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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年 社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物 理 治 療 師 公 會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感控、兩性、醫學倫理、法規課程」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課程時間】106年 6月 25日 星期日 9:00-17:00 

【課程地點】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B棟 8樓大禮堂 

〈新北巿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 

【課程簡介】 

依「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中第13條規定，醫事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接

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120點以上：一、專業課程。二、專業品質。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相關法規。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於其他類醫事人員合計至

少應達十二點，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目前的社會醫療趨勢，由急性醫療照護拓展至社區照顧與長照機構式照護：安養之家

(residential care homes)及護理之家(nursing homes)提供老人全天候的醫療、護理、復健、個

人生活照護服務等。感染控制在機構式照護單位品質管制中是很重要的一項指標，對於相

關傳染病的防疫觀念與疾病預防等議題，更是不容忽視。因住民普遍有氣管造口、鼻胃管

和導尿管等侵入性裝置，加上老年人衰老多病，免疫力差，又住在侷限的空間，一旦爆發院

內感染，疫情的嚴重度和影響層面必不小於醫院。因此，長期照護機構之院內感染管制應

受到重視，並成為重要發展項目之一。 

身為基層診所或物理治療所主管、受雇、駐診支援治療師或的您，您的稅務規劃與勞

資協議觀念夠具競爭力嗎？遇到勞資爭議、稅務、勞動契約等相關法令時，您皆感到困惑

及疑惑嗎？面對各項勞動與稅務法規新制度的實施與變革，唯有不斷汲取最新法規專業知

識、分析實務案例，才能在職場經營中，化阻力為助力！ 

衛福部將「性別」當成醫師職業的基本知能內容之一，主要是追隨聯合國自1995年開

始推動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要在政府每一個單位中推動。在生理性

別(sex)知識、臨床倫理、臨床醫療環境、臨床身教與言教、婦女親善環境、醫療忽視同志就

醫的需求等面向，其實極需要有性別觀點以及性別敏感度。另外，若沒有社會性別（gender）

的知能教育，臨床醫療與醫療環境充滿著人為的社會因素的變數，「以病人為中心」將流於

口號，因為「病人」是有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差異的人，他們之間還因年齡、世代、階級、

族群和性取向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醫學倫理是利用道德哲學理論及研究架構，探討醫學領域中所有倫理問題研究，在於

解除醫學科技與人性需求衝突;醫病關係就是醫師與病人互動關係(interaction) ，在臨床上就

是溝通倫理與藝術。老年照顧之場所包括了醫院、療養機構、社區日托照顧及居家照顧等。

而其常罹患之失能性疾病包括了以失智症為首之退化性腦部疾病、中風、其他慢性病及需

安寧照顧之末期疾病等。在老年照顧之倫理問題上，目前有越來越多臨床工作人員應對老

年照護有適時地、及早地導入倫理議題，讓未來的老年照顧能兼顧技術與尊重。 

本會很榮幸邀請到李莉護理師督導、張碧霜會計師、王志嘉醫師、邱銘章教授分別講

授感染管制、法規、兩性與倫理等議題進行深入淺出的探討，除了提供正確的觀念以外，課

程中將有許多實際的案例分享，以提升醫事人員整體完善的健康照護觀念與思維，並增強

臨床醫療人員面對民眾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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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認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中 

【學員名額】250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開放本會有效會員報名。106 年 06月 12日起，開放非本會

物理治療師(生)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截止日】106年 06月 18日(四)晚上 12時截止。 

