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事人員倫理、法規、感染管制與性別四合一研討會
【課程簡介】
隨著醫療環境與社會價值觀的轉變，社會醫療趨勢改變，全人關懷、健康照護相
關議題也漸趨複雜與多元，然而，法規、倫理、性別與感染管制的議題一直都與醫事
人員息息相關。
在執行醫療業務的過程中，醫學倫理一直都在醫事人員心中占有重要的角色，而
臨床上也會依著病患的實際需求，提供更人性的關懷。醫事人員除了應認識相關執業
法規以保障病人、家屬以及醫事人員自身權益之外，也需要不斷更新法規知識，對於
近期剛通過的「病患自主權利法」相信對於重症病患照護一定有很多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的地方。上述倫理、法規兩議題，我們很榮幸能邀請到陪伴超過 1000 位病人臨終
的黃軒醫師，他將以其豐富臨床經驗與細膩的人文思維，給與會學員豐富的啟發。
此外，醫療照護過程中，相關傳染病的防疫觀念與疾病預防等感染管制議題更是
公共醫療衛生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本場研討會特別邀請到義大醫院感染管制科蔡佳達
主任，介紹新興及再浮現的傳染病，相信能讓與會學員對於傳染病有更全面的認識。
性別議題賦予醫學人性化，可使醫學更合乎人性的需求，達到真、善、美的境界，
實現醫學不但能醫治疾病，更能維護病患權利與尊嚴，實現以病患為中心的全人醫療，
是提升醫療品質不可或缺之重要因素。中山醫學大學王淳厚教授多年來對於性別主流
化與醫療關係中的性別議題多所研究，本次研討會他將分享重要的觀念與實務經驗。
很榮幸邀請到上述各相關主題的專家學者透過倫理、法規、性別與感染管制等議
題進行深入淺出的探討，除了提供正確的觀念以外，課程中將介紹近期的熱門議題並
分享實際的案例，以提升醫事人員整體完善的健康照護觀念與思維，並增強臨床醫療
工作人員面對民眾的自信。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發布之「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所有醫事人員
繼續教育課程皆須納入相關議題，足見中央主管機關對此的重視。主辦單位特舉辦此
次研習會，難得邀請到在這些領域上知名的專家學者講授與探討相關議題，歡迎大家
踴躍報名！

【上課時間與地點】
2020 年 2 月 23 日 8:45～16:50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一樓 105 講堂（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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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相關網站】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https://cmupt.cmu.edu.tw/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部 https://pse.is/PSK7P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復健部 https://pse.is/KNKXM
藍海學苑（BOA Academy） https://www.hnl.com.tw/academy.php
社團法人臺灣肌能系貼紮學會 https://www.hnl.com.tw/kinesiotaiwan

【課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5～0850

引言

0850～1030

那些沒有自主的生命！

1030～1040

休息

1040～1220

病患自主權利法

1220～1320

中午休息

1320～1500

新興及再浮現的傳染病

1500～1510

休息

1510～1650

淺談性別主流化與醫療關係中的
性別議題

周立偉 主任
黃軒 醫師

周立偉 主任

黃軒 醫師

周立偉 主任

蔡佳達 醫師

周立偉 主任

王淳厚 教授

周立偉 主任

【主持人及講師簡介】
講

師

主持人
周立偉
主任

主持人

學經歷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物理治療學系系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復健科主任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復健科主任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學士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醫務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醫務科主任

第 2 頁，共 4 頁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碩士班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國際整合醫學中心主任

