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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 40小時師資培訓課程 

報名須知 
 

【參加對象】曾接受衛生福利部「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制度推廣計畫」、「醫療垂直

整合銜接照護試辦計畫」、「醫院整合醫學暨醫療銜接照護試辦計畫」

之補助醫院派員受訓或對整合醫學照護推廣有興趣之主治醫師。 

【活動辦理】40小時師資培訓課程將分六週辦理，課程日期、各場次限額等資訊

如下表，請貴院「擇一場次（實體場/視訊場 1/視訊場 2）」報名，以

維護其他報名者權益，視訊場次以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方式辦

理（視訊連結將於各場活動前 2-3日提供連結）。 

週次 課程日期 實體場 視訊場 1 視訊場 2 

第一週 9月 24日（六） 醫策會 醫策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 

第二週 9月 30日（五） 醫策會 醫策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 

第三週 10 月 14日（五） 醫策會 醫策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 

第四週 10 月 29日（六） 醫策會 醫策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 

第五週 11 月 4日（五） 醫策會 醫策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 

第六週 11 月 18日（五） 醫策會 醫策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 

報名人數上限 10人 200人 20人 

【報名方式及日期】  

1. 本活動採網路「團體報名」，請貴院專責單位「統一」至本會網站活動課程

區（http://attend.jct.org.tw/）進行線上報名，考量視訊連線品質，每家機構提

供 10位名額，即日起至 9月 21日下午五點截止報名，各場次額滿則提前截

止，逾期不受理。課程報名後即視為 6 週課程皆參與，若有變動敬請來信

告知 hospitalist@jct.org.tw。 

2. 本會保留審核報名名單之權利，若經審核後確認報名資格有誤，將通知貴院

取消報名。考量活動辦理品質及維護參加者權益，若貴院已報名之人員於報

名截止日前確定無法出席，請逕至網路取消報名，視訊連結請妥善保存，切

勿提供給未報名者使用，避免造成網路連線負載。本次活動將會統計各院實

際出席狀況並列入未來報名名額之參考。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需完成「簽到及簽退」，依實際參與時數提供本會教育訓練學分證明。

有關補訓及專科醫師甄審相關事宜，請逕洽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

會聯繫（電話：02-2312-3456 (分機 66403)，E-mail：tahm201707@gmail.com）。 

附件 

http://attend.jct.org.tw/
mailto:hospitalist@j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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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場活動結束後二週，請逕自醫策會網站活動課程區 -上課紀錄查詢

http://goo.gl/c59SS）下載學分證明，本會不另提供紙本證明。 

3.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時期，參與實體場活動前請評估自身健康

狀況出席，並配合主辦單位防疫措施。入場前請進行手部衛生（可至洗手間

實施濕洗手；或至現場以酒精實施乾洗手），室內因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

請全程正確配戴口罩，倘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或身體不適，

請來電告知無法出席會議。 

4. 本活動全程免費，活動當日恕不提供餐點、停車優惠或其他教育訓練時數／

學分，另為配合政府「紙杯減量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5.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會同仁（02-8964-3000分機 3162莊小姐）。 

 

 

http://goo.gl/c5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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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 40小時師資培訓課程-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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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規劃：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課程日期：111年 9月 24 日（星期六） 

課程地點： 

【實體場】醫策會 6樓，6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視訊場 1】醫策會，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視訊場 2】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議程若有異動以活動當日公告為主》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健康政策概論 
衛生福利部 

劉越萍司長 

10：00-11：00 整合醫學概論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裕峯醫師 

11：00-11：10 休    息 

11：10-12：10 醫療資源與分配正義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蔡甫昌醫師 

12：10-13：00 午    餐 

13：00-14：00 住院復健與物理治療實務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武俊傑主任 

14：00-15：00 住院病人常見的婦科問題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張芳維主任 

15：00-15：10 休    息 

15：10-16：10 住院病人常見的精神科問題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廖士程主任 

