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系列 

-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訓練課程(1) 

主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細胞治療中心及醫學研究部 

協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西藥臨床試驗中心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細胞治療中心及醫學研究部 

日    期：107 年 11 月 03 日（六）AM 8：00 至 PM 17：30 

地    點：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A 棟 6 樓大會議室 

時間 分鐘 議程 講師 

08:00-08:25 25 報到  

08:25-08:30 5 長官致詞 
義大癌治療醫院張肇松 

執行副主任委員 

08:30-09:30 60 幹細胞學 
義守大學劉麗芬副教授 

09:30-10:30 60 基礎細胞治療理論和初代細胞培養 

10:30-11:30 60 免疫細胞治療之現況與未來趨勢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外科

學講座教授/沛爾生技醫

療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林成龍教授 
11:30-12:30 60 細胞治療案例分析與成果報告 

12:30-13:30 60 午膳 

13:30-14:30 60 細胞治療之後續療效監控計畫 台大醫院-台成幹細胞治

療中心張裕享教授 14:30-15:30 60 不良反應及預防措施 

15:30-16:30 60 
細胞治療申請案之人體細胞組織物之成分、

製程及管控方式 台北榮民總醫院高級研

究員殷本惠博士 
16:30-17:30 60 

細胞治療之細胞品質與細胞製備場所管理相

關紀錄常見問題 

17:30~  活動結束 

※報名費：院外同仁為單天 1500 元，兩天 3000 元。 

義聯員工(含義守學學生)為單天 1000 元，兩天 2000 元。 

※繳費方式：轉帳繳費-帳戶名稱: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銀行別:土銀岡山  

帳號: 034001108206 

現金繳費-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 1 號 C 棟 3 樓西藥臨床試驗中心林小姐 

(07-6150011 分機 5007/e-mail: ed107482@edah.org.tw)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院內同仁請先至內網 mis 報名，院外人員報名網址為
https://goo.gl/mRQfYM，恕無法現場報名，請於三日內完成繳款，於確認繳費完
成，才算報名成功，報名後逾三日未完成繳款即為報名未成功，名額將遞補給候補
人員。 

※報名後恕不接受取消報名，不克參加者恕不予退費。收據開立若需抬頭統編，請事先告知。收
據請自行妥善留存備查，恕不予更改或補發。 

※全天參與課程學員並完成簽到/退程序者，將於課後一個月內核發單天八小時教育訓練證明，如
未收到請主動查詢。如課程結束兩個月後欲申請證書補發或因個人因素需修改證書內容，以
200 元/張計價。 

※聯絡方式:07-6151100 分機 5924 或 5902(徐博士)或 e-mail: ed103800@edah.org.tw(莊小姐) 

mailto:ed103800@edah.org.tw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系列 

-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訓練課程(2) 

主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細胞治療中心及醫學研究部 

協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西藥臨床試驗中心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醫學研究部 

日    期： 107 年 11 月 17 日（六）AM 8：00 至 PM 17：30 

地    點：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A 棟 6 樓大會議室 

時間 分鐘 議程 講師 

08:00-08:25 25 報到  

08:25-08:30 5 長官致詞 
義大癌治療醫院張肇松 

執行副主任委員 

08:30-09:30 60 臨床醫師對治療用細胞操作的基本認識 義大醫院戴宗玄博士 

09:30-10:30 60 移植免疫學 
義大癌治療醫院張肇松 

執行副主任委員 

10:30-11:30 60 細胞治療倫理 
CDE 派員 

11:30-12:30 60 細胞治療法規 

12:30-13:30 60 午膳 

13:30-14:30 60 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之現況與國際趨勢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與醫

材研究所陳婉昕博士 
14:30-15:30 60 自體細胞用於醫療之注意事項與風險管控 

15:30-16:30 60 細胞治療個案之病歷記載與保存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感

染科郭英調醫師/副教授 
16:30-17:30 60 細胞治療之保險事宜與法律責任 

17:30~  課程結束 

※報名費：院外同仁為單天 1500 元，兩天 3000 元。 

義聯員工(含義守學學生)為單天 1000 元，兩天 2000 元。 

※繳費方式：轉帳繳費-帳戶名稱: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銀行別:土銀岡山  

帳號: 034001108206 

現金繳費-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 1 號 C 棟 3 樓西藥臨床試驗中心林小姐 

