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下半年度教育訓練課程表】 

壹、 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貳、 合辦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 

協辦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護理部 

參、 對象：東區醫療區域之醫事人員與非醫事人員 

肆、 課程：課程規劃彙整如下表，各場次課程內容詳如附件一~四 

伍、 報名方式：開課前三週開放報名 

院外同仁:慈濟醫院網站/志業體連結/院外網路報名 

http://app.tzuchi.com.tw/tchw/onlineregister/act.aspx 

陸、 費用：免費 

柒、 課程須知： 

1. 本課程請確實簽到退，勿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 

2. 需全程參與課程並完成課程前後測與滿意度調查表。 

3. 本課程提供茶水，敬請自備環保杯。 

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員應遵守下列規範： 

(1) 學員如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者，請立即就醫或返家休息，不

予參加課程。 

(2) 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捌、 如有任何課程相關問題，請洽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教學組江如萍護理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087。 

 



表 109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_下半年教育訓練課程 

課程類型 主題 課程目的 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預立醫療照

護諮商 

預立醫療相關法律議題 

 

(課程內容見附件一) 

提升醫事人員在預立醫

療相關病人相關法律之

知能 

8月 28日 

星期五 

1230-1510 

 

【實體場】 

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樓三樓合心會議室 

【視訊場】 

玉里慈濟醫院七樓講堂 

關山慈濟醫院五樓慈濟部 

全人照護 全人照護~ 

中西醫共同照護之運用 

 

(課程內容見附件二) 

提升醫療機構及所屬人

員對全人醫療照護之專

業知識及技能，並透過

課程讓醫護人員皆能有

所成長。 

8月 29日 

星期六 

0830-1220 

 

【實體場】 

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樓二樓和氣會議室 

【視訊場】 

玉里慈濟醫院七樓講堂 

關山慈濟醫院五樓慈濟部 

失智症及 

特殊需求者

就醫權益 

失智症患者暨家庭照護

研習會(東區) 

 

(課程內容見附件三) 

失智症是一種認知退化

症候群，推估 2019年臺

灣失智人口已逾 28 萬

人，提供失智者、照顧

者及家屬所需的服務與

支持，降低對家庭社會

的衝擊，提升民眾對失

智症的正確認識及友善

態度，以消弭對失智症

的歧視和偏見，使失智

症照護服務能量提升，

運用有效策略改善個案

需求提昇自主生活能力

及生活品質使其安心養

老落實在地老化，進而

減輕家屬照顧負荷。 

9月 26日 

星期六 

0800-1620 

【實體場】 

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樓二樓和氣會議室 

【視訊場】 

玉里慈濟醫院七樓講堂 

關山慈濟醫院五樓慈濟部 

生命末期 

臨終照護 

及安寧緩 

和醫療 

生命體驗~善生、善終 

 

(課程內容見附件四) 

提升醫事及非醫事人員

在生命末期臨終照護及

安寧緩和醫療之知能。 

10月 24日 

星期六 

0830-1200 

【實體場】 

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樓三樓合心會議室 

 

 

 



 

   109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預立醫療相關法律議題 

二、 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三、 合作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 

四、 目    的：提升醫事人員在病人自主法預立醫療相關法律之知能。 

五、 參與對象：醫事人員 

六、 辦理日期：109年 8 月 28日(星期五)  12：30-15：10   

七、 辦理地點：【實體場】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樓三樓合心會議室 

 【視訊場】玉里慈濟醫院 七樓講堂 

 【視訊場】關山慈濟醫院 五樓慈濟部 

八、 學分認證：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醫師繼續教育積分、 

公務人員時數認證申請(依實際審核結果) 

九、 報名日期：109年 8 月 25日(星期二) 17：00前或額滿截止。 

十、 報名方式及聯繫窗口： 

(1)院內同仁：院內教育訓練報名系統 

(2)院外同仁：慈濟醫院網站/志業體連結/院外網路報名 

http://app.tzuchi.com.tw/tchw/onlineregister/act.aspx 

聯繫窗口：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江如萍護理長，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 12087 

十一、 報名費用：免費 

十二、 課程須知： 

1. 本課程請確實簽到退，勿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 

2. 需全程參與課程並完成課程前後測與滿意度調查表。 

3. 本課程提供茶水，敬請自備環保杯。 

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員應遵守下列規範： 

(1) 學員如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者，請立即就醫或返家休息，不予參加課程。 

(2) 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十三、 課程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2：30-12：40 簽到、課程前測 教委會工作人員 

12：40-14：10 預立醫療相關法律議題 王志嘉醫師 

14：10-14：20 休息  

14：20-15：10 臨床案例討論 王志嘉醫師 

15：10- 課程後測、滿意度調查、簽退 教委會工作人員 

十四、 講師介紹： 

王志嘉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副教授兼醫學人文教育中心主任、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理事長、三軍總醫院 IRB行政管理中心主任、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

學部主治醫師 

 

附件一 

http://app.tzuchi.com.tw/tchw/onlineregister/act.aspx


 

    109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全人照護~中西醫共同照護之運用 

一、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二、合辦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 

三、目    的：辦理全人照護教育訓練課程，以人為中心，提供全人（包括生理、心理、

社會及心靈層面），以達落實「全人健康照護」之理念。 

四、參與對象：醫事人員及非醫事人員 

五、日期與時間：109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  08：30-12：20 

六、辦理地點：【實體場】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樓二樓和氣會議室 

             【視訊場】玉里慈濟醫院 七樓講堂 

             【視訊場】關山慈濟醫院 五樓慈濟部 

七、學分認證：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醫師繼續教育積分、 

公務人員時數認證申請(依實際審核結果) 

