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醫療財圍法人義大醫院

函

地址:824高雄市燕巢區義大略l號
聯絡電話:07-6I500Il轉l6lg

承辦人:李宛儒
e﹣mail:edlll0｝7＠edahorg.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速別;速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年04月l4日
發文字號:義大醫院字第ll00065l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研討會議程及注意事項
裝

主旨:本院辦理「202l年義大醫療全人照護教育研討會」 ,詳如說
明,敬邀各醫療院所同仁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

旨揭研討會訂於lI0年05月l4日﹙星期五）’09時00分至l6時l0
分’假義大醫療財圍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6樓會議廳舉行,
研討會議程及注意事項如附件。

、
、

一一

研討會報名綢址:MtpS:／／ppt.CC／伽f【dX。
本研討會全程兔費’與會人員午餐請自理,

訂
一一一

∣ ;胃儲鑼鼯

且無提供兔費停車,敬請見諒。
四、

∣

本研討會採「現場」及「線上視訊」方式辦理’請擇一方式
報名參加;芳選擇「線上視訊」方式’報名完成後’本院將
以電子郵件發送視訊連結（會議前2天）。

線

五、

防疫期間,現場參與研討含之院外來賓,請遵守防疫相關規
定,並請填寫TOCC調查表‧

、

︷八

如有疑問請與本院承辦人李宛儒小姐聯絡,
電話:07﹣6l500ll分機l6l9或

EⅧI:膛dlⅢ7＠cd’Ⅲgtw.隱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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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財團法

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臺灣基督教
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安泰醫療社團
法人安泰醫院、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李綜
今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為恭醫療財圍
法人為恭紀念醫院東興院區、大千綜今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臺北榮民總醫
院桃園分院﹑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嬴醫院﹑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
祿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圍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
院及其長青院區、敏盛綜今醫院﹑天成醫院、怡仁綜合醫院﹑壢新醫院、高雄市立
聯今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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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阮綜今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
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健仁
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I、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情人湖院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國立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
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圍法人若瑟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新北市立聯
合醫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
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行天宮醫療
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
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今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圍法人永和耕莘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圍法人耕莘醫院﹑衛生
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
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
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東元醫療社團法人
東元綜今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關定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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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院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
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
人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圍
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中華路院區﹑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基督
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臺
中榮民總醫院、林新醫療社圍法人林新醫院、李綜今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光田醫療社圍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光田醫療社圍法人光田綜今醫院大甲院區、童綜

今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童綜今醫療社圍法人童綜合醫院沙鹿院區、佛教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澄清綜合醫院、澄清綜合醫院中
港分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臺北市立聯今醫院仁愛院區、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和平院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婦幼院址﹚、臺北
市立聯今醫院忠孝院區、臺北市立聯今醫院陽明院區﹑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臺北榮民總醫院、長庚醫療財圍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
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
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振興醫療財團
法人振興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博仁綜合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
2

東’馬偕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台南市立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圍法人麻豆新樸醫院﹑
奇美醫療財圍法人佳里奇美醫院、奇美醫療財圍法人奇美醫院台南分院﹑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圍法人台南新樸醫院、奇美醫療財圉法人柳營奇美醫院、奇美
醫療財圍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郭綜合醫
院、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副本:本院醫教課。

院

長允

﹃

」

2O21年義大醫療全人照謹教育研討言
日期:2021年05月14日（五）時間:09:00～16:10
地點:義大癌治療醫院6樓曹議廳

主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義大癌治療醫院、義大大昌醫院
協辦單位:台灣醫學教肓學曹、義守大學醫學院

陘邃報凸網hI

﹥如匯闢『視訊方式』參與活動’報名完成後於會議前Z天以電子郵件發迭視訊捶結
時間

分

主題

09:00～09:20

20

09目20～09:30

10

長官致詞

0930～10:10

40

全人醫療照謹在末期病人的責踐

10:10～10:50

40

主持人

主講者

報到
梁正隆部長

跨園隊建構全人照謹教育經驗

台大鸛院蔡兆勳副教授

林冥和教授

台大醫院李姿瑩醫檢師

柯成國副聿仔雲員

分享
10:50︻11:00

CoffbeBreak

10

王浩洸主任
11:00～11目30

李采盈職能治療副組長、林永芳呼吸治

搶救腦傷’-線生機

30

療副組長

楊生浦副院長

高毓佯丰仟
11:30～12:00

孫庭軒職能治療師、陳櫻奴心理師﹑蔡

陪伴慢飛天使飛翔

30

美幸聽力師﹑馬國華物理治療副組長﹑
劉治昀語言治療師

1Z:00～13:00

﹃ b7

13:00～1330

LlmChThne

60

30

I

化雪為整,化整為雪’腦中風違
績性全人照謹

13:30～14:00

30

關關相互’全人照謹

14:00～1430

30

從懵懂無知到撥雲見日

M30村14:』0

10

謝孟倉中心主任

吳幸綿醫事檢驗主任﹑張哲誠影像科副
主任

梁正隆部長

袁立仁主任
梁心怡藥劑組長、吳蜩錡物理治療組長

王朝平副部長

﹙物治﹑呼吸﹑營養﹑藥劑﹑護理﹚
CoffeeBreak
＝

…!

