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度 CPR+AED 三層
訓練課程（簡章）
（CPR+AED 簡易版 / CPR+AED 完整版 /AED 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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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推行目擊者在專業人員抵達之前，對患者進行第一時間的搶救，針對市民
教導急救相關技能；教導 AED 管理員應盡職責，期以提升 AED 使用效益達到設置
的目的，進而提升患者存活率，依衛生福利部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公告建議
之 CPR+AED 三層教材辦理。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
參、課程資訊
一、 招收人數：
每梯為 45 人，額滿為止，未達 20 人將不開課。（本會保留異動之權利。）
二、 上課時間：
(一) CPR+AED 簡易版 2 小時課程：
◎(第一梯)04 月 02 日， 08：00~10：00
◎(第二梯)06 月 24 日， 08：00~10：00
◎(第三梯)09 月 10 日， 08：00~10：00
◎(第四梯)11 月 25 日， 08：00~10：00
(二) CPR+AED 完整版 3 小時課程：
◎(第一梯)04 月 02 日， 08：00~11：00
◎(第二梯)06 月 24 日， 08：00~11：00
◎(第三梯)09 月 10 日， 08：00~11：00
◎(第四梯)11 月 25 日， 08：00~11：00
(三) AED 管理員 4 小時課程：
◎(第一梯)04 月 02 日， 08：00~12：00
◎(第二梯)06 月 24 日， 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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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09 月 10 日， 08：00~12：00
◎(第四梯)11 月 25 日， 08：00~12：00
三、 上課地點：
協會 301 教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60 巷 1 弄 25 號 3 樓）
四、 參訓資格：
(一) 一般民眾。
(二) 公共場所放置 AED，負責 AED 之管理之人員。
五、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請妥善保管報名成功後系統回覆之郵件。
六、 報名截止：
即日起至名額額滿為止。
肆、報名費用繳費方式及退費
一、 報名費用：
◎CPR+AED 簡易版 2 小時課程每人新台幣 300 元整。
◎CPR+AED 完整版 3 小時課程每人新台幣 350 元整。
◎AED 管理員 4 小時課程每人新台幣 400 元整。
◎證書費用另計，一張 50 元整。
二、 費用優惠方案：
持 SFAST 官方 LINE 課程集點卡集滿 10 點，可折 500 元。不得與其他優惠重複
使用，當次折抵金額不滿 500 元，亦不得要求下次課程使用。LINE 集點規則為 4 小
時一點，8 小時兩點，以此類推，不得合併課程時數累積，詳細規則請見本會發行
之 LINE 集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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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繳費方式：
本課程報名費僅採匯款方式，請人員盡快完成匯款以及繳交課程所需相關資料，
報名人員匯款完成後，告知匯款帳號後五碼，作為查帳使用，務必來電或 e-mail 確
認，即完成活動報名程序。若遇報名人數過多或需調整之狀況，本會保留錄取人數
之調整權利，將以先完成報名程序者優先錄取。
煩請匯入本協會帳戶，匯款後請來電或是 e-mail 告知轉帳帳號後五碼。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
立帳銀行：永豐銀行東板橋分行 807
帳號：035-018-6888888-6
四、 退費標準：
(一) 因故不克出席，上課一週前通知退費 80%（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二) 上課前一周至上課日前一天內退費 60%（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三) 課程開始後恕不接受退費申請。
(四) 若因招生不足或非歸咎於學員之事由，致無法開課，無息退還費用。
(五) 繳費完成無法受訓學員，可選擇退費或延下一梯次受訓(僅限一次)，但不
可使用優惠方案。
伍、訓練辦法
一、 依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設備管理辦法規定，合格證書效期兩年，訓練課程基
準如課程表。
二、 CPR+AED 簡易版應接受 2 小時之訓練並通過考試，予以核發「參加證明」。
三、 CPR+AED 完整版應接受 3 小時之訓練並通過考試，予以核發「合格證書」。
四、 AED 管理員應接受 4 小時之訓練並通過考試，予以核發「合格證書」。
五、 考試分學科筆試（合格為 80 分）與術科測驗（合格為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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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重要須知
一、 學員權利
(一) 為避免影響學員之權益，敬請報名之學員隨時留意網站相關訊息。
(二) 本單位於報名截止日前確認收件，將依日期排序為正取學員（或備取學員）
。
(三) 本課程採線上報名制。因上課名額有限，請學員務必填寫完整並完成線上報
名之手續。本單位採以完成報名手續為正取學員，額滿為止。恕不接受臨時
報名上課之學員。
(四) 如正取名額中有學員於開課前取消選課、延梯及退費等情狀，本單位則將會
依序遞補備取名額，並即時更新「報名查詢」。
(五) 如該梯次人數已達招生人數之標準，該梯次「已完成報名手續但尚未列入正
取名單之學員」將依「報名順序」依序列為備取名額。報名為備取名額之學
員，本會於該課程開課前一週寄送 mail 通知是否已遞補為正取名額。
(六) 若課程因人數不足取消，本單位將給於學員辦理延梯之權利。
(七) 本單位得要求補齊所有表件。如因表件不全遭退件而延誤報名者，或繳交證
件涉及不實者，概由報名學員自行負責與擔負相關法律責任。
(八) 報名人上課第一天須檢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若發現有偽造證件，或報名人
報名資格與本會招生相關規定不符等情事者，取消其報名資格。
(九) 學員在報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為處理課程或向學員推廣有關訊息之所需。
二、 授課須知
(一) 為確實瞭解學員出、缺席狀況，請學員務必簽到退。授課教師會於課程進行
期間不定時抽點，以嚴整紀律，樹立優良學風。如有曠課記錄之學員（課程
時數不足者），恕無法參加課程測驗。
(二) 課程禁止之事項如下，若經本會查證有該行為之實，為維護本會與該課程學
員之權益，本會將保有取消該學員上課之權利，並依情事請學員應負起相關
4