(07-6150011 分機 5007/e-mail: ed107482@edah.org.tw)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院內同仁請先至內網 mis 報名，院外人員報名網址為
https://goo.gl/4AXVvA，恕無法現場報名，請於三日內完成繳款，於確認繳費完
成，才算報名成功，報名後逾三日未完成繳款即為報名未成功，名額將遞補給候補
人員。 

※報名後恕不接受取消報名，不克參加者恕不予退費。收據開立若需抬頭統編，請事先告知。收
據請自行妥善留存備查，恕不予更改或補發。 

※全天參與課程學員並完成簽到/退程序者，將於課後一個月內核發單天八小時教育訓練證明，如
未收到請主動查詢。如課程結束兩個月後欲申請證書補發或因個人因素需修改證書內容，以
200 元/張計價。 

※聯絡方式:07-6151100 分機 5924 或 5902(徐博士)或 e-mail: ed103800@edah.org.tw(莊小姐) 

mailto:ed103800@edah.org.tw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系列 

-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訓練課程(1)&(2) 

課程說明 

(一) 證書考試： 

全程參與課程學員並完成簽到/退程序者，將於會後一個月內核發單天八小時教育訓

練證明。 

(二) 報名方式及費用： 

1. 線上報名： 

院內同仁請先至內網 mis 報名， 

院外人員報名網址 11 月 3 日場次為 https://goo.gl/mRQfYM; 

                11 月 17 日場次為 https://goo.gl/4AXVvA， 

恕無法現場報名，需預先報名，即日起額滿為止(單天場次限額 160 人)，因場地

座位有限，恕不接受旁聽。  

2. 報名截止（逾期不再受理）： 

第一場 107 年 10 月 28 日止 

第二場 107 年 11 月 11 日止 

3. 報名費用：繳費完成才視為報名成功，逾三日未完成繳款即為報名未成功，名額

將遞補給候補人員。 

院外同仁為單天 1500 元，兩天 3000 元。 

義聯員工(含義守學學生)為單天 1000 元，兩天 2000 元。 

(三) 繳費方式： 

1. 院內同仁請至請至 C 棟 3 樓西藥臨床試驗中心繳交報名費。 

2. 院外同仁請轉帳至 

帳戶名稱: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銀行別:土銀岡山  

帳號: 034001108206。 

(四) 住宿諮詢:義大皇家酒店 076568111;義大天悅飯店 076568000 

(五) 其他注意事項： 

1. 報名後，不克參加者恕不予退費。 

2. 收據開立若需抬頭統編，請於報名表中詳載。另收據將於會後一個月內統一發放

(如需當日領取請先告知)，請自行妥善留存備查，若遺失恕不予以補發。 

3. 【為響應節能減碳，請自備環保杯，現場不提供紙杯】。 

(六)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或電洽相關人員： 

請聯絡 07-6151100 分機 5924 或 5902(徐博士)或 

e-mail: ed103800@edah.org.tw(莊小姐)。  

 

mailto:ed103800@edah.org.tw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交通路線圖及園區內地圖 

 
院  址：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電    話：(07)615-0011 

1. 南下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下楠梓交流道第一個出口(355KM)，左轉台 22 線往旗

山方向 4.5 公里，約 5 分鐘車程。 

2. 北上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下楠梓交流道(357KM)，沿著高速公路旁便道直行至旗

楠路，右轉台 22 線往旗山方向 4.5 公里，約 5 分鐘車程。 

3. 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下岡山交流道，轉省道 186 號往燕巢方向 7.5 公里，約 10

分鐘車程。 

4. 國道 10 號高速公路下燕巢交流道，轉省道 22 號往燕巢方向 1.2 公里，約 2 分

鐘車程。 

5. 義大客運：紅 52(高鐵←→義大)、261(旗山轉運站←→義大) 。 

6. 高雄客運：8023.8020.8008 班次、97 號(楠梓站←→義大)、98 號(青埔站←→

義大)班次。 

7. 高雄市公車：7 號(加昌站←→義大)、紅 58 線(都會公園站←→義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