

    
 

002 
 

    
 

003 
 

    
 

004 
 

    
 

005 
 

    
 

（預約報名繳費，開課日不能上課，請於開課三天前通知本會（不含假日），否則無法退費或延班。） 

報名單位名稱：                         承辦人：_________   電話：            傳真：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68 號 11 樓      電話：02-3234-4482  傳真：02-2226-0831 

電子信箱：cheforgtw002@gmail.com 

電匯：銀行代碼：006 (合作金庫 埔墘分行) 帳號：108 1717 906 130 

戶名：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輻射防護發展協會 

郵政劃撥：１９４２０２４９  戶名：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輻射防護發展協會 

＊請填好報名表，經通知繳費後，將繳費：收據抬頭、匯款日期、匯款機構、帳戶末五碼，傳真至本會 
 

 

前來 
方式 

路線區分 說  明 

開車 
北二高 
停車場 

全球人壽大樓地下室收費停車場，請依嘟嘟房停車管理收費辦法繳費，一天上
限 250 元，另於立言街鼎泰豐對面有俥亭停車場(新北市中和區立言街 45 號)，
每小時 30 元，超過 5 小時(5-12 小時上限 150 元)。 

搭火車 板橋火車站 
轉搭捷運新北環狀線至中原站下車,穿越公園步行至全球人壽大樓(立言街口右
轉至本會)，本會位於全球人壽大樓 11 樓，約 3-5 分鐘。 

搭捷運 

新埔站 
（2 號出口） 

新埔站下車，轉搭橘 ５線公車經中和中正路至中正中山路口站下車。 
新埔站下車，轉搭藍１８線公車至 捷運中原站 下車〃立言街口右轉至本會 

新北環狀線 
中原站 

越公園步行至全球人壽大樓(立言街口右轉至本會)，本會位於全球人壽大樓 11
樓，約 3-5 分鐘。 

 
搭公車 

景安站 
（只有 1 個出口） 

景安站下車，轉搭橘 5 線公車〃經中和中正路至中正中山路口站下車。 

藍 18 線 
新莊高中-中和站 

至捷運中原站下車,穿越公園步行至本會(立言街口右轉至本會)，約 3-5 分鐘。 

基隆客運板基線 
基隆-松山-板橋 

至中山路-工務段站下車，走中正路至本會職業訓練中心。 

橘 5 線（捷運） 
新埔站-中和 

新埔或景安站轉乘經中和中正路至中正中山路口站下車-本會職業訓練中心。 

982 公車 
(新店-新莊) 

至捷運中原站下車,穿越公園步行至本會-全球人壽(立言街口右轉至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