講師
黃軒
醫師

講師
蔡佳達
醫師

講師
王淳厚
教授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中心副主任
【學歷】
中臺科技大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研究所博士
【經歷】
花蓮慈濟綜合醫院國際醫療中心副主任
台中慈濟醫院預防醫學中心副主任
台中慈濟醫院胸腔內科暨重症醫師
【現職】
義大醫院感染管制科主任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中西醫雙主修
【經歷】
義大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感染科專科醫師
【現職】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授兼主任秘書
中山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兼執行秘書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才庫人員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庫人員
【學歷】
台灣大學醫學院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畢業
日本國立身心障礙者復健中心義肢裝具製作訓練結業
教育部 103 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
專業人員高階培訓結業
【經歷】
台中市立復健醫院物理治療師
中山醫學院復健醫學系助教、講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物理治療師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副教授、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系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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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認證】專業品質、專業倫理、專業相關法規，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
臨床心理師 8 點
長照人員
積分申請中
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8 點
西醫師/中醫師/牙醫師 8 點
護理師/護士 8 點
※以上各專業實際積分點數將依各認證單位回函即時更新於課程官網上。

【報名方式】
1.

請連結至藍海學苑進行報名：https://www.hnl.com.tw/course_detail.php?pid=634

2.

若您初次進入網站，須先進行帳號的申請，申請完成後須至 Email 收取驗證信件，
依上方步驟通過驗證，即可開始使用網站功能並進行報名。

3.

有任何問題，請洽（02）27035353 藍海學苑。

4.

為維護上課品質，請勿攜伴旁聽或帶兒童進入教室，課程現場僅限報名者本人入
場。請勿攜帶飲料、食物進入教室，現場有提供飲水，請自備環保水杯。

5.

本課程不開放錄影、錄音及直播。

【交通資訊】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一樓 105 講堂（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1 號)
https://www.cmu.edu.tw/intro_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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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倫理、法規、感染管制與性別四合一研討會
【課程簡介】
隨著醫療環境與社會價值觀的轉變，社會醫療趨勢改變，全人關懷、健康照護相
關議題也漸趨複雜與多元，然而，法規、倫理、性別與感染管制的議題一直都與醫事
人員息息相關。
在執行醫療照護過程中，相關傳染病的防疫觀念、疾病預防、院內感染防制與疫
苗知識等感染管制議題更是公共醫療衛生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本場研討會特別邀請到
亞東醫院感染科許孟璇醫師，進行預防院內感染措施與成年人常用的疫苗之感染管制
臨床實務的分享。
醫事人員除了應認識相關執業法規以保障病人、家屬以及醫事人員自身權益之外，
也需要不斷更新法規知識，對於近期剛通過的「病患自主權利法」相信對於重症病患
照護一定有很多需要留意的地方。我們很榮幸能邀請到對此議題有深入著墨的台灣醫
事法律學會王志嘉理事長，他將以其豐富臨床經驗與細膩的人文思維，為與會學員說
明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內涵、臨床實務與相關問題。
醫學倫理一直都在醫事人員心中占有重要的角色，而臨床上也會依著病患的實際
需求，提供更人性的關懷。醫療人員對於個案家屬所面臨的困境、擔心與溝通，需要
更有溫度的關懷。我們邀請到臺大醫院金山分院社區發展中心洪毓謙主任，他將以其
豐富的社區照護與居家醫療照護團隊的經驗，來跟學員分享，如何以醫學倫理為本與
家屬溝通，如何建立互信的醫病關係，如何陪伴家屬走過病患照護的過程。
性別議題賦予醫學人性化，可使醫學更合乎人性的需求，達到真、善、美的境界，
實現醫學不但能醫治疾病，更能維護病患權利與尊嚴，實現以病患為中心的全人醫療，
是提升醫療品質不可或缺之重要因素。我們邀請到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江盛醫師，為
我們分享醫療場域的性別議題。
很榮幸邀請到上述各相關主題的專家學者透過倫理、法規、性別與感染管制等議
題進行深入淺出的探討，除了提供正確的觀念以外，課程中將介紹近期的熱門議題並
分享實際的案例，以提升醫事人員整體完善的健康照護觀念與思維，並增強臨床醫療
工作人員面對民眾的自信。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發布之「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所有醫事人員
繼續教育課程皆須納入相關議題，足見中央主管機關對此的重視。主辦單位特舉辦此
次研習會，難得邀請到在這些領域上知名的專家學者講授與探討相關議題，歡迎大家
踴躍報名！

