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
中藥學指導教師-中藥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課程(中區場)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補助中藥臨床教育技能中心、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中藥科
協辦單位：台灣中醫臨床技能學會
日

期：民國 108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 09:00~18:30

報到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美德醫療大樓 2 樓 (台中市北區美德街 166 號)
[註]

報名資格：以申請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中藥學指導教師資格與展延認證者為主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k4CJkRpmjdgYG3e28
聯 絡 人：邱翊慈 助理

聯絡電話 (04)2205-2121 分機 1573

教育積分：藥師持續教育積分認證學分，藥學師資培育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時 間

主 題

10:50-12:30

藥品調劑實作教學

14:50-16:30

藥品給藥衛教教學

18:30-18:40

上課/分組演練

(含臨床諮詢案例教學)
午
中藥藥品製備實作教學
(含藥材炮製與藥劑製作教學)
中藥不良反應案例教學
(含藥品交互作用案例教學)

中國附醫
詹士賢 組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

楊佳蒨總藥師

餐

上課/教學影片/分組實作
上課/文獻評讀/分組報告

中國附醫
涂慶業 組長
中國附醫
李雅玲 藥師

後測評量 / 換場休息

16:30-16:50
16:50-18:30

上課/分組演練

(含中藥疑義處方案例教學)

12:30-13:10
13:10-14:50

講 師

報到 /致詞 / 前測評量

09:00-09:10
09:10-10:50

課程形式

中藥飲片鑑別教學
(含中藥不良品案例教學)

上課/ Socrative 軟體互動

中國附醫
吳旻峰 藥師

課程回饋 / 綜合討論

【註】報名資格：(1)108 年底於主訓院所或協訓院所從事中藥臨床業務滿 2 年之藥師或具備
負責醫師資格中醫師，(2)由中醫師公會全聯會、主要訓練院所或協同訓練院所推薦，
且經衛生福利部委之中醫團體審核其學經歷、論文發表情形通過；並在 108 年底從事
中藥學臨床相關業務滿兩年之藥師或具備負責醫師資格中醫師，(3)已領取中藥學指導
教師資格證書有效期限至 108.12.31 止之老師。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
中藥學指導教師-中藥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課程(東區場)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補助中藥臨床教育技能中心、花蓮慈濟醫院藥劑部
協辦單位：台灣中醫臨床技能學會
日

期：民國 108 年 7 月 14 日(星期日) 09:00~18:30

報到地點：花蓮慈濟醫院大愛樓地下一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註]

報名資格：以申請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中藥學指導教師資格與展延認證者為主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S7xmWm2zNRSvNQyB7
聯 絡 人：邱翊慈 助理

聯絡電話 (04)2205-2121 分機 1573

教育積分：藥師持續教育積分認證學分，藥學師資培育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時 間

主 題

10:50-12:30

藥品調劑實作教學

14:50-16:30

藥品給藥衛教教學

18:30-18:40

上課/分組演練

(含臨床諮詢案例教學)
午
中藥藥品製備實作教學
(含藥材炮製與藥劑製作教學)
中藥不良反應案例教學
(含藥品交互作用案例教學)

花蓮慈濟
羅兆翔 藥師
花蓮慈濟
何銘喜 組長

餐

上課/教學影片/分組實作
上課/文獻評讀/分組報告

中國附醫
涂慶業 組長
中國附醫
李雅玲 藥師

後測評量 / 換場休息

16:30-16:50
16:50-18:30

上課/分組演練

(含中藥疑義處方案例教學)

12:30-13:10
13:10-14:50

講 師

報到 /致詞 / 前測評量

09:00-09:10
09:10-10:50

課程形式

中藥飲片鑑別教學
(含中藥不良品案例教學)

上課/ Socrative 軟體互動

花蓮慈濟
賴尚志 顧問

課程回饋 / 綜合討論

【註】報名資格：(1)108 年底於主訓院所或協訓院所從事中藥臨床業務滿 2 年之藥師或具備
負責醫師資格中醫師，(2)由中醫師公會全聯會、主要訓練院所或協同訓練院所推薦，
且經衛生福利部委之中醫團體審核其學經歷、論文發表情形通過；並在 108 年底從事
中藥學臨床相關業務滿兩年之藥師或具備負責醫師資格中醫師，(3)已領取中藥學指導
教師資格證書有效期限至 108.12.31 止之老師。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
中藥學指導教師-中藥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課程(北區場)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補助中藥臨床教育技能中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協辦單位：台灣中醫臨床技能學會
日