16：10-17：10 院內感染實務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抱宇醫師 

17：1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講義經講師同意授權，將於課前提供講義下載網址。 

2. 為尊重講師著作財產權及上課品質，課程中請勿照相、錄影、錄音，請確認您的網路連線暢通，

並準備相關視訊及音訊設備。 

3. 本課程需完成「簽到及簽退」，依實際參與時數提供本會教育訓練學分證明。 

4. 各場活動結束後二週，請逕自醫策會網站活動課程區-上課紀錄查詢（http://goo.gl/c59SS）下載

學分證明，本會不另提供紙本證明。 

5.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時期，參與實體場活動前請評估自身健康狀況出席，並配合主

辦單位防疫措施。 

 

http://goo.gl/c5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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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 40小時師資培訓課程-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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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規劃：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課程日期：111年 9月 30日（星期五） 

課程地點： 

【實體場】醫策會 17樓，17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視訊場 1】醫策會，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視訊場 2】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議程若有異動以活動當日公告為主》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傷口照護實務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嚴美華進階護理師 

10：00-11：00 疼痛控制管理 
臺中榮民總醫院 

吳志成主任 

11：00-11：10 休    息 

11：10-12：10 住院病人常用的放射診斷及介入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梁博欽醫師 

12：10-13：00 午    餐 

13：00-14：00 整合醫學-連貫性藥事照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玉婷藥師 

14：00-15：00 住院病人常見的皮膚科問題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陳俊賓醫師 

15：00-15：10 休    息 

15：10-16：10 住院營養學實務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韓吟宜醫師 

16：1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講義經講師同意授權，將於課前提供講義下載網址。 

2. 為尊重講師著作財產權及上課品質，課程中請勿照相、錄影、錄音，請確認您的網路連線暢通，

並準備相關視訊及音訊設備。 

3. 本課程需完成「簽到及簽退」，依實際參與時數提供本會教育訓練學分證明。 

4. 各場活動結束後二週，請逕自醫策會網站活動課程區-上課紀錄查詢（http://goo.gl/c59SS）下載學

分證明，本會不另提供紙本證明。 

5.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時期，參與實體場活動前請評估自身健康狀況出席，並配合主辦

單位防疫措施。 

 

http://goo.gl/c5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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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 40小時師資培訓課程-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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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規劃：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課程日期：111年 10月 14日（星期五） 

課程地點： 

【實體場】醫策會 6樓，601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視訊場 1】醫策會，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視訊場 2】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議程若有異動以活動當日公告為主》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TRM 團隊資源管理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楊志偉醫師 

10：00-11：00 整合醫療團隊之領導與策略管理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臺大分院 

余忠仁院長 

11：00-11：10 休    息 

11：10-12：10 醫院整合醫學之角色與管理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與院區 

蔡景耀院長 

12：10-13：00 午    餐 

13：00-14：00 輸血與血品安全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基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 

余垣斌醫師 

14：00-15：00 醫病共享決策與家庭會議實務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林宏榮院長 

15：00-15：10 休    息 

15：10-16：10 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王拔群執行長 

16：10-17：10 
醫療爭議的真相、預防、解決機制與

對策 

臺北榮民總醫院 

吳俊穎主任 

17：1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講義經講師同意授權，將於課前提供講義下載網址。 

2. 為尊重講師著作財產權及上課品質，課程中請勿照相、錄影、錄音，請確認您的網路連線暢通，

並準備相關視訊及音訊設備。 

3. 本課程需完成「簽到及簽退」，依實際參與時數提供本會教育訓練學分證明。 

4. 各場活動結束後二週，請逕自醫策會網站活動課程區-上課紀錄查詢（http://goo.gl/c59SS）下載學

分證明，本會不另提供紙本證明。 

5.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時期，參與實體場活動前請評估自身健康狀況出席，並配合主辦

單位防疫措施。 

http://goo.gl/c5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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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 40小時師資培訓課程-第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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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規劃：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課程日期：111年 10月 29日（星期六） 

課程地點： 

【實體場】醫策會 17樓，17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視訊場 1】醫策會，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視訊場 2】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議程若有異動以活動當日公告為主》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長照理論及實務 
亞洲大學 

林麗嬋教授 

10：00-11：00 整合醫學病人如何轉銜居家醫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蔡岡廷主任 

11：00-11：10 休    息 

11：10-12：10 整合醫學之緩和醫療實務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翁子傑醫師 

