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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函

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1號5樓

聯絡人：林孟穎

聯絡電話：(02)8964-3000#3164

傳真：(02)29648375

電子信箱：maruko.lin@jct.org.tw

受文者：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9日

發文字號：醫一字第107020038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XC1933099310702003880-1.pdf)

主旨：謹訂於107年10月27日至12月8日辦理「醫院整合醫學照護

師資培訓課程」，敬邀貴院踴躍參與。

說明：

一、本會承接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107年度「醫院整合醫學照

護暨醫療垂直整合銜接照護輔導計畫」，與臺灣醫院整合

醫學醫學會共同合作辦理旨揭課程（議程草案如附件），

本次課程同步開放北區實體與中、南區視訊會場，相關說

明如下:

(一)課程對象：已參與或規劃執行「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制度

推廣計畫」之主治醫師，及對醫院整合醫學照護有興趣

之主治醫師。

(二)課程日期/時間：

１、第一場：107年10月27日（六）08：30~17：30。

２、第二場：107年11月03日（六）08：30~17：30。

３、第三場：107年11月17日（六）08：30~17：30。

４、第四場：107年12月01日（六）08：30~17：30。

５、第五場：107年12月08日（六）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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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方式：

１、採網路「團體報名」，每家醫院各場次人數以3 人為

原則，敬請貴院專責單位至本會網站進行報名(報名

網址：http://attend.jct.org.tw/index.php)，報名

截止日為107年10月17日或額滿提前截止。

２、若中、南區報名人數少於20人，則合併辦理，場地另

行通知。

二、本課程需簽到簽退，實際參與時數將於會後提供臺灣整合

醫學醫學會，由醫學會認列。

三、有關補訓及專科醫師甄審相關事宜，請與臺灣醫院整合醫

學醫學會聯繫。

四、本課程為免費活動，恕無供餐、無提供停車優惠，另為配

合政府「紙杯減量政策」，請自備環保杯。各場次時間及

地點請參閱附件。

正本：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

康院區、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本院)、國軍

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軍臺

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博仁綜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忠孝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臺北榮民

總醫院員山分院、西園醫院、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衛

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財團法

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三軍總

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大千綜合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天

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

人仁慈醫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

醫院、天成醫院、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台南新樓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安泰醫

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台北慈濟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大甲李綜合醫院、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秀傳醫療社團

法人秀傳紀念醫院、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阮綜合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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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怡仁綜合醫院、東元綜合醫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林新醫療社

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

隆長庚紀念醫院、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

督教醫院、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

慈惠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榮民

總醫院屏東分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健仁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竹東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

止國泰綜合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

法人臺安醫院、敏盛綜合醫院、郭綜合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臺中榮民總

醫院嘉義分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臺北榮民

總醫院新竹分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臺灣基督教

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澄清綜合醫院、澄清綜

合醫院中港分院、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衛生福利部

胸腔病院、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衛生福利部旗山醫

院、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壢新醫院、寶建

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天主教耕莘

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台南市立醫院

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

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

偕紀念醫院、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

主公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奇美醫療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

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

聖母醫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

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

醫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

人義大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雲林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衛生福利

部屏東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副本：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衛生福利部 2018-10-15
11:06:31



107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暨醫療垂直整合銜接照護輔導計畫 

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師資培訓課程（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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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課程日期：107年 10月 27日（星期六）08：30~17：30 

課程地點： 

【北區-主會場】醫策會 6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6樓） 

【中區-視訊會場】臺中榮民總醫院教學大樓 1樓第五會議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號） 

【南區-視訊會場】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 5樓第 2會議室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號）  

 

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08：00~08：30 報到 

08：30~17：30 
 

(午休 50分鐘) 

基礎通論 
 

整合醫學概論 

健康政策概論 

支付制度概論 

醫療資源與分配正義 

品質病安 
與團隊照護 

 

醫病共同決策 

醫院管理與變革 

醫病溝通技巧 

醫療品質與病安 

17：3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需簽到簽退，實際參與時數會後提供臺灣整合醫學醫學會，由醫學會認列。 

2. 若中、南區報名人數少於20人，則合併辦理，場地另行通知。 

3. 有關補訓及專科醫師甄審相關事宜，請與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聯繫。 

4. 本課程為免費活動，恕無供餐、無提供停車優惠，另為配合政府「紙杯減量政策」 

，請自備環保杯， 

5. 議程如有異動，以當日公布為主。 



107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暨醫療垂直整合銜接照護輔導計畫 

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師資培訓課程（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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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課程日期：107年 11月 3日（星期六）08：30~17：30 

