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03 月 28 日 

會址：花蓮市林森路 236 之 18 號    英文網域：www.hma.org.tw 中文網域：花蓮縣醫師公會 
電話：038-8337909              傳真：038-326883 電子信箱：hma.org.tw@gmail.com 

請會員隨時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 

https://reurl.cc/gvL1KN，追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資訊 

     

一、 全聯會訊息： 

1.全聯會轉知：全聯會建議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對延遲上傳 COVID-19 疫苗

接種資料之合約醫療院所，不應直接調降減付獎勵費用方式一案，該署函覆

如：疾管署 110 年 10 月 9 日修訂「110 年 COVID-19 疫苗接種計畫大規模接

種規劃及獎勵措施」，對於延遲上傳接種資料之合約醫療院所，調降獎勵措施

核付標準。本會認為此規範嚴重打擊會員防疫用心，爰於 110 年 11 月 5 日提

出建議。然疾管署本次回復未採納本會建議，原因為 COVID-19 疫苗接種資

料上傳之即時性、正確性及完整性，攸關民眾疫苗接種間隔及銜接之判斷及

權益，故仍會以 7 日為上傳時效作為支付獎勵經費之檢核條件。 

2.全聯會轉知：轉知財政部函釋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期

間，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及醫療（事）機構取得相關收入徵免所得稅之

疑義，財政部 111 年 3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11000704700 號函釋有關 COVID-19

疫情期間，免徵所得稅項目包括： 

(一)健保不到 8 成補到 8 成之收入(診所）。 

(二)健保不到 9 成補到 9 成之收入(醫院）。 

(三)執行 COVID-19 疫苗注射任務，由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及地方政府撥付醫

事機構或個人之補助、津貼、獎勵相關事項及醫護人員執行公費 COVID-19

疫苗接種之支援人力費。 

(四)合約醫療院所執行公費流感及常規疫苗之接種處置費。 

(五)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參與社區篩檢之收入。 

(六)醫療機構發放之防疫獎金，倘醫療機構依特別條例規定取得之防疫獎勵

金，轉發相關工作人員〔如依「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

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規定核發醫療機構之防疫獎勵金〕，醫療機構僅為代

 

http://www.hma.org.tw/
mailto:hma.org.tw@gmail.com
https://reurl.cc/gvL1KN


收轉付性質，非該醫療機構之收入及費用，核屬該等人員之免稅收入。 

(七)醫事人員因配合防疫致延長工時而獲取之加班費，不受勞動基準法加班

時數上限限制。 

(八)醫院自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取得 SARSCoV-2 核酸檢驗費、核酸池化檢驗費

及抗原快篩試劑費等公費檢驗費之收入。 

(九)醫療機構、醫事人員於 COVID-19 疫情期間取得之特別預算收入。 

三、上述依特別條例規定免納所得稅部份，於該條例施行屆滿後，回歸所得

稅法規定辦理。 

 

二、衛生局訊息：： 

1. 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為辦理 111 年度「醫事人員至原住民族地區開業補

助」案，請符合補助條件之醫事機構依規定提出申請。一、申請補助之對象

及範圍如下：（一）補助對象：為指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醫事人員，依各類

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申請設置之醫療機構、護理機構或其他醫事機構。（二）

補助範圍：原住民族地區，係指三十個山地原住民族地區及二十五個平地原

住民族地區，又依要點第四點規定：「在原住民地區開業，且開業時之部落

或村（里）無其他同類型機構者，得申請本要點之補助。」，爰若該村（里）

已有衛生所者，則不予補助。」。二、申請項目及額度、申請文件等皆詳述

於本要點、注意事項及申請書。三、本年度受理時間：補助對象於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開業之醫事機構，請於開業日起 5 個月內檢具

申請書(含開業執照、發票)、切結書 1 式 4 份(正本 1 份，影本 3 份)等申請資

料送達本局進行初審，俾利依限於開業日起 6 個月內核轉衛生福利部辦理，

逾期不予受理。四、檢送「衛生福利部補助醫事人員至原住民族地區開業要

點」、申請書(含切結書)及注意事項各 1 份，電子檔請至衛生福利部網站 [連

結] 之最新消息/公告訊息下載。 

2. 衛生局轉知：食藥署辦理 110 年度管制藥品實地稽核違規情形，並請各會員

加強管制藥品管理及應合理處方管制藥品，以免違規受罰。110 年度地方政

府衛生局及食藥署執行管制藥品實地稽核，查獲違規者計 265 家，其違規項

目前 10 名依序如下： 

(一) 簿冊登載不詳實(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後段)。 



(二) 未依規定定期申報收支結存情形、申報不實(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

第 2 項)。 

(三) 未依藥品調劑規範作業(藥事法第 37 條第 1 項、藥師法第 18 條) 