【報名費用】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免費，其他縣市物理治療師（生）公

會會員 500元。 

【報名方式】視學員身分別採用不同報名管道，詳如下說明： 

(1) 本會學員報名路徑： 

線上登記報名-->等待審核-->錄取（錄取名單同步更新於網站）。 

新北 PT會員的帳號為個人的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大寫)，密碼為個人身分證

字號後四碼+出生月日四碼。（忘記密碼者，可按「忘記密碼」，系統會重新發

送密碼。若未獲任何反應，歡迎致電本會行政中心 02-29229808要求協助。） 

(2) 非本會學員報名路徑： 

線上登記報名-->匯款-->傳真或 MAIL 回傳匯款單據-->等待審核-->錄取（錄取

名單同步更新於網站）。提醒：回傳匯款單據請註記姓名、以及收據抬頭需求！ 

【按我下載劃撥單】 

【線上登記網址】http://www.pt.org.tw/courses/courses_detail.php?indexs=164  

【劃撥資訊】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劃撥帳號：50121213 

【課程時間表】 

106年6月25日（星期日） 

時間 題目 講師 

09:00-09:20 報到 

09:20-10:10 機構之感染預防與控制措施概述 
李 莉 

督導/護理師 

10:10-10:20 休息 

10:20-12:00 基層院所稅務法規與勞動法規修訂釋疑 
張碧霜 

所長/會計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40 醫療職場上的性別專業、意識與營造性別敏感度環境 
王志嘉 

助理教授/醫師 

14:40-15:00 休息 

15:00-16:40 臨床倫理：失智症等神經精神個案治療與照護 
邱銘章 

教授/主任醫師 

16:40-17:00 簽退 

https://goo.gl/b415Ch
http://www.pt.org.tw/courses/courses_detail.php?indexs=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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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 

李 莉 督導 

學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所 碩士 

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附設護理之家護理長/機構負責人（25年） 

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理事（6年） 

現職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護理部淡水院區 督導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照顧科兼任講師（96年迄今） 

 

張碧霜  會計師 

學歷 美國底特律大學企業管理系 碩士 

經歷 

冠恆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領組  

實踐大學兼任講師  

中原大學兼任講師  

企業大學董事兼專任講師  

中華會計研究發展協會  理事長 

現職 

萊博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中華民國境內仲裁案主任仲裁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財務輔導顧問  

新北中醫師公會 顧問 

 

王志嘉  醫師 

學歷 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刑法組 博士 

經歷 

耕莘醫院家醫科副主任、社區醫學科主任 

醫策會醫療法律、病歷、及性別教材編輯委員 

健保局台北分局家庭醫師照護計畫督導委員 

台北縣市、基隆市、及宜蘭縣基層醫療品質評核委員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台灣安寧緩和專科醫師 

現職 

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法律系/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秘書長 

醫策會一般醫學訪查委員（兼召集委員）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醫事法律智庫委員 

 

邱銘章  教授 

學歷 台大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研究所 博士 

經歷 德國 Justus-Liebig University 生理研究所研究員 

現職 
台大醫院神經部主任兼主治醫師 

台大醫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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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注意事項】 

1. 本課程不提供茶水點心，中午亦不提供餐盒，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與餐點。 

2.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為維護上課品質，上午的第一節課

遲到 15分鐘以上，本會將不提供簽到，亦不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登錄。 

3. 學員如因故無法上課，請事先告知回電(訊)本會行政中心取消，以節省資源。 

4.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者，申請退費方式如下說明： 

4.1 請於法定工作日提出退費。若於非法定工作日提出申請者，其提出申請的日

期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4.2 請利用電子郵件向公會提出申請，郵件內文請說明個人資訊（會員編號、姓

名、課程時間）和取消原因，並同時檢附存簿影本。上述退費資訊及文件需

完整檢附，得視同完成退費申請。 

5.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者，退費標準如下說明： 

 

 
上課日前 7天 上課日前 3至 7 天 

上課日前 3日以內 

(含上課當天) 

日期區間 106/6/13 以前 106/6/14-106/6/22 106/6/23-106/6/25 

課程報名費 500元 500 元 500 元 

退費比例 90% 50% 不退費 

劃撥手續費 30元 30 元 0元 

郵局劃撥處理費 20元 20 元 0元 

退費金額 400元 200 元 0元 

【交通資訊】為求響應環保，並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建議您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上課地點。 

1.上課地點：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B棟 8樓大禮堂〈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 

2.交通資訊： 

(1) 可搭乘下列公車於「臺北醫院站」下車：99、257、

805、813、845、918、920、環狀線先導公車、藍
18 

(2) 可搭乘下列公車於「捷運頭前庄站」下車：111、

235、1501 

(3) 可搭乘下列公車於「頭前站」下車：9、513、635、

635副、636、637、638、639、663、801、806、

857、1070、1203、1209、1503、1575、1803、

9102、藍 2 

(4) 乘坐『板南線』請於新埔站下車→往 5號出口轉

乘公車。 

(5) 乘坐『輔大線』請於頭前庄站下車→往 1號門出

口，步行約 1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