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師資培育研習【南區場】 

 

 

注意事項： 

1. 教學技能師資研習：本課程為進階課程，非屬師資培育要點之必修、

選修及共同訓練師資培育課程，報名對象建議以核定機構教學負責人

優先或教學師資，以 60 人為限，每家機構報名人數為 1 名，敬請機構

統一報名參加，本會保有調整之權利。 

2. 必修、共同訓練師資培育課程：報名對象為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訓練機

構教學師資，擔任訓練計畫之教師應執業 5 年以上，以 100 人為限，

每家機構報名人數至多 5 名，敬請機構統一報名參加，本會保有調整

之權利。 

3. 報到採用電腦方式，與會教師務必攜帶個人身分證以進行報到。 

4. 與會教師須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若超過報到時間、或課程中

離開會場 1 小時以上、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5. 本課程為免費課程，恕不供餐，為響應環保節能，現場不提供紙本講

義，當天以 QR Code 方式提供與會者下載講義電子檔，會場備桶裝茶

水，請自備環保杯。 

日期 主題 地點 
網路開放 

報名時間 

109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二） 
教學技能師資研習 

高雄國際會議中

心 407 會議室（高

雄市鹽埕區中正

四路 274 號） 

9 月 8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時 

109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三） 

必修訓練師資培育

課程 

109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三） 

共同訓練師資培育

課程 



109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教學技能師資研習（南區場）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辦理日期：10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 10 分至 16 時 50 分 

辦理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407 會議室（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參加對象：建議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負責人優先或教學師資 

時間 分鐘 內容 講師 

13：10~13：30 20 報    到 

13：30~15：00 90 課程設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牙科部 杜哲光主任 

15：00~15：20 20 Break 

15：20~16：50 90 溝通與輔導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牙科部 杜哲光主任 

     賦   歸 

備    註： 

1. 報名對象建議以教學負責人優先或教學師資，以 60 人為限，每家機構

報名人數為 1 名，敬請機構統一報名，本會保有調整之權利。 

2. 議程以當天為主，因應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與會者請落實個

人防護措施，配合量測體溫並全程配戴口罩。 

3. 報到採用電腦方式，與會教師務必攜帶個人身分證簽到。 

4. 與會教師須簽到、簽退，若超過報到時間、或課程中離開會場 1 小時

以上、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5. 本課程為免費課程，恕不供餐，為響應環保節能，現場不提供紙本講

義，當天以 QR Code 方式提供與會者下載講義電子檔，會場備桶裝茶

水，請自備環保杯。 



109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必修訓練師資培育課程議程（南區場）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舉辦時間：10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40 分至 12 時 10 分 

舉辦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407 會議室（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師資 

時間 分鐘 內容 講師 

08:40~09:00 20 分鐘 報到 

09:00~09:10 10 分鐘 訓練計畫介紹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牙科部 杜哲光主任 

09:10~09:50 40 分鐘 教學評估方法與回饋 

09:50~10:00 10 分鐘 營造教學氣氛 

10:00~10:10 10 分鐘 Break 

10:10~11:10 60 分鐘 
必修訓練項目課程安排 

重點與評量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牙科部 杜哲光主任 11:10~12:00 50 分鐘 
IRS 操作演練及分組評核

共識討論與回饋 

12:00~12:10 10 分鐘 核心試題測驗 

賦 歸 

備    註： 

1. 報名對象為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訓練機構教師，擔任訓練計畫之教師應執

業 5 年以上，以 100 人為限，敬請機構統一報名，本會保有調整之權利。 

2. 議程以當天為主，因應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與會者請落實個

人防護措施，配合量測體溫並全程配戴口罩。 

3. 報到採用電腦方式，與會教師務必攜帶個人身分證簽到。 

4. 與會教師須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若超過報到時間、或課程中離

開會場 1 小時以上、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5. 本課程為免費課程，恕不供餐，為響應環保節能，現場不提供紙本講義，

當天以 QR Code 方式提供與會者下載講義電子檔，會場備桶裝茶水，

請自備環保杯。 



109年度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共同訓練師資培育課程議程（南區場）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舉辦時間：10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10 分至 17 時 30 分 

舉辦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407 會議室（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參加對象：衛生福利部核定訓練機構之教學師資 

時間 分鐘 內容 講師 

13:10~13:30 20 分鐘 報到 

13:30~14:30 60 分鐘 
醫療倫理

與法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牙科部 杜哲光主任 

14:30~15:20 50 分鐘 實證醫學 
高雄榮民總醫院 

口腔醫學部 陳偉勵醫師 

15:20~15:30 10 分鐘 Break 

15:30~16:20 50 分鐘 病歷寫作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口腔病理暨顎顏面影像科 

王文岑醫師 

16:20~17:20 60 分鐘 感染管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口腔顎面外科 張起華主任 

17:20~17:30 10 分鐘 核心試題測驗 

賦 歸 

備    註： 

1. 報名對象為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訓練機構教師，擔任訓練計畫之教師應執

業 5 年以上，以 100 人為限，敬請機構統一報名，本會保有調整之權利。 

2. 議程以當天為主，因應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與會者請落實個

人防護措施，配合量測體溫並全程配戴口罩。 

3. 報到採用電腦方式，與會教師務必攜帶個人身分證簽到。 

4. 與會教師須簽到、簽退及試題測驗紀錄，若超過報到時間、或課程中離

開會場 1 小時以上、或非本人出席者，該場次不予認定。 

5. 本課程為免費課程，恕不供餐，為響應環保節能，現場不提供紙本講義，

當天以 QR Code 方式提供與會者下載講義電子檔，會場備桶裝茶水，

請自備環保杯。 



位置圖 

 

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407 會議室（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公車】站名：歷史博物館站 

搭乘 0 南、0 北、25、33、60、76、77、91、214、219、248 公車 

【捷運】 

橘線鹽埕埔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3 分鐘抵達 

【開車】 

中山高國道一號→中正交流道下→沿中正路直行至中正四路→抵達 

【高鐵】 

左營高鐵站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15 分鐘）→轉乘橘線鹽埕埔站（5 分鐘）

→步行約 3 分鐘抵達 

【高雄國際機場】 

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 →轉乘橘線鹽埕埔站→2 號出口步行約 3 分鐘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