法律責任與賠償損失。（恕不退費與發證）
(1) 基於尊重智慧財產權，未經同意於課程中進行任何錄影、錄音、拍照等
作為；或以任何方式抄襲、更改、複印、出版、上載、傳送及發放課堂派
發之教材或資料。
(2) 有破壞、竊取本會之財產致使毀損、遺失等作為。
(3) 未遵守上課秩序或作出妨礙他人之行為者。
(4) 應經訓練測驗而未參加訓練測驗或未依規定辦理請假補課等手續者。
(5) 該課程之正取學員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轉讓上課資格、上課梯次。
(6) 無完成報名者將不具上課資格，嚴禁旁聽。
(三) 考試規則如下，違者一律將取消該學員之考試資格：
(1) 企圖談話或用肢體語言與他人交談者、夾帶、抄襲、傳遞、交換答案卷
或答案卡、以自誦或暗號告人答案或窺視他人作答內容或故意將試卷供
他人窺視者或以其他非法手段等舞弊行為者。
(2) 考試時將行動電話、其他通訊器具隨身攜帶，或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
旁，並攜帶非必需或規定以外之物品入場應試者。
(3) 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者。
(4) 企圖故意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舞弊。
(5) 集體舞弊或是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6) 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7) 破壞試場秩序，致使考試不能進行者。
三、 證照須知
(一) 通過該課程學、術科測驗之合格學員（含補考／課學員），本會將於該課程
結束後，於現場發放課程之合格證書給學員。
(二) 合格證書將由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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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證書請妥善保存，申請補發需繳交 50 元證書費及 30 元郵資費用。
四、 補充說明
(一) 該課程師資與課程、內容、時間、場地等，本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並保留
各項規定之最終解釋權。
(二)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議決議處理。
(三)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
(四) 本課程因需術科操作，上課期間應穿著輕便舒適服裝及休閒或運動鞋，禁止
穿著皮鞋、高跟鞋、拖鞋等不合規定之鞋類進入活動場區。
(五) 女性學員應避免穿著短褲、裙類、低領服裝，以便操作之執行。
(六) 場地內嚴禁吸菸、喝酒、吃檳榔及嚼食口香糖。
(七) 凡私人物品應自行保管。
(八) 課程期間如遇有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時，其停/補課標準依照「上課地點
之縣市政府」宣布其所屬機關學校停止上班上課之規定辦理。補課日期統一
以 mail 通知，恕不個別通知或選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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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資訊
協會 301 教室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60 巷 1 弄 25 號 3 樓。
一、 自行開/騎車：可停放民享街路邊停車格或民生公園停車場（步行約 3-6 分鐘）。
二、 搭乘捷運：於環狀線-板新捷運站出口（約步行 10 分鐘）。
三、 搭乘公車：於板橋公車站第二月台（板橋火車站旁）搭乘 234（往西門）、705
（往西門）公車至「中山民生路口站」下車步行 3 分鐘即可抵達協會 3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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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表
課