12：10-13：00 午    餐 

13：00-14：00 內科重症照護新進展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鄭之勛副主任 

14：00-15：00 消化系統整合照護 
臺北榮民總醫院 

蘇建維主任 

15：00-15：10 休    息 

15：10-16：10 風濕免疫整合照護 
臺北榮民總醫院 

曹彥博醫師 

16：1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講義經講師同意授權，將於課前提供講義下載網址。 

2. 為尊重講師著作財產權及上課品質，課程中請勿照相、錄影、錄音，請確認您的網路連線暢通，

並準備相關視訊及音訊設備。 

3. 本課程需完成「簽到及簽退」，依實際參與時數提供本會教育訓練學分證明。 

4. 各場活動結束後二週，請逕自醫策會網站活動課程區-上課紀錄查詢（http://goo.gl/c59SS）下載學

分證明，本會不另提供紙本證明。 

5.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時期，參與實體場活動前請評估自身健康狀況出席，並配合主辦

單位防疫措施。 

http://goo.gl/c5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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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 40小時師資培訓課程-第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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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規劃：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課程日期：111年 11月 4日（星期五） 

課程地點： 

【實體場】醫策會 6樓，6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視訊場 1】醫策會，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視訊場 2】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議程若有異動以活動當日公告為主》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呼吸系統疾病整合照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俊達醫師 

10：00-11：00 腦血管疾病整合照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湯頌君醫師 

11：00-11：10 休    息 

11：10-12：10 腎臟病整合照護 
臺中榮民總醫院 

鍾牧圻醫師 

12：10-13：00 午    餐 

13：00-14：00 急性後期照護理論與實務(PAC)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武俊傑主任 

14：00-15：00 整合醫學與老人照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詹鼎正主任 

15：00-15：10 休    息 

15：10-16：10 醫療科技-遠距醫療應用 

醫聯網董事長/ 

台灣數位健康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王欽堂董事長 

16：10-17：10 以體系為基礎的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詹其峰醫師 

17：1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講義經講師同意授權，將於課前提供講義下載網址。 

2. 為尊重講師著作財產權及上課品質，課程中請勿照相、錄影、錄音，請確認您的網路連線暢通，

並準備相關視訊及音訊設備。 

3. 本課程需完成「簽到及簽退」，依實際參與時數提供本會教育訓練學分證明。 

4. 各場活動結束後二週，請逕自醫策會網站活動課程區-上課紀錄查詢（http://goo.gl/c59SS）下載學

分證明，本會不另提供紙本證明。 

5.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時期，參與實體場活動前請評估自身健康狀況出席，並配合主辦

單位防疫措施。 

http://goo.gl/c5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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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 40小時師資培訓課程-第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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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規劃：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課程日期：111年 11月 18日（星期五） 

課程地點： 

【實體場】醫策會 6樓，601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視訊場 1】醫策會，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視訊場 2】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採 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辦理 

《議程若有異動以活動當日公告為主》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轉銜照護理論與實務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曾家琳醫師 

10：00-11：00 聰明就醫(Choosing Wisely)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許甯傑主任 

11：00-11：10 休    息 

11：10-12：10 
即時照護超音波在整合醫學之角色

(POCUS)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許甯傑主任 

12：10-13：00 午    餐 

13：00-14：00 新陳代謝內分泌的整合照護 
臺中榮民總醫院 

蔡易婷醫師 

14：00-15：00 整合病房常見之腫瘤併發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楊展庚醫師 

15：00-15：10 休    息 

15：10-16：10 心血管疾病整合照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王宗道主任 

16：10-17：10 抗生素管理與院內感染實務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盛望徽主任 

17：1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講義經講師同意授權，將於課前提供講義下載網址。 

2. 為尊重講師著作財產權及上課品質，課程中請勿照相、錄影、錄音，請確認您的網路連線暢通，

並準備相關視訊及音訊設備。 

3. 本課程需完成「簽到及簽退」，依實際參與時數提供本會教育訓練學分證明。 

4. 各場活動結束後二週，請逕自醫策會網站活動課程區-上課紀錄查詢（http://goo.gl/c59SS）下載學

分證明，本會不另提供紙本證明。 

5.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時期，參與實體場活動前請評估自身健康狀況出席，並配合主辦

單位防疫措施。 

 

http://goo.gl/c59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