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醫院病人安全年度目標推廣課程(南部場)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協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 

課程目標：為推廣「109-110 年度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以營造機構病人安

全文化與環境(含調適能力)、醫病間有效溝通以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等主題進行標竿學習，藉由專題與機構經驗分享，提升病人安全。 

參加對象：醫療相關人員以及部門主管、品管中心人員。 

日期地點：2020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大樓 6 樓第五會議室 

         （高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學分認證：全程參與並完成簽到、簽退核予醫策會教育訓練時數 6.5 小時及公務人員繼

續教育時數證明 6 小時，適用「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

方案」。請攜帶身分證辦理刷到、刷退。 

報名方式：8 月 13 日前完成網路報名（http://attend.jct.org.tw/），人數額滿將提前截止。 

<議程以活動當日公告為主> 

時段 分鐘 主題 講師 

08:30-09:00 30 報到 醫策會 

09:00-09:10 10 致歡迎詞 醫策會 

09:10-09:40 30 109~110 年度醫院病安目標重點說明 醫策會 廖熏香副執行長 

09:40-10:30 50 環境安全 醫療院所火災風險辨識與安全對策作為 
台灣精實醫務管理學會 

張文信理事長 

10:30-10:40 10  中場休息  

10:40-11:10 30 

醫病溝通 

降低語言表達障礙病人溝通嚴重程度 
林口長庚醫院腦神經科 

潘怡欣副護理長 

11:10-11:40 30 應用資訊科技自動化辨識困難溝通病人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曾志仁副院長 

11:40-12:10 30 
手術與 

用藥安全 
抗凝血劑臨床停藥及使用時間之團隊決策 

奇美醫院品質管理中心 

孫宗伯主任 

12:10-12:30 20  綜合討論 
潘怡欣副護理長、 

孫宗伯主任、曾志仁副院長 

12:30-13:40 70  用餐時間  

13:40-14:30 50 

感染管制 

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治作為 
林口長庚醫院 

楊麗珠顧問 

14:30-15:20 50 重塑病房清潔流程，徹底清消的病房環境 
台北馬偕醫院保管課 

林其鋒課長 

15:20-15:30 10  中場休息  

15:30-16:00 30 

病安文化

與 

調適能力 

Safety II：系統復原力與病人安全 

(system resilience & patient safety) 

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黃育信助理教授 

16:00-16:30 30 提升院內員工復原力(resilience) 
奇美醫院 

林宏榮首席副院長 

16:30-17:00 30 
機構如何執行安全巡視 

(Patient Safety WalkRounds) 

臺中榮民總醫院品管中心 

劉時安主任 

17:00-17:20 20 綜合討論 
林宏榮首席副院長、 

劉時安主任、黃育信助理教授 

17:20~  ~ 賦歸 ~  

※ 備註： 

1. 本課程免費報名，午餐自理，無提供停車優惠，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2. 響應環保，無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與會。 

3. 請於課程結束 2 週後至醫策會官網 http://goo.gl/c59SS 下載上課時數證明，不提供紙本證明。 

4. 請遵守「防疫新生活運動」之指引並確實執行，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應戴口罩；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者

，應避免參加活動。 

http://attend.jct.org.tw/


 
南部場    2020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 

課程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急診大樓 6 樓第五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醫院總機：07-342-2121 

資料來源：http://www.vghks.gov.tw/cp.aspx?n=1FEA51B0A7CD9AAC 

 
高鐵左營站 

  經華夏路和榮總路至高榮急診大樓，車程約 10 分鐘。 

高雄捷運 

  搭乘紅線至凹子底站(R13)，轉乘 24B、紅 35 至高榮（榮總路榮總側門站）。 

  搭乘紅線至高鐵左營站(R16)，轉乘 3、紅 35、紅 50 至高榮（榮總路榮總側門站）；轉乘

90 民族幹線至高榮（民族路新莊高中站）；轉乘 8025、E11 路至高榮（大中路榮總站）。 

  搭乘紅線至生態園區站(R15)，轉乘紅 35、紅 50 至高榮（榮總路榮總側門站）。 

高雄市公車 

    請參酌 http://www.vghks.gov.tw/cp.aspx?n=1FEA51B0A7CD9AAC&s=F567B9912187E81E 

開車路線(*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無停車優惠) 

由國道一號（中山高）或由國道三號（南二高） 

1. 鼎金系統交流道 左營（右側）下→大中路（右轉）→高榮。 

2. 鼎金系統交流道 左營（右側）下→大中路（右轉）→榮總路→高榮。 

 