(四) 使用過期管制藥品(藥事法第 90 條第 2 項)。 

(五) 使用管制藥品病歷登載不詳實、未簽章(醫師法第 12 條、醫療法第 67

條第 1 項)。 

(六) 同列第 6 名： 

1. 涉醫療不當使用管制藥品(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1 項)。 

2. 醫師開立處方箋登載不全、未簽章(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8 條、醫師法第

13 條)。 

(七) 管制藥品減損未依規定辦理(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7 條第 1 項)。 

(八) 非藥事人員調劑、藥劑生調劑麻醉藥品(藥事法第 37 條第 2 項、管制藥

品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1 項)。 

(九) 同列第 10 名： 

1. 未設簿冊登載管制藥品收支結存情形(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前

段)。 

2. 未依專用處方箋調劑第一至三級管制藥品(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 

110 年度涉醫療不當使用管制藥品，依違反「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6 條規

定裁處案共計 1 件，其違規情節為大量處方管制藥品未於病歷載明相關病情

評估及治療成效紀錄，另有 1 件案件衛生局已移請司法單位偵辦。 

111年度食藥署及地方政府衛生局仍將持續查核管制藥品之使用及管理情形，

並針對醫師處方管制藥品合理性加強查核，請會員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應

於業務處所設置簿冊，詳實登載管制藥品每日之收支、銷燬、減損及結存情

形，醫師應合理處方管制藥品，切勿應病人要求即開立藥品，或為規避健保

查核轉而開立全自費處方(尤其是鎮靜安眠類管制藥品)，以免違規受罰。 

 

3. 衛生局轉知：111 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附件一）。 

 

 



~更多即時訊息請詳見本會網站 www.hma.org.tw  ~~ 

 

三、 學術活動 
1.花東小兒科月例會  
   日期：111 年 03 月 29 日 （星期二） 
   時間：12:30-14:00 
   報告主題：Bladder bowel dysfunction 

主講者：張旻軒醫師、陳明群醫師/花蓮慈濟醫院 
＊有兒科學分 2 分，本會供應中餐，請事先報名，電話：8337909*11 

2.111 年度花蓮縣糖尿病防治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日期:111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 08:30—17:40 
地點:花蓮縣衛生局 大禮堂(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參與對象：限有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或糖尿病衛教學會資格、已加入或有意願

加 入「全民健康保險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醫療院所及考取筆試尚未

取得 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證書者、預計執行 111 年預防及延緩失能之長者功

能評估知 能提升試辦計畫(簡稱：ICOPE 計畫)之基層診所醫事人員（附件

二）。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epPowPKx7cLYcDw5 

四、祝三月份壽星 生日快樂 
    王南雄 呂賢權 白幸雄 劉詩珣 蕭勝海 宋振宇 周東鵬 陳逸文       

    曾豐仁 蔡均埏 張哲源 鄺世通 陳培榕 李俊達 劉作財 李超群    

    陳鼎源 姚定國 廖永明 游清堅 洪睿勝 李坤峰 陳冠斌 洪崧壬    

    何明山 王智賢 林彥光 郭典穎 劉江華 王會文 黃英哲 吳中恆    

    詹文宗 楊行樑 呂正彥 彭文中 彭后正 王友立 陳志偉 伍哲遜    

    江元宏 陳翌真 吳家樑 梁富珍 高聖倫 林瑞祥 何承恩 黃勝雄    

    陳聖謙 陳  萱 陳彥璋 陳立蓉 傅斯誠 鄧聿恆 陳元超 林珈蒂    

    何明儒 張展源 吳仁傑 葉穎澤 林美每 吳尚軒 陳克旻 張季涵    

    張育晟 趙令瑞 楊朝能 張懿中 郭惠茹 侯棠碩 高鴻文 楊維嘉    

    賴宜君 廖崇佑 李慕凡 汪玟君 何金蔚 陳昱文 莫那瓦旦  

    蔡岳興 周益霆 潘姵吟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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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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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依據衛生醫療政策需要，規劃醫療事故爭議處理、全人照 

護、生命末期臨終照護及安寧緩和醫療相關、特殊需求者

友善醫療環境及友善就醫流程、各類醫事人員之性別教育

（包含尊重多元性別）與病人隱私權維護相關法規等教育

訓練課程。 

肆、對象：東區醫療區域之醫事人員與非醫事人員 

伍、課程：課程規劃彙整如下表，各場次課程內容詳如附件一~四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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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費用：免費 

捌、有任何問題請洽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教學組江如萍護理長 

(03-8561825 分機12087)。 

 