第 1 頁，共 5 頁

【主辦單位】
亞東醫院復健科 http://depart.femh.org.tw/reh/index.htm
藍海學苑（BOA Academy） https://www.hnl.com.tw/academy.php
社團法人臺灣肌能系貼紮學會 https://www.hnl.com.tw/kinesiotaiwan

【上課時間與地點】
109 年 3 月 15 日 8:50～16:50
亞東紀念醫院十樓第二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學分認證】專業品質、專業倫理、專業相關法規，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
臨床心理師
8點
長照人員
積分申請中
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8 點
中醫師/牙醫師/護理師/護士 8 點
西醫師
積分申請中
社工師
積分申請中
諮商心理師 積分申請中
※以上各專業實際積分點數將依各認證單位回函即時更新於課程官網上。

【課程表】
課程
0830～0850

報到

0850～1030

預防院內感染措施與成年人常用的疫苗

1030～1040

休息

1040～1220

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內涵、臨床實務與相關問題

1220～1320

中午休息(不供餐)

1320～1500

從社區照護與居家醫療之實務經驗談醫學倫理

1500~1510

休息

1510~ 1650

性別問題: 從搖籃到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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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許孟璇 主任

王志嘉 主任

洪毓謙 主任

江盛 醫師

【講師簡介】
講

師

學經歷

專

長

【現職】
亞東醫院感染科專任主治醫師
亞東醫院 6D 病房主任
許孟璇
主任

亞東醫院一般醫學內科專任主治醫師
【學歷】



一般感染症



家庭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士
【經歷】
台大醫院住院醫師
亞東醫院主治醫師
【現職】
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主治醫師
三軍總醫院 IRB 行政管理中心主任
國防醫學系醫學人文教育中心主任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TSLM)理事長
國防醫學中心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醫病和諧推廣協會常務理事
【學歷】

護

台灣大學醫學士
王志嘉
主任

東吳大學法學碩士、法學博士



醫學倫理



醫療法律

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社區醫學

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



長期照護

教育部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師資



安寧療護

【經歷】

台北市衛生局、桃園市衛生局調處委員
台北地院、桃園地院、台灣高等法院調解委員
台北市醫師公會醫療糾紛委員會副召集委員
耕莘醫院家醫科副主任、社區醫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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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臺大醫院金山分院社區發展中心主任
臺大醫院金山分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學歷】


家庭醫學



老人醫學

台大醫院家醫部住院醫師



安寧療護

台大醫院家醫部研修醫師



居家安寧療護

台大醫院老醫部病房總醫師



成人預防保健



生育保健



遺傳諮詢



醫學人文



醫學倫理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洪毓謙

【經歷】

主任

台大醫院安寧病房總醫師
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
【現職】
嘉義基督教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江盛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醫師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遺傳博士
【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婦產科 主治醫師

【報名方式】
1.

請連結至藍海學苑進行報名：https://www.hnl.com.tw/course_detail.php?pid=635

2.

於報名方案中，選擇您想要的報名方式：
個人報名方案：放入選課單即可結帳，完成報名。
團體報名方案：放入選課單，需填寫同團夥伴的 Email 及相關資訊，確認後即可
結帳完成報名。

3.

若您初次進入網站，須先進行帳號的申請，申請完成後須至 Email 收取驗證信件，
依上方步驟通過驗證，即可開始使用網站功能並進行報名。

4.

有任何問題，請洽（02）27035353 藍海學苑。

5.

為維護上課品質，請勿攜伴旁聽或帶兒童進入教室，課程現場僅限報名者本人入
場。請勿攜帶飲料、食物進入教室，現場有提供飲水，請自備環保水杯。

6.

本課程不開放錄影、錄音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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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亞東紀念醫院十樓第二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https://www.femh.org.tw/visit/visit.aspx?Action=22&Menu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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