 

http://www.vghks.gov.tw/cp.aspx?n=1FEA51B0A7CD9AAC
http://www.vghks.gov.tw/cp.aspx?n=1FEA51B0A7CD9AAC&s=F567B9912187E81E


109 年醫院病人安全年度目標推廣課程(北部場)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課程目標：為推廣「109-110 年度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以營造機構病人安

全文化與環境(含調適能力)、醫病間有效溝通以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等主題進行標竿學習，藉由專題與機構經驗分享，提升病人安全。 

參加對象：醫療相關人員以及部門主管、品管中心人員。 

日期地點：2020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 4 樓數位演講廳 

          (100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7 號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 APA 藝文中心) 

學分認證：全程參與並完成簽到、簽退核予醫策會教育訓練時數 6.5 小時及公務人員繼

續教育時數證明 6 小時，適用「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

方案」。請攜帶身分證辦理刷到、刷退。 

報名方式：8 月 18 日前完成網路報名（http://attend.jct.org.tw/，人數額滿將提前截止。 

<議程以活動當日公告為主> 

時段 分鐘 主題 講師 

08:35-08:55 20 報到 醫策會 

08:55-09:00 5 致歡迎詞 醫策會 

09:00-09:30 30 109~110 年度醫院病安目標重點說明 醫策會 廖熏香副執行長 

09:30-10:00 30 

病安文化

與 

調適能力 

Safety II：系統復原力與病人安全 

(system resilience & patient safety) 

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黃育信助理教授 

10:00-10:30 30 提升院內員工復原力(resilience) 
奇美醫院 

林宏榮首席副院長 

10:30-11:00 30 
機構如何執行安全巡視 

(Patient Safety WalkRounds) 

臺中榮民總醫院品管中心 

陳容珍專員 

11:00-11:20 20 綜合討論 
黃育信助理教授、陳容珍專員 

林宏榮首席副院長 

11:20-11:30 10  中場休息  

11:30-12:20 50 環境安全 醫療院所火災風險辨識與安全對策作為 
台灣精實醫務管理學會 

張文信理事長 

12:20-13:40 80  用餐時間  

13:40-14:30 50 

感染管制 

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治作為 
林口長庚醫院 

楊麗珠顧問 

14:30-15:20 50 重塑病房清潔流程，徹底清消的病房環境 
台北馬偕醫院保管課 

林其鋒課長 

15:20-15:30 10  中場休息  

15:30-16:00 30 
手術與 

用藥安全 
服用抗凝血劑/抗血小板藥之手術病人管理機制 

臺大醫院心臟血管外科 

許榮彬主任 

16:00-16:30 30 

醫病溝通 

降低語言表達障礙病人溝通嚴重程度 
林口長庚醫院腦神經科 

童蔘美護理長 

16:30-17:00 30 應用資訊科技自動化辨識困難溝通病人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曾志仁副院長 

17:00-17:20 20  綜合討論 
許榮彬主任、童蔘美護理長、 

曾志仁副院長 

17:20~  ~ 賦歸 ~  

※ 備註： 

1. 本課程免費報名，學員午餐自理，無提供停車優惠，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2. 響應環保，無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與會。 

3. 請於課程結束 2 週後至醫策會官網 http://goo.gl/c59SS 下載上課時數證明，不提供紙本證明。 

4. 請遵守「防疫新生活運動」之指引並確實執行，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應戴口罩；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者

，應避免參加活動。 

  

http://www.sce.pccu.edu.tw/apa/
http://attend.jct.org.tw/


交通資訊 

北部場    2020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 

課程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 4 樓數位演講廳 

          (100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7 號) 

場地電話：(02)2700-5858 #8190~8194 

資料來源：https://tinyurl.com/ybb2he9w  

 
捷運站資訊： 

» 松山捷運線→西門站（2 號出口國軍文藝中心、3 號出口遠百寶慶店） 

» 小南門捷運線→小南門站（1 號出口） 

公車站資訊： 

» 路線 A：235、270、652、663、大溪→台北、三峽→台北號公車至東吳大學城

中校區站下。 

» 路線 B：207、38、656、657、245 號公車至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站下。 

» 路線 C：245、263、265、651、656、657 號公車至小南門（和平院區）站下

車。 

» 路線 D：12、212、223、249、202、205、242、250、253、307、310、604、

812、624、 246、260 號公車至至小南門（和平院區）站下車。 

路線 E：38、206、270、252、660、243、304 承德線、304 重慶線、706 號公車至小

南門站下車。 

https://tinyurl.com/ybb2he9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