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 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五大核心能力」宣導培訓及共識會議

報名簡章 

一、培訓目的：配合食藥署 109年度宣導「 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五大核心能力」，

本培訓著重於全國社區，教導民眾使用鎮靜安眠藥時，應正確遵守醫師或藥

師所開立之用藥指示，除了於用藥後能減緩病徵，亦能減少發生戒斷症狀所

造成之身體不適，另因青少年課業壓力大，藉由社群網路活動及訊息傳播，

以期能建立正確服藥之相關知能，避免誤用及濫用鎮靜安眠藥之情況發生，

已傳達最新藥物使用資訊予民眾。 

二、培訓對象：藥師、護理師或曾於社區執行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活動人員

參與。 

三、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四、承辦單位：天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五、培訓日期及地點： 

培訓場次 培訓日期及時間 培訓地點 

北區 
109/3/5(四)  

9：30-12：00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IEAT 會議

中心 9 樓第一教室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南區 
109/3/12(四) 

10：00-12：30 

高雄車站 NO1 Gravity 教室 A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255 號 12 樓) 

東區 
109/3/19(四) 

10：00-12：30 

花蓮社會福利館 3 樓 302 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 

*各場報名截止日期：北區 2/28(五)；南區 3/6(五)；東區 3/13(五) 

 

六、培訓名額及報名條件： 

培訓

場次 
培訓名額 報名條件 

北區 約 90 人 
職業衛生護理人員、醫療院所人員 

如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及藥師 

等 、民間團體教育人員、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人員、縣市衛生局人員 

【一人僅可選擇一場次參加 】 

南區 約 60 人 

東區 約 50 人 



七、報名方式 

（一） 網路報名：請至活動專屬網頁活動報名頁進行網

路報名報名專屬網頁https://reurl.cc/rlyWq4或

利用報名網頁 QRcode 進行報名，報名是否通過

審核以本公司通知為準，將於活動辦理前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是否通過審核。 

（二） 紙本報名：報名表詳見附件填妥後傳真至 02-2552-6773，並來電確

認是否傳真成功。 

（三） 公司將於課程開始前 3 日以 e-mail 寄發行前通知，恕不受理現場報

名。 

七、報名費用：所有課程皆免費。  

八、報名聯絡人：邱心怡 專員 02-2552-7115。  

九、課程表及培訓講師：  

（一） 北區： 

時間 議程 講師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場引言 

10:10-11:00 
「 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五大核心

能力 」教材運用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藥劑部臨床藥學組 

楊淑瑜 主任 

11:00-11:10 休息 

11:10-11:30 宣導實務經驗分享 

11:30-11:50 綜合討論 

11:50-12:00 相關行政注意事項 

12:00- 賦歸 

 

 

 



（二） 南區及東區 

時間 議程 
講師 

南區 東區 

10:00-10:30 報到 

10:30-10:40 開場引言 

10:40-11:30 

「 正確使用鎮靜安

眠藥五大核心能

力 」教材運用 柳營奇美醫院 

藥劑部 

洪筱眉 藥師 

花蓮慈濟醫院 

藥劑部 

劉采艷 主任 

11:30-11:40 休息 

11:40-12:00 宣導實務經驗分享 

12:00-12:20 綜合討論 

12:20-12:30 相關行政注意事項 

12:30- 賦歸 

 

☆若遇颱風來襲，是否如期上課以政府公告為準。 

  



十、交通資訊： 

（一） 北區場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IEAT 會議中心 9 樓第一教室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捷運行天宮站 4 號出口左轉約 100 公尺) 

 

【大眾運輸】 

 捷運-中和新蘆線，站名：「行天宮站」，由4號出口出站後左轉，步行

約2分鐘即可到達。 

 公車-站名：民權松江路口（行天宮） 

 松江路：26、41、49、63、72、105、109、113、203、214、

222、225、226、279、280、290、松江－新生線、三重客運

（長庚大學~行天宮） 

 民權東路：5、33、41、49、63、214、225、285、505、527、

612、617、642、801、敦化 

 

 

 

 

 

 



（二） 南區場 

高雄車站 NO1 Gravity 教室 A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255 號 12 樓)  

【大眾運輸】 

 捷運：捷運紅線『捷運高雄火車站』1號出口，搭手扶梯至高雄火車

站，下站步行約5分鐘。 

 火車：火車 → 高雄火車站 

【停車場】 

 基訓平面停車場(九如二路及自由一路口，步行1分鐘)。 

 松江街停車場，步行約3分鐘。 

 後火車站東側停車場，步行約3分鐘。 

 

 

 

 

 

 

 



（三） 東區場 

花蓮縣社會福利館 3 樓 302 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 

 

【大眾運輸】 

 公車：於花蓮火車站旁的花蓮客運《花蓮新站》搭車，搭乘《花蓮客運

七星潭線》，並於《文化中心》下車，車程約30分鐘。 

【自行開車】 

 《花蓮火車站》出發→右轉《國聯一路》→左轉《中山路》 →左轉

《中正路》→路名變《中美路》(跟中正路同一條路) →右轉《民權五

街》→左轉《民權路》→右轉《文苑路》→抵達《花蓮縣社會福利館》 

 

  



109 年「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五大核心能力」宣導培訓及共

識會議-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保險申請用) 

執業單位名稱

(請寫全銜) 
 

職稱  

聯絡手機  電話(公) 
 

通訊地址  Email  

Line ID 帳號 
(將建立活動專屬 Llne群，即時傳達

相關訊息) 
用餐習慣 □ 葷食     □ 素食 

報名場次 

(每人限報名 

1 場次) 

□北區場: 109年03月05日(四)  IEAT會議中心9F第二教室 

□南區場: 109年03月12日(四)  高雄車站NO1 Gravity教室A 

□東區場: 109年03月19日(四)  社會福利館 3樓302會議室 

可宣導區域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台東縣 

□宜蘭縣 □苗栗縣 □屏東縣 □其他________ 

□新竹縣 □雲林縣 □花蓮縣 

建議宣導社
區名稱 

(縣市／社區或活動

中心名稱) 

同意個人資料保
護法 

□我同意「個人資料保護法」，並清楚了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
關法規之要求 

注意事項： 

1. 報名單位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

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2. 參訓當天將請您簽署「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及「鎮靜安眠藥宣導之同意書調查表」，若經您

同意，您的資料將提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建立藥物濫用防制種子師資資料庫。 

3. 以上所有欄位皆須填寫完畢後，傳真至 02-2552-6773，並來電確認是否傳真成功。 

聯絡人:邱心怡 02-2552-7115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