 



表：111 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_上半年教育訓練課程 

教育訓練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目的 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全人照護 非傳染性疾病之

全人照護 

 

(課程內容 

見附件一) 

世界衛生組織(WHO) 指出，非傳染

性疾病(NCD)每年全球造成 4,100 

萬人死亡，相當於全球死亡人數的 

71%，造成慢性病發生的共同危險因

子為吸菸、身體活動不足、不健康

飲食及有害使用酒精。為強化東區

醫事人員 NCDS之整合照護能力，發

展以病人為中心之多重慢性病整合

照護模式，以降低或避免相關疾病

合併症發生，進而提升東區醫療之

慢性病照護品質。 

3 月 12 日 

星期六 

0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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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樓慈濟部 

關山慈濟醫院 

五樓慈濟部 

醫療事故 

爭議處理 

醫療爭議調解與

關懷教育訓練 

 

(課程內容 

見附件二) 

提升醫療機構處理醫療爭議案件之

關懷服務品質，增進醫病溝通知

能，降低醫院醫療爭議風險。 

4 月 1 日 

星期五 

090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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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樓慈濟部 

關山慈濟醫院 

五樓慈濟部 

身心障礙者友

善就醫流程教

育訓練 

友善醫療： 

營造身心障礙者

友善就醫流程 

 

(課程內容 

見附件三) 

院所有愛，就醫無礙，以病人為中

心之醫療環境，須考量到每位到醫

療機構求診之個案，除高齡友善，

無障礙就醫環境更是需要重視的一

環，為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強化友

善醫療服務品質，特規畫此課程，

期能強化醫療機構服務人員對身心

障礙者就醫需求及無障礙就醫環境

建置之認知，以能落實醫療平權理

念。 

4 月 29 日 

星期五 

12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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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教育與病

人隱私權維護 

友善職場- 

職場性別平權 

 

(課程內容 

見附件四) 

為實踐性別平等落實醫療場所兩性

身心健康，特規劃性別主流化課

程，期能加強醫療場所內工作同仁

對於兩性平等之概念。 

5 月 20 日 

星期五 

13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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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樓慈濟部 

關山慈濟醫院 

五樓慈濟部 

  



附件一 111 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非傳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之全人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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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 指出，非傳染性疾病(NCD)每年全球造成 4,100 萬人死

亡，相當於全球死亡人數的 71%，造成慢性病發生的共同危險因子為吸菸、身體活

動不足、不健康飲食及有害使用酒精。為強化東區醫事人員 NCDS 之整合照護能力，

發展以病人為中心之多重慢性病整合照護模式，以降低或避免相關疾病合併症發生，

進而提升東區醫療之慢性病照護品質。 

四、 參與對象：醫事人員 

五、 辦理日期：111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 0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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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樓慈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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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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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遵循上課場所規範，確實填寫相關資料，並勿隨意更換座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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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4) 前測於 08:30 開放填寫，09:20 關閉填寫；後測及滿意度調查於 11:30 開放填寫，

12:30 關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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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課程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30-08:50 簽到、前測 教委會工作人員 

08:50-09:40 從養身到健身～改變中的特殊族群健康照護 
謝明蓁醫師 

温蕙甄教授 

09:40-09:.50 休息  

09:50-10:40 多重慢病整合照護 宋美惠個管師 

10:40-10:50 休息  

10:50-11:40 
多重慢病皮膚照護~ 

以糖尿病足傷口照護與處理為例 
黃晴雯組長 

11:4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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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明蓁  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主任；花蓮慈濟醫院一般醫學內科主治醫師 

 温蕙甄  慈濟大學體育教學中心教授 兼學務處學生事務長 

 宋美惠  花蓮慈濟醫院整合照護個管師 

 黃晴雯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整形外科暨燒燙傷傷口整合照護中心 技術組長 

  



附件二 111 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醫療爭議調處與關懷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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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醫療機構處理醫療爭議案件之關懷服務品質，增進醫病溝通知能，降低 

      醫院醫療爭議風險。 

四、 參與對象：醫事人員 

五、 辦理日期：1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 09：00-12：1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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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樓慈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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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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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請全程參與，確實簽到退，勿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並完成課程前測、後

測與滿意度調查表，始核發學分。 

2. 本課程提供茶水，敬請自備環保杯。 

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員應遵守下列規範： 

(1) 請遵循上課場所規範，確實填寫相關資料，並勿隨意更換座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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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4) 前測於 09:00 開放填寫，09:30 關閉填寫；後測及滿意度調查於 11:50 開放填寫，