鐵盥繚鐘空變

王誌群主任
14:40～15:10

30

頭頸癌多雪科醫療圄隊運作模式 駱重鳴心理師﹑楊逸民語言治療組長﹑
吳宏嘉物理治療師

15:10～15:40

30

「肺」心守謹點線面COpD全
人照顧

15:40曰16﹦10

30

「腎」重冥事手牽手、 「腎」利
人生大步走

16:10

陳鍾孱丰仟

黃佳真藥劑組長、呂易寨個案管理護理

王曦〉皓部長

師﹑吳姍錡物理治療組長

張敏育主任
李姿蓉護理組長﹑賴亮綺營養組長﹑郭
人華藥劑副主任﹑鄭宇斐社工師

賦歸

＊本研討會認列教師培肓5.5小時、義大醫院院內全人師培（共同）5.5小時
＊西醫、護理、職治﹑物治、呼吸﹑醫檢、藥劑、放射﹑營養﹑語言﹑心理﹑聽力、社工繼續教肓績分申請中。

馳霎纖霹縐黠
Z021年義大醫療全人照謹教育研討曹之注意事頂
◎報名時間及方式

﹃∣H∣m

採線上報名方式’請至活動網蛄 https:∕∕「eu「l、cc∕Gdv8by 或掃描石方
旦■■∣臨

○R-Code填寫資料’報名時間即日起至5月7曰（五）17:00或額滿截止。

■

活動名額限制:現場150人／線上500人。
（如握活動網站臨時無法登人’可改掃描快速報名網址進行報名喔!!）
3醫院位言

∣ 譎繹﹣方式孺描報名 ∣

地址:言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Z1號義大癌治療醫院

報到地點
往旗山

罟晚外囊四5

往左營
╴﹦－╴

■■■■╴＝

◎請配台防疫措施
1.因應疫情’煩請選擇參加「現場」的院外來賓務必上網填寫行前TOCC

調查問卷https:／／「eu「∣cc／pmAIZ「或掃描右方○R-Code。（依cDc規
定為保謹個資’所蒐集之個資應由專員妥善管理’並最多存放28天後刪除或銷毀。）

2.配台本院防疫政策’進人醫院內請維持手部衛生（濕洗手或酒精乾洗手）

∣蹺外來霓巾cc調霪 ∣

課程進行中請全程配戴口罩。

3.若您身體不適’有上呼吸道症狀﹑發燒或冥他C○VID-19相關接觸史
等’請勿至現場’改以線上視訊方式參與課程’謝謝。

＠報名聯絡人:醫學教育部劉威廷先生
「10330＠edah.0「qtw

連絡電話: （07）615﹣0011分機1751﹜E﹣mai∣

1

（下╴頁有交通方式）

刪點置霹勰黜
硼交通方式
乏通方式（可詳見活動網姑說明）

戢自行駕車交通指弓I
1.南下國道1號言速公路‘接國道10號（東西向）高速公路往旗山方向（東）
疸’ l∣∣頁路左轉’往前直走過紅綠燈’ l∣∣頁著路左轉’即可看見醫院在右暹。

下燕巢交流

2.南下國道3號高速公路l接國道10號（東西向）高速公路往左營方向（西）

下蕪巢交流

道’ lll頁路右轉’往前直走過紅綠燈’ l∣I頁著路左轉’即可看見醫院在右選。

3.北上國道1號高速公路i接國道10號（東西向）高速公路往旗山方向（東）

下燕巢交流

道’ l∣∣頁路左轉’往前直走過紅綠燈’ l∣I頁著路左轉’即可看見醫院在右暹。

4北上國道3號言速公路’接國道10號﹙東西向）高速公路往左營方向（西）

下蕪巢交流

渲’ l∣I頁路石轉’往前直走過紅綠燈’ l∣∣頁著路左轉’即可看見醫院在右暹。

乩停車資訊
自行開軍者’請將車輛停放於義大醫院訪害停車場.（停車場位置如下）
※因本研討會全程免萱’恕無提供免責停車’敬請見諒,謝謝!

★訪客汽車停車場

★訪客機車停車場

（停車場在癌治療醫院B1）

同

硿

■大■碗
壓銼■聾蟻

因

路
●

』

一

雌1234

＝顫皿分齟

I

大眾交通工貝

可搭乘高雄捷運至都言公園站下車後’在捐血中心前搭乘7號﹑97號及紅58公車至本院。

可於左苣高鐵迪前搭乘義大窖運E03至本院‧（相關時刻表請上義大窖運網Ⅱ占查詢）‧
高雄窖運: 80Z0／8008班次‧

可搭乘火車至楠梓Ⅱ占’轉搭公車7A﹑7D、97、8023﹑紅58B至本院。
3具仳
1.為配台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杯’並多加使用大眾運輸工貝。

2’課程當日如週天災﹑颱風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則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天然災害
停止辦公及上課情形決定是否停止辦理’並不另行公告’課程延辦之日期將擇日另行公告‧

3.承辦軍位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保有隨時｛∣多改﹑暫停本課程之權利’如有異動將以首頁公告為
主。

4本研討曹全程免賣i與富人員午餐請自理’目無提供免萱停車i敬請見諒’謝謝。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