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醫院淡水分院  
 

                                           地址：25115新北市淡水區民生路45號 
                            承辦人：陳嘉惠 

                                   電話：02-28094661-2395 
                              傳真：02-28080771 

                                             電子信箱：maraschino.b802@msl.mmh.org.tw  

受文者：全國醫療院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09月11日 
發文字號：馬院乙字第1020008098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台北(二)區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推廣標竿學習與觀摩成果展課程表 

 
主  旨：本院僅訂於 102 年 10月 2日（星期二）舉辦『台北(二)區中心

導管組合式照護推廣標竿學習與觀摩成果展』課程，敬邀 貴院
派員參加。 

說  明：  
一、 依據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102 年度「建置中心導管照護品

質提升計畫示範醫院」內容辦理。 
二、 本研習會免費參加，不提供學分積分，當日採電子簽到，敬

請參加者務必攜帶身分證簽到。即日起開始報名至額滿為

止，相關報名方式說明，請詳參附件。 
三、 若有相關疑問，請與本院窗口聯繫，電話：(02)2809-4661

轉 2395感染管制 陳嘉惠 助理/盧彥伶 感管師。 
 

正本： 全國醫療院所。 

副本： 財團法人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醫院 感染管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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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北(二)區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推廣標竿學習與觀摩成果展   
一、 目的：介紹感染管制之醫學新知，並希望以此活動促進會員間之學術

交流及合作，藉此提升會員專業精神及醫療服務品質，故辦此

成果發表會。 
二、主辦單位：台北馬偕紀念醫院 ( 台北市中山區中山北路 2段 92號 ) 
三、課程日期 / 地點： 

課程地點 日期 報名人數 
 台北馬偕紀念醫院 
地點：平安樓 15 樓階梯

教室 

102 年 10月 02日 (星期三) 
08:10-17:00 

預計 200
人 

四、適合之對象 
1. 參與計畫之 7家醫院之同仁(每家參與醫院至少 3人參加)。 
2. 全國各醫療院所從事感染管制工作者，或有興趣之醫療照護人員。 

五、報名及有關注意事項：  
1.  課程費用：本次研習會完全免費，限額200人，以報名先後順序錄取，額滿

或逾期概不受理。 
2.  ：報名日期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額滿為止。 
3.  報名方式：採網路報名方式 
4.  報名對象： 
※ 台北(二)區計畫之7家醫院 

(1) 102年9月20日前填寫報名表(附件1)，每家至少派3位人員參加並

E-mail完成報名（報名後需電話確認）。 
(2) 報名窗口：淡水馬偕醫院感染管制中心助理陳嘉惠小姐 

              聯絡電話： (02)2809-4661轉2395 
傳真電話： (02)2808-0771 
  E-mail：maraschino.b802@ms1.mmho.rg.tw 

※ 全國感染管制工作者 
(1)  進入馬偕紀念醫院全球資訊網/醫院資訊/研討會報名(網址：

https://trns.mmh.org.tw/seminar/SemiLink.asp)  
(2)  選擇課程：「台北(二)區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推廣標竿學習與觀
摩成果展」 / 點選「報名」，完整填寫表格內容後，按「確認送
出」 

(3) 點擊「已完成報名一覽表」可查詢是否有報名成功 
六、研討會當日注意事項： 

1. 報名成功之學員請當日準時簽到(退)，本課程為免費性質，無提供學分申
請。 

2. 為維護學員參與課程之權益，會場內謝絕一切旁聽(含嬰、幼兒)。 
3. 本研習會未提供學員停車費優惠，請儘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4. 課程當日敬備茶水，不提供午餐便當，為響應環保署紙杯減量政策，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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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自備水杯。 
5. 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會場內禁止照相、錄影、錄音，主辦單位保有

開課或更動講師、課程之權利，如有變動將公告於本會網站上。 
6. 若有相關疑問，請與本院窗口聯繫，電話：(02)2809-4661轉 2395感染
管制 陳嘉惠 助理/盧彥伶 感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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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二)區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推廣標竿學習與觀摩成果展 
 上課日期： 2013/10/02  (星期三) 
 上課地點： 台北馬偕紀念醫院 平安樓 15 樓階梯教室(台北市中山區中山北路 2段

92號 ) 
 海報展示： 15 樓階梯教室外走廊 (海報票選時間 09:00~14:00 ) 

時間 課程 主講者 引言人 

08:10-08:30 報到  

08:30-08:40 長官致詞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長官(敬邀中) / 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李聰明 理事長 
新北市衛生局  局長(敬邀中) / 馬偕醫院   楊育正 院長(敬邀中) 

08:40-10:40 
北(二)區 4家區域醫院口頭發表_ 
醫院推行 BSI care bundle之經驗分享 
（每家醫院經驗分享 30分鐘） 

雙和醫院 
新店耕莘 
陽明大學附設 
羅東博愛 

敬邀中 

10:40-10:50 學員交流& 海報票選活動 (茶 點) 

10:50-12:20 
北(二)區 3家地區醫院口頭發表_ 
醫院推行 BSI care bundle之經驗分享 
（每家醫院經驗分享 30分鐘） 

榮民蘇澳 
榮民員山 
永和耕莘 

敬邀中 

12:20-13:30 學員交流 & 海報票選活動 (午 餐) 

13:30-14:20 
北(二)區示範醫院口頭發表_ 
馬偕醫院推行 BSI care bundle武功秘笈之推行

經驗分享 
馬偕醫院  敬邀中 

14:20-15:10 BSI care bundle面面觀：談執行迷思與醫療品質 敬邀中 敬邀中 

15:10-15:30 學員交流 (茶 點) 

15:30-16:20 進階版之 BSI care bundle實證醫學 敬邀中 敬邀中 

16:20-16:50 

A:學術評選及頒獎 
海報發表 3名、口頭發表 3名 
最佳海報人氣獎 1名、最佳團隊獎 1名 

B:創新頒獎 
設備可近性之創新設計 3名、佳作 1名 

  

16:50- 課程結束 / 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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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二)區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推廣標竿學習與觀摩成果展 

報名表 

附件 1 

限台北(二)區計畫之 7家醫院報名使用 
1. 請勾選北(二)區計畫之醫院 

編號 醫院名稱 請勾選 
1.  馬偕醫院  

2.  雙和醫院  

3.  新店耕莘  

4.  陽明大學附設  

5.  羅東博愛  

6.  榮民蘇澳  

7.  榮民員山  

8.  永和耕莘  

 
2. 報名者基本資料 
相關資料 報名者（NO1） 報名者（NO2） 報名者（NO3） 

 姓名：    

 職稱：    

 聯絡電話：    

 電子信箱：    

 
注意事項： 
(1) 102年9月20日前填寫報名表(附件一)，每家至少派3位人員參加並

E-mail完成報名（報名後請電話確認）。 
(2) 報名窗口：若有相關疑問，請與本院窗口聯繫 陳嘉惠 助理/盧彥伶 

感管師 
              聯絡電話： (02)2809-4661轉2395 

傳真電話： (02)2808-0771 
  E-mail：maraschino.b802@ms1.mmho.rg.tw 

                               
E-mail報名日期： 102/9/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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