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課程簡介

法規/品質/感控/兩性 四合一課程
【課程簡介】
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換照規定，應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
二０點以上：一、專業課程。二、專業品質。三、專業倫理。四、專業相關法規。
前項第二至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應達十二點，超過二十四點以
二十四點計，且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主辦及協辦單位】
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理學科、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教學研究部

【上課時間與地點】
台北場
201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08：30～17：00 (第一場)
201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08：30～17：00 (第二場)
國立臺灣大學 博雅教學館 103 教室
桃園場
201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08：30～17：00
健行科技大學 電資學院視聽中心 (中壢車站附近)
台中場
2017 年 11 月 05 日（星期日）08：30～17：00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0112 教室
台南場
201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08：30～17：00
台南醫院 急診大樓 6 樓簡報室
高雄場
201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08：30～17：00
高雄醫學大學 勵學大樓 A1 教室 (更改教室)

【1029 台北、1119 桃園、1105 台中、1217 台北課程表】
報到

08:30～09:00
09:00～10:40

院內感染管制簡介；新興傳染病簡介及洗手重要性

10:40～10:50

休息

10:50～12:30

長期照護機構的活動安排與應用-1

許淑芬

午餐時間

12:30～13:20
13:20～15:00

長期照護機構的活動安排與應用-2

15:00～15:10

休息

15:10～16:50

黃宜玟

談醫療中性別主流化相關議題

許淑芬

高宜君

賦歸

16:50～

【1126 台南、1015 高雄課程表】
報到

08:30～08:50
08:50～10:30

院內感染管制簡介；新興傳染病簡介及洗手重要性
休息

10:30～10:40
10:40～12:20

認識老人常見疾病及心理健康與照顧倫理-1

認識老人常見疾病及心理健康與照顧倫理-2

共創友善性別醫療

蕭如婷
賦歸

16:50～

【講師簡介】
授課講師
講師學歷

許淑芬
國立中正大學 醫療資訊管理研究所 碩士
弘光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學士
台中市慈恩慈善協會 人力培育專案執行長
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老人醫院 副院長

講師經歷

余昕庭

休息

15:00～15:10
15:10～16:50

余昕庭

午餐時間

12:20～13:20
13:20～15:00

黃宜玟

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老人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負責人
中台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行動樂齡教室 講師
講師證照

講師證書字號：講字第 106048 號
活動設計、生命回顧帶領教學、資訊科技與應用、機構經營

專

長

與管理、資訊科技與應用、老人周全性評估、機構經營與管
理生命回顧、資訊科技與應用、老人周全性評估、機構經營
與管理、銀髮族事業發展綜論

授課講師
講師學歷

講師經歷

黃宜玟
中台科技大學 護理學系 碩士班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助產學系 副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感管護理師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感管護理師

講師證照

處理院內感染管制相關問題

專

護理師證書

長

授課講師
講師學歷

高宜君
樹德科技大學 人類性學研究所 博士班
樹德科技大學 人類性學研究所 碩士
高雄餐旅大學、海洋科技大學 講師
樹德科技大學諮商中心 輔導員

講師經歷

台灣性學會 理/監事
國民健康局 研究助理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講師
樹德科技大學性教育推廣中心 講師／副執行長長

講師證照

講師證書字號：講字第 109293 號
性教育與性別教育、幼兒性教育與性別教育、親職性教育與

專

長

性別教育、成人性教育、身心障礙生性教育與性別教育、幼
兒性教育與性別教育繪本創作、青少女未婚懷孕議題、生命
教育、憂鬱防治

授課講師

余昕庭

講師學歷

美和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研究所 碩士

美和科技大學 社工系 學士
高雄市私立日光樂家暨日賀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督導
松和護理之家 負責人
講師經歷

台東榮民醫院呼吸照顧病房 督導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護理之家 督導
岡山醫院(委託秀傳紀念醫院經營) 督導

講師證照

講師證書字號：講字第 144340 號

專

長期照顧服務實務經驗、醫療照護、經營管理、老人服務

長

授課講師
講師學歷

蕭如婷
樹德科技大學 人類性學研究所 碩士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學士
高雄市福山國民中學 駐校社工師
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 高雄分會督導
國軍高雄總醫院精神科室 社工員、社工主任

講師經歷

財團法人迦樂醫院社工室 組長、顧問
衛生署精神強制住院審查/社區治療強制審查 委員
法務部高雄監獄成年/未成年性侵害加害人強制診療 治療
師

講師證照

社會工作師證書
性/別教育、青少年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處遇、校園性/別

專

長

平等議題處遇、精神醫療社工處遇、婚姻與家庭諮詢、性諮
詢、個別輔導、小團體輔導

【學分申請】若無符合之職業類別，請來電洽詢！
西醫師、藥師(生)、牙醫師、牙體技術師(生)、職能治療師(生)、物理治療師(生)、
語言治療師、聽力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士)、醫
事檢驗師(生)、呼吸治療師、營養師、醫事放射師(士) 、社會工作師(員) 繼續教
育積分申請中。

【報名費用】

本會會員會員800元，非會員1200元，六人以上集體報名每人800元，現場報名（會
員或非會員）一律1200元
請匯款至國泰世華銀行鳳山分行（013）帳號 026-03-100379-1
（戶名：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施富強）
* 集體報名者請"個別匯款"，並提供匯款帳號後五碼
* 本會會員定義為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會員，歡迎向本會提出申請。
目前入會免入會費、106 年常年會費、107 年常年會費 http://www.tmed.com.tw
【注意事項】
1.

一律線上報名，不接受其他報名方式，請先繳費再網路報名，報名時請填入
匯款帳號後五碼。

2.

課程錄取名單將於開課前 3 日公告於本會網站，請自行上網查看。
http://www.tmed.com.tw

3.

請密切注意報名電子信箱資訊，本會將以信箱發布上課通知、錄取結果、場
地變更...等重要資訊，信箱若有錯誤請盡速上網更正或和本會聯絡。

4.

本課程醫事人員須完整簽到與簽退，無完整簽到與簽退者，恕無法取得醫事
人員繼續教育學分，敬請見諒。

5.

本課程將提供午餐予學員享用。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6.

完成上課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可申請退費或保留。

7.

退費申請需於該課程上課前來電確認，課程結束後將不予退費或保留。

8.

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時，本會將酌收 150 元退費手續費及銀行手續費，款項
將由學員的退費中直接扣除。

9.

身心障礙民眾若需無障礙服務者，請在開課前 3 日前來電告知本會，本會將
盡力協助您的需求。

10. 若非因個人因素而退款 (如颱風、停班等)，課程費用將全額退費，如有衍生

手續費將由本會自行吸收。
11. 若上課當天因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縣市政府停班停課時，課程將延期
舉辦；其中當天報名費用將可選擇保留或退款。
12. 課程中講師有任何商業或銷售行為與本學會無關，若有發現此行為者請通知
本會工作人員。
13. 其他未竟事項或任何問題請來電詢問 0905-232889 我們有專人為您服務。

~~~最新資訊請至學會 FACEBOOK 粉絲團按

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