八、報名日期：109 年 8月 25日(星期二) 17：00前或額滿截止 

九、報名方式及聯繫窗口： 

(1)院內同仁：院內教育訓練報名系統 

(2)院外同仁：慈濟醫院網站/志業體連結/院外網路報名 

http://app.tzuchi.com.tw/tchw/onlineregister/act.aspx 

聯繫窗口：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江如萍護理長，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 12087 

十、報名費用：免費 

十一、課程須知： 

1. 本課程請確實簽到退，勿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 

2. 需全程參與課程並完成課程前後測與滿意度調查表。 

3. 本課程提供茶水，敬請自備環保杯。 

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員應遵守下列規範： 

(1) 學員如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者，請立即就醫或返家休息，不予參加課程。 

(2) 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十二、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8：40 簽到、前測 教委會工作人員 

08：40-09：30 中醫「針」的讓您變年輕 陳中奎醫師 

09：30-09：40 休息  

09：40-10：30 花蓮慈濟醫院中西醫合療 何宗融副院長 

10：30-10：40 休息  

10：40-11：30 中醫老年醫學 王健豪醫師 

11：30-12：20 中西醫合療全人照護分享 邀請中 

12：20- 課程後測、滿意度調查、簽退 教委會工作人員 

附件二 

http://app.tzuchi.com.tw/tchw/onlineregister/act.aspx


 

十三、講師介紹： 

      陳中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中醫部主治醫師 

      何宗融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副院長/中醫部部主任 

      王健豪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中醫部主治醫師 

  



 

      失智症患者暨家庭照護研習會(東區)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 

花蓮縣衛生局/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二、合作單位：花蓮護理師護士公會 

三、目    的：失智症是一種認知退化症候群，推估 2019 年臺灣失智人口已逾 28 萬人，

提供失智者、照顧者及家屬所需的服務與支持，降低對家庭社會的衝擊，

提升民眾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及友善態度，以消弭對失智症的歧視和偏見，

使失智症照護服務能量提升，運用有效策略改善個案需求提昇自主生活能

力及生活品質使其安心養老落實在地老化，進而減輕家屬照顧負荷。 

四、參與對象：醫事人員 

五、辦理日期：109 年 9月 26日(星期六)  08：00-16：20  

六、辦理地點：【實體場】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樓二樓和氣會議室 

             【視訊場】玉里慈濟醫院 七樓講堂 

             【視訊場】關山慈濟醫院 五樓慈濟部 

七、學分認證：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公務人員時數認證申請 

              (依實際審核結果) 

八、報名日期：109 年 9月 10日(星期四) 前或額滿截止。 

九、報名方式及聯繫窗口： 

(1)院內同仁：院內教育訓練報名系統 

(2)院外同仁：慈濟醫院網站/志業體連結/院外網路報名 

http://app.tzuchi.com.tw/tchw/onlineregister/act.aspx 

聯繫窗口：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江如萍護理長，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 12087 

十、報名費用：免費 

十一、課程須知： 

1. 本課程請確實簽到退，勿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 

2. 需全程參與課程並完成課程前後測與滿意度調查表。 

3. 本課程提供茶水，敬請自備環保杯。 

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員應遵守下列規範： 

(1)學員如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者，請立即就醫或返家休息，不予參加課程。 

(2)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附件三 

http://app.tzuchi.com.tw/tchw/onlineregister/act.aspx


 

十二、課程內容：(暫訂) 

109年 9月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00-08：20 報到/前測 護理部教學組 

08：20-08：30 學會代表致詞 章淑娟 主任委員 

08：30-10：10 失智症家庭照顧者角色功能轉換與調適  邀請中 

10：10-10：20 休息  

10：20-12：00 與失智共舞-瞭解失智症的語言與非語言溝痛  邀請中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失智症家庭的照顧期待與需求  邀請中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提昇失智症家庭的生活質量 張幸齡 主任 

16：10-16：20 回饋/後測 護理部教學組 

16：20~ 賦 歸  

十三、講師介紹：(依上課順序) 

章淑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護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幸齡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主任 

 



 

     109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生命體驗~善生、善終  

一、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二、合作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 

三、目    的：提升醫事及非醫事人員在生命末期臨終照護及安寧緩和醫療之知能。 

四、參與對象：醫事人員及非醫事人員 

五、辦理日期：109 年 10月 24日(星期六)  08：30-12：00   

六、辦理地點：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樓三樓合心會議室 

七、學分認證：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公務人員時數認證申請 

              (依實際審核結果) 

八、報名日期：109 年 10月 20日(星期二)前或額滿截止。 

九、報名方式及聯繫窗口： 

(1)院內同仁：院內教育訓練報名系統 

(2)院外同仁：慈濟醫院網站/志業體連結/院外網路報名 

http://app.tzuchi.com.tw/tchw/onlineregister/act.aspx 

聯繫窗口：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江如萍護理長，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 12087 

十、報名費用：免費 

十一、課程須知： 

1. 本課程請確實簽到退，勿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 

2. 需全程參與課程並完成課程前後測與滿意度調查表。 

3. 本課程提供茶水，請自備環保杯。 

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員應遵守下列規範： 

(1)學員如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者，請立即就醫或返家休息，不予參加課程。 

(2)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十二、課程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30-08：40 簽到、前測 教委會工作人員 

08：40-10：10 生命療癒~繪畫療紓壓 江青純護理長 

10：10-10：20 休息  

10：20-11：50 生命延續~植物思珍惜 溫勇盛心理師 

11：50-12：00 課程後測、滿意度調查 教委會工作人員 

12：00- 簽退 教委會工作人員 

十三、講師介紹： 

江青純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長 

溫勇盛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心理師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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