期：民國 108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 09:00~18:30

報到地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8 樓 (臺北市昆明街 100 號)
[註]

報名資格：以申請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中藥學指導教師資格與展延認證者為主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4jyKSRvZRkE55Vy8
聯 絡 人：邱翊慈 助理

聯絡電話 (04)2205-2121 分機 1573

教育積分：藥師持續教育積分認證學分，藥學師資培育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時 間

主 題

10:50-12:30

藥品調劑實作教學

14:50-16:30

藥品給藥衛教教學

18:30-18:40

上課/分組演練

(含臨床諮詢案例教學)
午
中藥藥品製備實作教學
(含藥材炮製與藥劑製作教學)
中藥不良反應案例教學
(含藥品交互作用案例教學)

台北聯醫
宋宥融 總藥師
台北聯醫
陳麗如藥師

餐

上課/教學影片/分組實作
上課/文獻評讀/分組報告

台北聯醫
鄭伊婷藥師
台北聯醫
黃品臻 總藥師

後測評量 / 換場休息

16:30-16:50
16:50-18:30

上課/分組演練

(含中藥疑義處方案例教學)

12:30-13:10
13:10-14:50

講 師

報到 /致詞 / 前測評量

09:00-09:10
09:10-10:50

課程形式

中藥飲片鑑別教學
(含中藥不良品案例教學)

上課/Socrative 軟體互動

桃園長庚
郭永德藥師

課程回饋 / 綜合討論

【註】報名資格：(1)108 年底於主訓院所或協訓院所從事中藥臨床業務滿 2 年之藥師或具備
負責醫師資格中醫師，(2)由中醫師公會全聯會、主要訓練院所或協同訓練院所推薦，
且經衛生福利部委之中醫團體審核其學經歷、論文發表情形通過；並在 108 年底從事
中藥學臨床相關業務滿兩年之藥師或具備負責醫師資格中醫師，(3)已領取中藥學指導
教師資格證書有效期限至 108.12.31 止之老師。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
中藥學指導教師-中藥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課程(南區場)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補助中藥臨床教育技能中心、高雄長庚醫院中藥科
協辦單位：台灣中醫臨床技能學會
日

期：民國 108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 09:00~18:30

報到地點：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湖畔星光 2 樓 臨床技能中心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註]

報名資格：以申請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中藥學指導教師資格與展延認證者為主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FdQ5Uej4ULPcmC7j8
聯 絡 人：邱翊慈 助理

聯絡電話 (04)2205-2121 分機 1573

教育積分：藥師持續教育積分認證學分，藥學師資培育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時 間

主 題

10:50-12:30

藥品調劑實作教學

14:50-16:30

藥品給藥衛教教學

18:30-18:40

上課/分組演練

(含臨床諮詢案例教學)
午
中藥藥品製備實作教學
(含藥材炮製與藥劑製作教學)
中藥不良反應案例教學
(含藥品交互作用案例教學)

義大醫院
蘇珉寬藥師
高雄長庚
蔡佳真藥師

餐

上課/教學影片/分組實作
上課/文獻評讀/分組報告

鳳山長庚
陳慧芳藥師
高雄長庚
王芬郁藥師

後測評量 / 換場休息

16:30-16:50
16:50-18:30

上課/分組演練

(含中藥疑義處方案例教學)

12:30-13:10
13:10-14:50

講 師

報到 /致詞 / 前測評量

09:00-09:10
09:10-10:50

課程形式

中藥飲片鑑別教學
(含中藥不良品案例教學)

上課/ Socrative 軟體互動

嘉義長庚
戴俊典組長

課程回饋 / 綜合討論

【註】報名資格：(1)108 年底於主訓院所或協訓院所從事中藥臨床業務滿 2 年之藥師或具備
負責醫師資格中醫師，(2)由中醫師公會全聯會、主要訓練院所或協同訓練院所推薦，
且經衛生福利部委之中醫團體審核其學經歷、論文發表情形通過；並在 108 年底從事
中藥學臨床相關業務滿兩年之藥師或具備負責醫師資格中醫師，(3)已領取中藥學指導
教師資格證書有效期限至 108.12.31 止之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