12:30 關閉填寫。 

十二、 課程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09:10 簽到、前測 教委會工作人員 

09:10-10:00 醫療事故與如何進行關懷服務 李毅 醫務秘書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如何順利進行爭點整理與調處 李毅 醫務秘書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病歷撰寫品質與事故鑑定和舉證責任間的關係 李毅 醫務秘書 

12:00-12:10 課程後測、滿意度調查、簽退 教委會工作人員 

十三、 講師介紹： 

 李  毅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醫務秘書兼品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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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 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友善醫療：營造身心障礙者友善就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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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有愛，就醫無礙，以病人為中心之醫療環境，須考量到每位到醫療機構

求診之個案，除高齡友善，無障礙就醫環境更是需要重視的一環，為保障民眾就醫

權益，強化友善醫療服務品質，特規畫此課程，期能強化醫療機構服務人員對身心

障礙者就醫需求及無障礙就醫環境建置之認知，以能落實醫療平權理念。 

四、 參與對象：醫事人員及非醫事人員 

五、 辦理日期：111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 12：00-15：30 

六、 辦理地點：【實體場】花蓮慈濟醫院  協力二樓和氣會議室 

【視訊場】玉里慈濟醫院 七樓講堂 

     關山慈濟醫院 五樓慈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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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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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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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遵循上課場所規範，確實填寫相關資料，並勿隨意更換座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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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4) 前測於 12:00 開放填寫，12:40 關閉填寫；後測及滿意度調查於 15:00 開放填寫，

16:00 關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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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課程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2:00-12:20 簽到、前測 教委會工作人員 

12:20-13:10 
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 
周倩如理事長 

13:10-13:20 休息  

13:20-14:10 身心障礙者就醫之需求與協助方式 周倩如理事長 

14:10-14:20 休息  

14:20-15:10 身心障礙女性就醫經驗分享 周倩如理事長 

15:10-15:30 課程後測、滿意度調查、簽退 教委會工作人員 

 

十三、 講師介紹： 

周倩如  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理事長 

  



附件四 111 年度東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友善職場~職場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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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踐性別平等落實醫療場所兩性身心健康，特規劃性別主流化課程，期能 

      加強醫療場所內工作同仁對於兩性平等之概念。 

四、 參與對象：醫事人員及非醫事人員 

五、 辦理日期：1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13：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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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樓慈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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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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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遵循上課場所規範，確實填寫相關資料，並勿隨意更換座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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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課期間學員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防疫措施。 

(4) 前測於 13:00 開放填寫，13:50 關閉填寫；後測及滿意度調查於 15:00 開放填寫，

16:00 關閉填寫。 

十二、 課程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00-13:20 簽到、前測 教委會工作人員 

13:20-14:10 醫療機構人員對性平三法之認知 謝易達助理教授 

14:10-14:20 休息  

14:20-15:10 擁抱差異－尊重多元性別 謝易達助理教授 

15:10-15:30 課程後測、滿意度調查、簽退 教委會工作人員 

十三、 講師介紹： 

謝易達 慈濟科技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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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花蓮縣糖尿病防治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日期:111 年 4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 08:30—17:40 

地點:花蓮縣衛生局 大禮堂(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參與對象：限有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或糖尿病衛教學會資格、已加入或有意願加 

入「全民健康保險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醫療院所及考取筆試尚未取得 

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證書者、預計執行 111 年預防及延緩失能之長者功能評估知 

能提升試辦計畫(簡稱：ICOPE 計畫)之基層診所醫事人員。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8:30--08:50 報 到 健促科 

08:50—09:00 長官致詞 詹瑞慧 科長 

09:00—09:50 新型糖尿病用藥分享 
游能俊診所 

游能俊醫師 

09:50—10:40 身體組成的分析與運用 
游能俊診所 

游能俊 醫師 

10:40—10:50 休息一下 健促科 

10:50—11:40 高齡糖尿病的評估與介入 
游能俊診所 

邱奕映 營養師 

11:40—12:30 糖尿病團隊照護模式 
游能俊診所 

李怡慧 營養師 

12:30—13:30 午餐 健促科 

13:30—14:20 量化營養素的代謝治療 
游能俊診所 

林宛均 營養師 

14:20—15:10 利用數據分析及圖像化提升照護品質 
游能俊診所 

劉苑菁 護理師 

15:10—15:20 休息一下 健促科 

15:20—16:10 CKD 的長期監控與照護 
游能俊診所 

駱書羽 醫師 

16:10—17:00 Type 1DM 的科技化治療 
游能俊診所 

駱書羽 醫師 

17:00—17:10 休息一下 健促科 

17:10—17:40 綜合討論 
游能俊診所 

健促科 

17:40~ 賦歸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cKhatJ498rKbbpK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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