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血管疾病防治人員訓練課程_台東 
日期：2019年 4月 27日(星期六) 

地點：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平安樓 5樓第 1會議室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時間 內容規劃 主持人 

8:00-8:20 報到  

8:20-8:50 實體筆試  

8:50-9:00 開場  葉宏一 教授 

9:00-11:00 個案討論會：｢心血管疾病案分享｣   

醫師、藥師、營養師 討論會 

由參加學員中抽6位學員上台案例分享

並討論! 

討論會主持人： 

醫師：葉宏一 副院長 

鄭曉揚 主任 

藥師：蔡佳靜 主任 

李韋瑩主任 

營養師：陳麗如 課長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心血管疾病防治政策推動說明 講師：江玉琴 技正 

(國民健康署) 

12:00-12:50 午餐  

12:50-13:40 照護品質監控與成效評估 講師：胡潔瑩 護理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13:40-13:45 休息  

13:45-14:30 團隊運作及團隊管理者之管理原則 講師：黃尚志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14:30-14:40 休息一下  

14:40~15:30 衛教技巧與行為改變 講師：范雅芬 護理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15:30-16:00 滿意度問卷繳回  



 

心血管疾病防治人員訓練課程_台中  

日期：2019年 5 月 4日 (星期六)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立夫教學大樓 105教室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  

時間 內容規劃  

08:00-08:30 報到  

08:30-09:00 實體筆試  

09:00-09:10 開場 葉宏一 教授 

09:10-10:00 心血管疾病防治政策推動說明 講師：莊宜佳 技正 

(國民健康署)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團隊運作及團隊管理者之管理原則 講師：杜思德 院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糖尿病健康

e院院長) 

11:00-11:10 休息  

11:00-11:50 照護品質監控與成效評估 講師：黃采薇 副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衛教技巧與行為改變 講師： 范雅芬 護理師 

(台北馬偕醫院) 

13:50-14:00 休息  

14:00-16:00 個案討論會：｢心血管疾病案分享｣   

由參加學員中抽 6位學員上台案例

分享並討論! 

討論會主持人： 

醫師：王宇澄 醫師 

藥師：謝右文 主任 

營養師：謝慧敏 主任 

16:00-16:20 滿意度問卷繳回  



 

 

 

心血管疾病防治人員訓練課程_台南  
日期：2019年 5 月 5 日 (星期日) 

地點： 台南市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5F大會議室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立醫院 

 

時間 內容規劃  

08:00-08:30 報到  

08:30-09:00 實體筆試  

09:00-09:10 開場 劉秉彥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9:10-10:00 心血管疾病防治政策推動說明 講師：莊宜佳 技正 

(國民健康署)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團隊運作及團隊管理者之管理原則 講師：歐弘毅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11:00-11:10 休息一下  

11:00-11:50 照護品質監控與成效評估 講師：刁茂盟 主任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衛教技巧與行為改變 講師：范雅芬 護理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13:50-14:00 休息  

14:00-16:00 個案討論會：｢心血管疾病案分享｣ ：  

由參加學員中抽6位學員上台案例分享

並討論! 

主持人： 

醫師：劉秉彥 教授 

護理師：張念慈 助理教授 

營養師：郭素娥 主任 

16:00-16:20 滿意度問卷繳回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交通資訊: 

心血管疾病防治人員訓練課程_台北  
日期：2019年 5 月 11 日 (星期六) 

地點：台北市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6樓第 1會議室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時間 內容規劃  

8：00-8：30 報到  

8：30-9：00 實體筆試  

9：00-9：10 開場 葉宏一 教授 

9：10-10：00 團隊運作及團隊管理者之管理原則 講師： 李淳權 主任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照護品質監控與成效評估 講師：翁逸豪 主任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11：00-11：10 休息  

11：00-11：50 衛教技巧與行為改變 講師：范雅芬 護理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心血管疾病防治政策推動說明 講師： 江玉琴 技正 

(國民健康署) 

13：50-14：00 休息  

14：00-16：00 第一組：個案討論會：｢心血管疾病案分

享｣ 跨領域場 (醫師、藥師、護理師) 

主持人： 

醫師： 陳俊延 總醫師 

藥師： 李韋瑩 主任 

護理師：林心怡 護理長 

14：00-16：00 第二組：個案討論會：｢心血管疾病案分享

｣ 營養組 

主持人： 

營養師：蔡一賢 課長 

醫師：蘇正煌 主任 

16：00-16：20 滿意度問卷繳回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交通資訊: 



 

一、搭公車： 
【於火車站上車】 

1.搭乘仁友公車 25 號，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 

2.搭乘統聯客運 61 號，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 

【於高鐵站上車】 

1.高鐵免費接駁專車，於【台中站 6號出口 11號月台】上車，發車間距約 15

分鐘，車程約 40分鐘。 

 

二、自行開車： 
1.走國道 1號→ 

南下：由 174.2K大雅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

叉口，即可到達。 

北上：由 178.6K台中交流道下，經中港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即

可到達。 

2.走國道 3號→ 

南下：由 176.1K沙鹿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

叉口，即可到達。 

北上：由 209.0K中投交流道下，經中投快速道路→五權南路→五權路左轉學

士路，即可到達。 

3.停車資訊： 

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平面車位：每小時 40元)─永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0402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108號，電話：04-22361568，傳真：04-22361116） 

 

 

 

 

 

 

 

 

 

 

 

 

 

 

 台南市立醫院交通資訊: 

   地址:701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交通方式： 

【火車站】 台南火車站 → 北門路 → 東門圓環 → 大同路 → 林森路

(過地下道) → 崇德路(或崇明路) → 台南市立醫院。  

【公車_台南市公車查詢】 

(1) ３路、竹篙厝：火車站 → 啟聰學校 → 東門圓環 →→ 崇

德路口 → 崇德五街口 → 崇德十街口 → 台南市立醫

院。 

(2) ５路、鹽行：鹽行 → 南鹽行 → → → 中樓 → 勝利北路 

→ 成大醫院 → 成功大學 → 小東路 →→→ 台糖公司 

→ 東區電信局 → 台南市立醫院。 

【仁德交流道(國道１號)】 

仁德交流道 → 中山路(往台南市區方向) → 東門路 → 中華

東路(左轉) → 崇德路(左轉) → 台南市立醫院。  

【省道】 

(1)省道台１線 → 大同路二段 → 生產路(署立感染症防治中

心對面) → 崇德路(左轉) → 台南市立醫院。  

(2)省道台１７甲線 → 中華南路 → 中華東路 → 崇德路 

→ 台南市立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交通資訊: 

http://2384.tainan.gov.tw/TNWeb/Index.jsp?locale=zh_TW&agis=Yes


 地址:10341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號 

 

一、搭乘捷運： 

1.藍線 5 號板南線於捷運臺北車站下車，於臺北車站北三門(聯合醫

院中興院區免費接駁車站牌前)轉搭中興院區接駁車。 

2.綠線 3號松山新店線至捷運北門站 3號出口，步行約 3分鐘。 

二、搭乘公車： 

1.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塔城) 

   9、12、52、274、302、660、797、紅 25、綠 17、304、

641、704、785、639、757、798、892、1209、250 

2.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西寧) 

  811、紅 25、紅 33、9 

3.捷運北門站 

  12、302、304、660、42、9、250、304、622、956、797、9102、

藍 29、綠 17 
  



三、中興院區免費接駁車 

1.中興院區 - 醫院大門口 

2. 臺北車站 - 北三門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免費接駁車站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