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蘊專業品質人的首選！走在品質最前端，與您一同成長！ 

111 年醫療品質學院 中階課程 

SDM 工作坊系列課程(一)(實體場) 

 活動日期：111 年 7 月 14 日(四)下午 13:00-16:50 

 活動地點：醫策會 601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 號 6 樓)  

 參與對象及條件： 

(1) 各醫療院所品管相關人員或欲負責 SDM 相關人員，建議機構可組隊參與。 

(2) 每隊約 1-2 人，此為系列課程，建議機構報名三場延續課程 

 參與人數：工作坊形式，以 42 人為限，額滿為止。 

 課程費用：每隊 3,000 元。報名 4 天內未繳費者，系統將自動取消繳費代碼需重新報名。 

 課程學分：醫策會品質學院中階課程時數 3 學分，並適用「全民健保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

留款實施方案」。 

 報名網址：http://jctlearning.jct.org.tw/index.php 

 議程 

時間 分鐘 主題 講師 

13:00～13:20 20 報到 

13:20~14:50 90 醫病共享決策理論與實務 
柳營奇美醫院總務室 

張基生主任 

14:50~15:00 10 休息 

15:00~16:40 100 決策地圖繪製實作訓練 柳營奇美醫院總務室 

張基生主任 16:40~16:50 10 Q&A 

16:50~ ～賦歸～ 

❖備 註： 

(1) 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亦而導致活動受影響，本會將提前於官網通知。  

(2) 因國內 COVID-19 確診人數激增，所有活動參與者至少完成兩劑以上疫苗施打，若未完

成施打兩劑疫苗者，需提供三日內快篩陰性證明。 

(3) 為配合防疫期間須保持社交距離，與會者額溫需< 37.5°C，並須全程正確配戴口罩。 

(4) 為響應環保，煩請自備環保杯。 

 

http://jctlearning.jct.org.tw/index.php


 

孕蘊專業品質人的首選！走在品質最前端，與您一同成長！ 

111 年醫療品質學院 中階課程 

SDM 工作坊系列課程(二) (實體場) 

111 年醫療品質學院 中階課程 

SDM 工作坊系列課程(三) (實體場) 

 活動日期：111 年 8 月 11 日(四)下午 13:00-16:50 

 活動地點：醫策會 601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 號 6 樓) 

 參與對象及條件： 

(1) 各醫療院所品管相關人員或欲負責 SDM 相關人員，建議機構可組隊參與。 

(2) 每隊約 1-2 人，此為系列課程，建議機構報名三場延續課程 

 參與人數：工作坊形式，以 42 人為限，額滿為止。 

 課程費用：每隊 3,000 元。報名 4 天內未繳費者，系統將自動取消繳費代碼需重新報名。 

 課程學分：醫策會品質學院中階課程時數 3 學分，並適用「全民健保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

留款實施方案」。 

 報名網址：http://jctlearning.jct.org.tw/index.php 

 議程 

時間 分鐘 主題 講師 

13:00～13:20 20 報到 

13:20~14:50 90 SDM-EBM 實證要領 
柳營奇美醫院總務室 

張基生主任 

14:50~15:00 10 休息 

15:00~16:40 100 決策輔助工具發展步驟解說 柳營奇美醫院總務室 

張基生主任 16:40~16:50 10 Q&A 

16:50~ ～賦歸～ 

❖備 註： 

(1) 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亦而導致活動受影響，本會將提前於官網通知。  

(2) 因國內 COVID-19 確診人數激增，所有活動參與者至少完成兩劑以上疫苗施打，若未完

成施打兩劑疫苗者，需提供三日內快篩陰性證明。 

(3) 為配合防疫期間須保持社交距離，與會者額溫需< 37.5°C，並須全程正確配戴口罩。 

(4) 為響應環保，煩請自備環保杯。 

(5) 此堂課將進行 SDM-EBM 資料庫演練(參與者均需要攜帶筆電，現場實作)。 

http://jctlearning.jct.org.tw/index.php


 

孕蘊專業品質人的首選！走在品質最前端，與您一同成長！ 

交通方式 

111 年醫療品質學院 中階課程 

SDM 工作坊系列課程(三) (實體場) 

111 年醫療品質學院 中階課程 

SDM 工作坊系列課程(三) (實體場) 

 活動日期：111 年 9 月 22 日(四)下午 13:00-16:50 

 活動地點：醫策會 601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 號 6 樓) 

 參與對象及條件： 

(1) 各醫療院所品管相關人員或欲負責 SDM 相關人員，建議機構可組隊參與。 

(2) 每隊約 1-2 人，此為系列課程，建議機構報名三場延續課程 

 參與人數：工作坊形式，以 42 人為限，額滿為止。 

 課程費用：每隊 3,000 元。報名 4 天內未繳費者，系統將自動取消繳費代碼需重新報名。 

 課程學分：醫策會品質學院中階課程時數 3 學分，並適用「全民健保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

留款實施方案」。 

 報名網址：http://jctlearning.jct.org.tw/index.php 

 議程 

時間 分鐘 主題 講師 

13:00～13:20 20 報到 

13:20~14:50 90 醫病共享決策的實踐與優化經驗 
柳營奇美醫院總務室 

張基生主任 

14:50~15:00 10 休息 

15:00~16:00 60 成效評估與資訊應用 
柳營奇美醫院總務室 

張基生主任 
16:00~16:30 30 聰明就醫-就醫提問單的發展經驗 

16:30~16:40 10 Q&A 

16:40~ ～賦歸～ 

❖備 註： 

(1) 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亦而導致活動受影響，本會將提前於官網通知。  

(2) 因國內 COVID-19 確診人數激增，所有活動參與者至少完成兩劑以上疫苗施打，若未完

成施打兩劑疫苗者，需提供三日內快篩陰性證明。 

(3) 為配合防疫期間須保持社交距離，與會者額溫需< 37.5°C，並須全程正確配戴口罩。 

(4) 為響應環保，煩請自備環保杯。 

(5) 此堂課將進行「PDA」及「就醫提問單」演練 (參與者均需要攜帶筆電，現場實作)。 

http://jctlearning.jct.org.tw/index.php


 

孕蘊專業品質人的首選！走在品質最前端，與您一同成長！ 

交通資訊 

◼ 捷運板南線 

￭龍山寺捷運站 1 號出口 

至捷運龍山寺站公車站，轉搭 265、705、234 公車至埔墘派出所站，直走至三民路左

轉，步行 1-2 分鐘則可抵達本會。本會位於潤泰大樓 5 樓（與家樂福為同棟大樓）。 

￭板橋捷運站 2 號出口 

至板橋公車站搭乘往台北方向 265、705、234 公車至埔墘站，直走至三民路右轉，則

可見家樂福位於右側 

￭江子翠捷運站 3 號出口 

至江翠國中搭乘 1073、231 公車至埔乾站（三民路上），因該站公車班次較少，建議

由龍山寺、板橋捷運站轉搭公車，或是搭乘計程車至本會。 

◼ 公車動線 - 265、705、234 公車 

￭從台北前來，請於埔乾派出所站(中山路)下車 

￭從板橋前來，請於埔乾站(中山路)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