課程地點： 

【北區-主會場】醫策會 6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6樓） 

【中區-視訊會場】國軍臺中總醫院 3樓電化教室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348號） 

                  

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08：00~08：30 報到 

08：30~17：30 
 

(午休 50分鐘) 

品質病安 
與團隊照護 

醫療爭議對策 

領導與策略管理 

團隊照護實務 

勞動工時與壓力管理 

健康照護體系 

轉銜照護理論與實務 

慢性病追蹤與個案管理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與安寧緩和醫療 

長照理論及實務 

17：3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需簽到簽退，實際參與時數會後提供臺灣整合醫學醫學會，由醫學會認列。 

2. 有關補訓及專科醫師甄審相關事宜，請與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聯繫。 

3. 本課程為免費活動，恕無供餐、無提供停車優惠，另為配合政府「紙杯減量政策」 

，請自備環保杯 

4. 議程如有異動，以當日公布為主。 

  



107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暨醫療垂直整合銜接照護輔導計畫 

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師資培訓課程（第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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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課程日期：107年 11月 17日（星期六）08：30~17：30 

課程地點： 

【北區-主會場】醫策會 6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6樓） 

【中區-視訊會場】國軍臺中總醫院 3樓電化教室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348號） 

 

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08：00~08：30 報到 

08：30~17：30 
 

(午休 50分鐘) 

健康照護體系 

高齡醫學理論與實務 

以體系為基礎的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急性後期照護理論與實務 PAC 

聰明就醫(Choosing isely) 

內科 

腫瘤併發症 

失智症整合照護 

心血管疾病整合照護 

抗生素管理實務 

17：3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需簽到簽退，實際參與時數會後提供臺灣整合醫學醫學會，由醫學會認列。 

2. 有關補訓及專科醫師甄審相關事宜，請與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聯繫。 

3. 本課程為免費活動，恕無供餐、無提供停車優惠，另為配合政府「紙杯減量政策」 

，請自備環保杯。 

4. 議程如有異動，以當日公布為主。 

  



107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暨醫療垂直整合銜接照護輔導計畫 

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師資培訓課程（第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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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課程日期：107年 12月 1日（星期六）08：30~17：30 

課程地點： 

【北區-主會場】醫策會 6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6樓） 

【中區-視訊會場】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1樓第四會場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號） 

【南區-視訊會場】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 6樓 563會議室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號）  

 

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08：00~08：30 報到 

08：30~17：30 
 

(午休 50分鐘) 
內科 

呼吸系統疾病整合照護 

重點照護超音波簡介(POCUS) 

內科重症照護新進展 

腦血管疾病整合照護 

風濕免疫整合照護 

新陳代謝內分泌急症整合照護 

消化系統整合照護 

腎臟病整合照護 

17：3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需簽到簽退，實際參與時數會後提供臺灣整合醫學醫學會，由醫學會認列。 

2. 若中、南區報名人數少於20人，則合併辦理，場地另行通知。 

3. 有關補訓及專科醫師甄審相關事宜，請與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聯繫。 

4. 本課程為免費活動，恕無供餐、無提供停車優惠，另為配合政府「紙杯減量政策」 

，請自備環保杯。 

5. 議程如有異動，以當日公布為主。 



107年醫院整合醫學照護暨醫療垂直整合銜接照護輔導計畫 

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師資培訓課程（第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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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課程日期：107年 12月 8日（星期六）08：30~17：30 

課程地點： 

【北區-主會場】醫策會 601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3號 6樓） 

【中區-視訊會場】國軍臺中總醫院 3樓電化教室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348號） 

                  

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08：00~08：30 報到 

08：30~17：30 
 

(午休 50分鐘) 
外科及其他科 

住院復健與物理治療實務 

住院病人常見的精神科問題 

傷口照護實務  

疼痛控制管理 

住院病人常見的皮膚科問題 

住院營養學實務 

住院病人常見的婦科/兒科問題 

院內感染實務 

17：30 賦      歸 

 

【備註】 

1. 本課程需簽到簽退，實際參與時數會後提供臺灣整合醫學醫學會，由醫學會認列。 

2. 有關補訓及專科醫師甄審相關事宜，請與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聯繫。 

3. 本課程為免費活動，恕無供餐、無提供停車優惠，另為配合政府「紙杯減量政策」 

，請自備環保杯。 

4. 議程如有異動，以當日公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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