程/時

間
主

簡易版 2 小時 完整版 3 小時
07:50-08:00

07:50-08:00

題

AED 管理員
07:50-08:00

報

到/開

場

法規-本國善心人的概念及應置有 AED 場所
等相關法規
08:00-08:20

08:00-08:20

08:00-08:20
全民急救教育的重要性-猝死的發生、CPR 的
意義，AED 的意義、生命之鏈
叫、叫-現場安全、查看反應、查看呼吸與
判別瀕死呼吸、啟動求救

08:20-09:00

08:20-09:00

08:20-09:00
壓-胸部按壓、換手
電-AED 使用

09:00-09:10

09:00-09:10

09:00-09:10

休息
吹-打開呼吸道、人工呼吸

09:10-10:10

09:10-10:10

09:10-09:30
09:30-10:00

流程演練
10:10-11:00

10:10-10:50

技術測驗暨狀況演練

10:50-11:00

休息
AED 相關事項及安心場所申請說明
急救教育之重要性

11:00-11:40

AED 管理員面面觀-角色及任務
EMS 連接
AED 保養管理及使用後歸還

11:40-12:00

附件二、課程退費/延梯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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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

課程退費/延梯申請單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月

日

聯絡電話
地址
課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課程名稱

110 年度 CPR+AED 三層訓練課程 第

梯次

□因個人因素而無法參加課程退費
□因個人因素而延後梯次，不得享有其他優惠事宜
申請事由

□因課程主辦單位因素取消課程，則無息退還費用（不另扣除銀行匯款手續
費）。
□其他：（請自行填寫說明）
(一)因故不克出席，上課一週前通知退費80%（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二)上課前一周至上課日前一天內退費60%（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退費規範

(三)課程開始後恕不接受退費申請。

(請詳讀)

(四)若因招生不足或非歸咎於學員之事由，致無法開課，無息退還費用。
(五)繳費完成無法受訓學員，可選擇退費或延下一梯次受訓(僅限一次)，
但不可使用優惠方案。
受款戶名

退費帳號

受款行

銀行

帳號
申請退費金額

新台幣

元

手續費

□新台幣 15 元（非提供台新銀行帳戶者，由費用當中扣除）

申請人簽名
備註

請將退費申請單正本、存摺封面影本寄回，以利處理退費事宜。
22067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60 巷 1 弄 25 號 1 樓-李小姐 收。
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
電話：02-8245-6275

E-mail: sfast.tw10908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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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

聯絡資訊：
•

承辦人員：莊小姐/李小姐

•

聯絡電話：02-8245-6275

•

聯絡郵件：sfast.marketing@gmail.com

報名網址：
•

CPR+AED 2 小時課程：https://tinyurl.com/y99qaa5j

•

CPR+AED 3 小時課程：https://tinyurl.com/y83tfjrj

•

AED 管理員課程：https://tinyurl.com/ya4nkvr5

協會官網：http://www.sfast.org/

協會官方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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