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診外傷訓練課程通過名冊

編號 服務單位 姓名 筆試成績 術科成績 通過

1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院區) 侯O鈴 合格 合格 通過

2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院區) 李O穎 合格 合格 通過

3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院區) 賴O彤 合格 合格 通過

4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林O惠 合格 合格 通過

5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林O儒 合格 合格 通過

6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田O聆 合格 合格 通過

7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張O葶 合格 合格 通過

8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陳O淯 合格 合格 通過

9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李O雄 合格 合格 通過

10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陳O成 合格 合格 通過

11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陳O杰 合格 合格 通過

12 弘大醫院 藍O奎 合格 合格 通過

13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顏O玲 合格 合格 通過

14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林O珊 合格 合格 通過

15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黃O辰 合格 合格 通過

16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許O桃 合格 合格 通過

17 彰化縣消防局 張O涵 合格 合格 通過

18 彰化縣消防局 潘O民 合格 合格 通過

19 彰化縣消防局 陳O雙 合格 合格 通過

20 彰化縣消防局 陳O沛 合格 合格 通過

21 彰化縣消防局 黃O豪 合格 合格 通過

22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 黃O詳 合格 合格 通過

23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康O為 合格 合格 通過
24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鄭O煒 合格 合格 通過
25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戴O成 合格 合格 通過
26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楊O碧 合格 合格 通過
27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王O婷 合格 合格 通過
28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余O靖 合格 合格 通過
29 國軍臺中總醫院 賴O容 合格 合格 通過
30 國軍臺中總醫院 顏O信 合格 合格 通過
31 林新醫院 陳O月 合格 合格 通過
32 核醫9樓 黃O諺 合格 合格 通過
33 急診醫學部 蔡O祐 合格 合格 通過
34 急診醫學部 潘O祥 合格 合格 通過
35 急診醫學部 莊O儒 合格 合格 通過
36 急診醫學部 戴O玲 合格 合格 通過
37 急診醫學部 彭O芳 合格 合格 通過
38 急診醫學部 陳O文 合格 合格 通過
39 急診醫學部 蔡O芳 合格 合格 通過

40 急診醫學部 周O蓉 合格 合格 通過

41 急診醫學部 張O淇 合格 合格 通過
42 急診醫學部 賴O嫆 合格 合格 通過
43 急診醫學部 黃O慈 合格 合格 通過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課程名稱：急診外傷訓練課程

上課日期：105年6月2~3日

主持人：葉兆斌

聯絡人：羅雅鈴

電話：04-24739595分機32170
地址：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證書申請程序：

1.請於確認合格後，填寫證書申請表單，自行劃撥 200 元至「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帳號

如申請表 )

2.劃撥後請將收據黏貼在證書申表上，傳真至台灣急診醫學會並去電確認。



編號：______________ 

(由本學會填寫） 

台灣急診醫學會證書 /出版品申請表單  

申請日期： _______________ 

姓   名  
(請用正楷填寫 ) 

職   稱   

服務醫院   單   位   

通訊地址  
□□□□□  

電   話   傳   真   

E-mail   手   機   

收據抬頭  □個人    □醫院 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證書類型  

□ETTC 學員證書$200     □ETTC 指導員證書（含展延）$200   

□ACLS 學員證書$250        □AILS 指導員證書（含展延）$200   

□APLS+PALS 學員證書$200   □APLS+PALS 指導員證書（含展延）$200 

□APLS 指導員證書（含展延）$200 

□CPR 學員證書$50   □CPR 指導員證書$200   □BLS 證書$200 

□AILS 學員證書$200       □其他證書________________  

學會出版品  

□ETTC 書籍    ____________本($500/本，一次購滿 50 本 (含 )以上打九折 ) 

□AILS 書籍    ____________本(會員價$480/本，原價 $600/本，會員打八折) 

□高級救護技術員歷年甄審試題解析 _________本(優惠價$450/本，原價 $650/本) 

備   註  

劃撥帳號：18603102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劃撥後連同收據、

寄款人資料及註明「申請內容」傳真(02-23704797)至本會，並來電(02-23719817)

確認，本會將儘速寄出。 

 
 

 

 

 

劃撥收據黏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