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

兩性/感控

【課程簡介】 

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換照規定

點以上：一、專業課程。

項第三款、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

十五點計，且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主辦及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 

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

醫學系生理學科 

協辦單位 

中華健康促進暨兒童發展協會

能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

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上課時間與地點】 

高雄場 

2016 年 01 月 10 日

高雄醫學大學 勵學大樓

台中場 

2016 年 02 月 21 日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台北場 

2016 年 03 月 06 日

國立臺灣大學 博雅教學館

 

 

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課程簡介

感控/倫理/法規 四合一課程

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換照規定，應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五

。二、專業品質。三、專業倫理。四、專業相關法規

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應達十五點，

且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中華健康促進暨兒童發展協會、高雄市語言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日（星期日）08：30～17：00  

勵學大樓 A1 教室 

日（星期日）08：30～17：00  

正心樓 0112 教室 

日（星期日）08：30～17：00  

博雅教學館 102 教室 

課程簡介 

 

四合一課程 

應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五０

專業相關法規。前

，超過十五點以

、高雄醫學大學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

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課程表】 

08:30～08:50 報到 

08:50～10:30 

醫病關係與溝通 

現今醫療糾紛層出不窮，醫病關係陷入谷底，我們

如何藉由溝通來重建醫病之間的信任感，乃是當今

醫療人員必須學習的課題。本課程運用一些實務上

的技巧與實際發生過的案例，來與臨床醫療人員分

享，進而使得醫療人員在面對醫療糾紛時，能善用

溝通技巧，進而降低醫病間之緊張關係。 

王珩生 

10:30～10:40 休息 

10:40～12:20 

藉由病媒蚊傳染的疾病—登革熱 

登革熱俗稱「天狗熱」或「斷骨熱」，是藉由病媒

蚊叮咬而感染的急性傳染病，不會由人直接傳染給

人，也不會經由空氣或接觸傳染。血清型病毒分為

Ⅰ、Ⅱ、Ⅲ、Ⅳ四種型別，每一型都具有能感染致

病的能力。如果感染到某一型的登革病毒就會對那

一型的病毒具有終身免疫，但還是有可能再感染其

他型別。典型登革熱的症狀會有突發性的高燒(≧

38℃)，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及出疹

等現象。若感染不同型別的登革病毒，有較高機率

導致較嚴重的症狀，如果沒有及時就醫治療，死亡

率可以高達 20%以上。潛伏期約為 3 至 8 天(最長

可達 14 天)。登革熱好發在熱帶、亞熱帶等有埃及

斑蚊和白線斑蚊分布的國家，但隨著各國間頻繁交

流，自 1980 年後登革熱開始向各國蔓延，也逐漸

成為公共衛生問題。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是蚊子最

喜歡的生長環境，所以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就會成

為登革熱流行的地區。清除積水容器（孳生源）並

定期維護居家環境整潔是防止病媒蚊孳生的根本

方法。此外，可透過穿著淺色長袖衣褲、身體裸露

部位塗抹核可的防蚊藥劑以避免蚊蟲叮咬。 

陳容惠 

12:20～13:20 午餐時間 



13:20～15:00 

The trend of modern medical ethics 

Since the new emphasis of medical ethics in 20th 

century, almost half century has elaps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echonolgy has motivated, 

medical ethics to evolve to develop a new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ies. The world is 

confronted with new problems not only technical, 

economic, cultural, environmental … all these entail 

to a new challenge to medical ethics. Bioethics thus 

is developed to cope the new demands. This 

talk/presentation will discuss how we can implement 

the new reality to the clinical settings in day-to-day 

medical practices.  

戴正德 

15:00～15:10 休息 

15:10～16:50 

Gender, Sex and the new world 

Gender issues are not new but their challenges have 

never been as strenuous as today to our daily livings. 

We can pretend that we know nothing sexual is 

going on around us or we can simply join the forces 

to promote a free society that all is permissive and 

allowable. But being permissive and allowable does 

not mean it is a lawful norm of the world. 

Homosexuality, extra marital relationship, common 

law marriage……are here to beckon us, How do we 

respond ? 

戴正德 

16:50～ 賦歸 

 

【講師簡介】 

授課講師 王珩生 

講師學歷 中山醫學院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講師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醫事調解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組長 

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 

台灣省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 

講師證照 
職能治療師，職字第 000210 號 

甲類輔具評估資格人員 

講師專長 
醫療糾紛調解、輔具評估、副木設計與製作、神經疾病職能

治療 

 

授課講師 陳容惠 

講師學歷 中台醫護技術學院護理系 

講師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感管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感管師 

成美醫院 兒科護理長兼感管師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護理人員 

講師證照 
護理師證照，護理字第 060957 號 

感染管制師證書，醫感管會專證字第 00704 號 

 

授課講師 戴正德 

講師學歷 加拿大康克底亞大學比較倫理學博士 

講師經歷 

中山醫大醫學院 講座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人文學院 院長 

衛生署醫事處醫事審議委員會新醫療技術小組 委員 

中央研究院 IRB 委員 

中央研究院台灣生命資料庫倫理治理委員會(EGC) 委員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兼通識教育小組 委員召集人 

講師證照 教字 009407 號 

講師專長 醫學倫理、生死學、醫療與社會、老人照護 

 

  



【報名費用】 

本會會員會員800元，非會員1200元 

請匯款至國泰世華銀行鳳山分行（013）帳號 026-03-100379-1 

（戶名：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施富強） 

* 集體報名者請"個別匯款"，並提供匯款帳號後五碼 

* 本會會員定義為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會員，歡迎向本會提出申請。 

  目前入會免入會費、104 年常年會費、105 年常年會費 http://www.tmed.com.tw 

 

【學分申請】 

職能治療師(生)、物理治療師(生)、語言治療師、聽力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

護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注意事項】 

1. 一律線上報名，不接受其他報名方式，請先繳費再網路報名，報名時請填入

匯款帳號後五碼。 

2. 課程錄取名單將於開課前 3 日公告於本會網站，請自行上網查看。

http://www.tmed.com.tw 

3. 本課程將提供午餐予學員享用。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4. 完成上課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可申請退費或保留。 

5. 退費申請需於該課程上課前來電確認，課程結束後將不予退費或保留。 

6. 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時，本會將酌收 150 元退費手續費及銀行手續費，款項

將由學員的退費中直接扣除。 

7. 若非因個人因素而退款(如颱風、停班等)，課程費用將全額退費，如有衍生

手續費將由本會自行吸收。 

8. 若上課當天因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縣市政府停班停課時，課程將延期

舉辦；其中當天報名費用將可選擇保留或退款。 



9. 其他未竟事項或任何問題請來電詢問 0905-232889 我們有專人為您服務。 

 

~~~最新資訊請至學會 FACEBOOK 粉絲團按  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