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擬真情境類競賽 觀摩人員報名注意事項 

 觀摩時程： 

組別 新人組 
急重症照護組 

（南區場） 
產兒組 

競賽地點 臺北榮民總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競賽日期 

及時間 

  9/29（日） 

13:00-18:05 

 10/5（六） 

13:00-19:15 

 10/6（日） 

13:00-18:05 

觀摩時數 5 小時 6 小時 5 小時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9 月 26 日，額滿為止。 

 

 注意事項： 

（一）本競賽下午開放非參賽夥伴現場觀摩，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 500 元整，

報名事宜請逕至本會活動課程報名網站（http://attend.jct.org.tw），額

滿為止。 

（二）活動現場備有茶水，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 

（三）交通、停車請與會者自理，本活動不提供停車優惠，請多利用大眾交通

工具，詳見後附交通指引。 

（四）觀摩人員將提供公務人力及醫策會繼續教育訓練時數，並適用於申請

「全民健保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 

（五）如有觀摩相關問題，歡迎諮詢：陳佳伶組員，(02)8964-3000 分機 3177，

HQIC@jct.org.tw 。 

  

http://attend.jct.org.tw/
mailto:HQIC@jct.org.tw


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擬真情境類新人組競賽排程 

 
 競賽日期：108 年 9 月 29 日（日） 

 競賽地點：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技術訓練科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 段 201 號) 

 

場次/時間 排程 

13:00-13:30 觀摩人員報到 

13:30-14:20 競賽說明（競賽規則、環境、設備及物品介紹） 

14:20-14:30 場地整理 

14:30-17:50 
（下午第 1-6

組實際順序於

報到時現場抽

籤） 

2019D1008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019D101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019D101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019D1012 高雄榮民總醫院 

2019D1013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2019D1014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019D101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2019D101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7:50-18:05 評審講評-下午場 

18:05- 成績公布 

  



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擬真情境類急重症照護組-南區場競賽排程 

 
 競賽日期：108 年 10 月 5 日（六） 

 競賽地點：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彰化市旭光路 235 號 教學研究大樓 10 樓） 

 

場次/時間 排程 

13:00-13:30 觀摩人員報到 

13:30-14:20 競賽說明（競賽規則、環境、設備及物品介紹） 

14:20-14:30 場地整理 

14:30-19:00 
（下午第 1-6

組實際順序於

報到時現場抽

籤） 

2019D200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019D20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2019D2011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2019D20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019D201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2019D2014 高雄榮民總醫院 

2019D201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2019D3011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2019D2016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2019D2017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2019D2018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9:00-19:15 評審講評-下午場 

19:15- 成績公布 



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擬真情境類產兒組競賽排程 

 
 競賽日期：108 年 10 月 6 日（日） 

 競賽地點：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彰化市旭光路 235 號 教學研究大樓 10 樓） 

 

場次/時間 排程 

13:00-13:30 觀摩人員報到 

13:30-14:20 競賽說明（競賽規則、環境、設備及物品介紹） 

14:20-14:30 場地整理 

14:30-17:50 
（下午第 1-6

組實際順序於

報到時現場抽

籤） 

2019D4008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2019D4009 高雄榮民總醫院 

2019D4010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2019D4011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2019D401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019D4013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019D4014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2019D4015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7:50-18:05 評審講評-下午場 

18:05- 成績公布 



臺北榮民總醫院交通指引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 段 201 號  

地點：臨床技術訓練科 

 開車路線 

國道一號（中山高）→由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士林方向），過百齡橋→（左

轉）承德路五、六段→（右轉）石牌路一段→石牌路二段 201 號 

 大眾運輸 

項目 路線 

 公車 

(站牌：榮總、榮總一、榮光

新村(榮總東院)、榮總院區、

振興醫院)  

