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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0年「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 

說明會暨教育訓練 報名說明 

壹、時間及地點： 

各場次辦理時間及地點規劃如下，議程及交通資訊請參照第參點說明。 

場次 日期 場地/地址 

北區場 
10 月 22 日

9:00~12:20 
中正紀念堂中正演藝廳 

中區場 
10 月 23 日 

9:00~12:20 
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301 會議室 

南區場 
10 月 26 日 

9:00~12:20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階梯教室 S105 

視訊場 

（東區及離島） 

10 月 27 日 

9:00~12:20 

1. 疾病管制署臺北區管制中心塔城(大)會議室  

2. 疾病管制署北區管制中心第二航廈會議室  

3. 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一樓第二會議室 

4. 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第二會議室  

5. 疾病管制署高屏區管制中心第二會議室 

6. 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大型視訊會議室 

貳、報名作業： 

一、 本說明會為免費課程，採事先網路報名，每家機構原則以 2 名為限，並請各機

構統一報名，額滿為止；另視報名情況開放現場報名。 

二、 活動報名網址：http://attend.jct.org.tw/index.php（路徑：首頁>課程公告> 110 年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說明會暨教育訓練）。 

三、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0 月 12 日（一）中午 12 點前截止。 

四、 本說明會不提供紙本資料，請與會人員於 10 月 21 日（三）中午後至醫策會網

站（http://www.jct.org.tw/）首頁 > 最新消息處下載課程簡報資料；另可攜帶「109

年榮譽國民之家(住宿型)、產後護理機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

業手冊_受查機構版」參考，作業手冊可於疾管署網頁下載（路徑：疾管署首頁 

> 傳染病與防疫專題 >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 > 例行性查核作業）。 

五、 當天進行簽到及簽退作業；各場次說明會同時安排講師主講相關感染管制與預

防，全程參與完訓者，會後由醫策會提供 3 小時的感染管制訓練時數證明。 

六、 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與會者請自備口罩並全程正確配戴；進場前請配合

測量額溫、手部清潔等防疫措施，若具 COVID-19(武漢肺炎)感染風險或有發燒

（額溫> 37.5℃）、呼吸道症狀等疑似感染症狀者，請勿參加。另為響應環保署

紙杯減量政策，惠請自行攜帶水杯。 

七、 如有問題敬請電洽醫策會（電話 02-89643000#3182 王小姐、3183 林小姐）。  

http://attend.jct.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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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程及交通資訊： 

北區場 

時間：10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地點：中正紀念堂中正演藝廳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1 號 1 樓 

（白色建築物，並請從兩側樓梯下方門廳出入） 

時間 分鐘 課程 講師 

9:00~9:25 25 報到  

9:25~9:30 5 長官致詞 疾病管制署 

9:30~10:10 40 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說明（包含政策法規） 醫策會 

10:10~11:10 60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

評分說明 
林均穗課長 

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 

11:10~11:20 10 休息 

11:20~12:10 50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措施與預防

（主題包含手部衛生、常見感染及處置） 

12:10~12:20 10 Q and A 

※交通資訊 

 

§捷運： 

-捷運淡水線或松山新店線

「中正紀念堂」5 號出口，

步行約 12 分鐘。  

-捷運中和 ‧新蘆線「東門

站」3 號出口，步行約 8 分

鐘。  

§台鐵/高鐵： 

台北火車站/高鐵轉乘捷運 

§公車：  

搭乘台北市聯營公車  15、

18、20、22、37、88、

204、208、214、236、

237、248、249、251、

252、261、263、270、

293、297、588、621、

630、644、648、651、

660、671...等線在中正紀念

堂站及南門市場下車  

§客運： 

新店客運 849、指南客運

1503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全球資訊網》  



3 

中區場 

時間：1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 

地點：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3 樓 301 會議室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 

時間 分鐘 課程 講師 

9:00~9:25 25 報到  

9:25~9:30 5 長官致詞 疾病管制署 

9:30~10:10 40 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說明（包含政策法規） 醫策會 

10:10~11:10 60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

評分說明 
黃惠眞組長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11:10~11:20 10 休息 

11:20~12:10 50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措施與預防

（主題包含手部衛生、常見感染及處置） 

12:10~12:20 10 Q and A 

※交通資訊 

 

大眾交通工具請於中港路澄清

醫院站牌下車，步行約十分鐘

可達世貿中心。 

§台中烏日高鐵站中港澄清

醫院 

高鐵快捷公車：161 號 

§臺中火車站中港澄清醫院 

臺灣大道路廊公車路線：302

路、303 路、304 路、323 路、

324 路、325 路、326 路 

台中客運：60 路 

統聯客運：75 路 

東南客運：67 號 

 

§自行開車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設有平面停

車場，每小時 30 元，前 20 分

鐘免費，停車時數未滿一小時

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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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場 

時間：109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階梯教室 S105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 號 1 樓 

時間 分鐘 課程 講師 

9:00~9:25 25 報到  

9:25~9:30 5 長官致詞 疾病管制署 

9:30~10:10 40 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說明（包含政策法規） 醫策會 

10:10~11:10 60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

評分說明 

林玉秀組長 

柳營奇美醫院 

11:10~11:20 10 休息 

11:20~12:10 50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措施與預防

（主題包含手部衛生、常見感染及處置） 

12:10~12:20 10 Q and A 

※交通資訊 

 

§高鐵左營站 

轉搭台鐵至「科工館車站」，步行約 10 分鐘。 

轉搭捷運至「後驛站 (R12)」，轉搭紅 28 號公車至科工館站即可抵達。 

§台鐵至「科工館車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至本館。 

§捷運 

1.捷運紅線至「高雄車站 (R11)」，轉乘台鐵至「科工館車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 

2.捷運紅線至「後驛站 (R12)」，轉搭紅 28 號公車至科工館站即可抵達。 

§客運(高雄站)  

台鐵「高雄車站」下車，於前站(D 區)轉乘 60 號公車至科工館站 

§自行開車：南館設有收費地面停車場，可容納小客車 124 輛，每半小時收費 15 元。 

《資料來源：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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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場 

時間：109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 

時間 分鐘 課程 講師 

9:00~9:25 25 報到  

9:25~9:30 5 長官致詞 疾病管制署 

9:30~10:10 40 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說明（包含政策法規） 醫策會 

10:10~11:10 60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

評分說明 
林均穗課長 

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 

11:10~11:20 10 休息 

11:20~12:10 50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感染管制措施與預防

（主題包含手部衛生、常見感染及處置） 

12:10~12:20 10 Q and A 

※視訊地點（交通資訊請詳參各地方政府單位網站）： 

1. 疾病管制署台北區管制中心塔城(大)會議室  

台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 

2. 疾病管制署北區管制中心第二航廈會議室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 9 號 2 樓 

3. 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一樓第二會議室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 20 號 

4. 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第二會議室  

台南市南區大同路二段 752 號 

5. 疾病管制署高屏區管制中心第二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180 號 

6. 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大型視訊會議室 

花蓮市新興路 202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