128、216、223、224、267、268、277、敦化

幹線(原 285)、288、290、508、535、536、重

慶幹線(原 601)、602、606、645、646、665、

902、F225、 紅 12、紅 19 、小 8 

 捷運紅線(淡水信義線) 石牌站(本院專車接送) 

 國光客運 1801 基隆－石牌－國立護院 

 捷運轉乘服務車 

臺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捷運石牌站(石牌路 2 段 52 號「綜合市場」公車

站牌旁) 

行駛日 行駛時刻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首班 07：00-末班 21：30 

(每 5 分鐘發車乙班)  

星期六 
上午：首班 07：00-末班 18：00 

(每 10 分鐘發車乙班)  

週日(國定例假日) 
上午：首班 07：00-末班 18：00 

(每 10 分鐘發車乙班)  

 汽車停車場資訊 

地點 項目 

停車場 
平面停車場 ( 333 位 )、 立體停車場 (906 位 )、二號門

停車場(366 位)、三門診停車場(120 位)   

 交通資訊查詢網址

http://www.vghtpe.gov.tw/Fpage.action?muid=1499&fid=1341 

http://www.vghtpe.gov.tw/Fpage.action?muid=1499&fid=1341


臺北榮民總醫院院區平面圖 

 

 
 
 
 
 
 
 
 
 
 
 
 
 
 
 
 
 
 
 
 
  

競賽地點- 

臨床技術
訓練科 



彰化基督教醫院交通指引 
 

地址：彰化市旭光路 235 號 

地點：教學研究大樓 10樓 臨床技能訓練中心(彰基-星巴克門市此棟) 

 
 大眾交通工具(彰化火車站→本院) 

可搭乘彰化客運公車『火車站-彰基醫院』線【本線週一～六行駛，週日 停駛】，全票票 價 

26 元，半票票價 13 元《票價調整時，以彰客公告為主》。本院候車亭設置於急診出口 旁，

時刻表可參閱門診時間表。 

 可搭乘計程車，費用約 110 元。(請告訴司機先生至彰化基督教醫院教學研究大樓大門口 

入口) 

 開車路線 

 南下：第一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王田交流道下接台 1 線,往彰化市區方向、接中 

山路至旭光路交接口左轉，即可到達。 

 北上：第一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彰化交流道下接台 19 線往彰化市區，右轉接中 

央公路橋後，左轉接中山路(台 1 線)至旭光路交接口右轉，即可到達。 

 北上：第二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快官交流道下接中彰快速道路(台 74 線)，往彰化市區 

方向、接中山路至旭光路交接口左轉，即可到達。 

 南下：第二高速公路(國道三號)：伸港交流道下右轉線東路、左轉接彰新路，右轉接金 

馬路、經曉陽路地下道直走接中山路右轉至旭光路交接口左 轉，即可到達。 

 搭乘高鐵 

 台中烏日站下車， 

 轉搭公車 

「台中客運」102(白)路線、101 路線 

 「彰化客運」台中-鹿港路線 

 「員林客運」台中-西港路線、台中-西螺路線 

 轉搭火車 

 台鐵區間快車/區間車至彰化站約 15 分鐘 

 至彰化火車站後請參考”鐵公路”路線說明。 

(註：以上資訊若有異動，以高鐵車站現場公告為準)。 

 交通資訊查詢網址 

http://www.cch.org.tw/about/about_4_3.aspx 

 

http://www.cch.org.tw/about/about_4_3.aspx


 汽車停車場資訊 

停車場 停放樓層 開放時間 收費標準 收費方式 

第二停車場 B2F~B5F  
 

24 小時 

 每小時 30 元，

第 2 小時起以 

半 小 時 為 計

費單位。 

 24小時收費上 

限 300 元。 

 

 
 人工收費 

 全自動繳費 

第三停車場 B2F~B5F 

兒童醫院停車場 B2F~B5F 

第四停車場 

(教學研究大樓) 

 

B3F~B6F 

 

彰化基督教醫院院區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