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活動不印製紙本講義，上課當天提供下載路徑，與會者須自備可無線上網與 
充足電力之電子化設備(如平板或智慧型手機等)，於期限內自行下載電子檔案參考 

台灣護理學會 
癌症治療照護新趨勢研習會 

Current Trends in Cancer Therapy Seminar 
【研習會代碼：(北區)111068；(中區)111067；(南區)111066  護理師(士)繼續教育積分：6 點】 
一、辦理目的：隨著醫療科技的發達，癌症治療日新月異，從精準治療、基因檢測到免疫療法等，

使癌症病患在臨床醫療決策的需求越來越大，期藉由本活動促進腫瘤護理人員瞭解
癌症治療現況及發展趨勢，以提供癌症病患更好的整合性治療照護。 

二、辦理單位：台灣護理學會腫瘤護理委員會、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護理部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 

三、辦理日期：11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 
四、辦理地點：                                       
��� 

各區學員

需到現場

實地上課 

區域 辦理類型 辦理地點 
北區 實體課程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教學研究大樓會議廳(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 
中區 同步視訊 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第二會場(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南區 同步視訊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大樓 6 樓大禮堂(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五、報 名 費：免費（午餐自理） 
六、課程內容：  

時間 分鐘 內  容 推薦主講者 
08:50~09:20 30 報    到 工作人員 

09:20~09:30 10 

致歡迎詞 
醫院代表 
台灣護理學會代表 

研習會簡介 

 
許麗珠 主任 
陳靜敏 理事長 
廖如文 主任委員 

09:30~10:20 50 腫瘤護理人員在癌症治療新趨勢的照護角色 賴裕和 主任 
10:20~10:30 10 休    息  
10:30~11:20 50 癌症精準醫療概論 黃國埕 醫師 
11:20~11:30 10 休    息  
11:30~12:20 50 癌症基因檢測與照護 劉峻宇 主任 
12:20~13:20 60 午    餐  
13:20~13:40 20 簽    到 工作人員 
13:40~14:30 50 腹腔溫熱化學治療之運用與照護 余信賢 主任 
14:30~14:40 10 休    息  
14:40~15:30 50 電磁導引─胸腔鏡肺癌手術與照護 蕭孟蘋 護理長 
15:30~15:40 10 休    息  
15:40~16:30 50 免疫細胞療法常見併發症與副作用的照護 蕭逸美 專科護理師 
16:30~17:00 30 簽    退 工作人員 

七、講師簡介： 
許麗珠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護理部主任 
陳靜敏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暨老年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廖如文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暨腫瘤護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賴裕和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護理部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台灣護理學會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國埕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血液與腫瘤內科部主治醫師 
劉峻宇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輸血醫學科主任 
余信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外傷急症外科主任暨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蕭孟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護理部護理長 
蕭逸美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護理部專科護理師

北區學員請於 10/3~10/4 完成申請 
「和信醫院門禁通關線上申請系統」 
https://q.kfsyscc.org/covid_19_survey/#/ 
‧選擇「住院探陪及急診陪病證申請」 

‧申請通關原因請選「公務教學參訪」 

‧授權碼請輸入「3NJW」 

https://q.kfsyscc.org/covid_19_survey/


 

 

 

 

 
 

台灣護理學會 
【實體】研習活動上課須知及簽到退注意事項 

1100816 
一、請學員當天務必攜帶身分證／健保卡，以利辦理單位辨識，協助報到及辦理簽

到／退。 

二、本會辦理之研習活動須完成全程課程後，始得到認證積分時數。 

三、簽到／退規定： 

（一）全天研習活動，學員需於上、下午第一堂課開始前辦理簽到，課程全部結

束後辦理簽退，共需完成 3 次。 

（二）半天研習活動，學員需於第一堂課開始前辦理簽到，課程全部結束後辦理

簽退，共需完成 2 次。 

（三）第一堂課程上課後 15 分鐘內未到，或最後一堂課程結束前 15 分鐘提早離

席者，恕不受理簽到/退。 

（四）未依前述規定辦理簽到及簽退者，本會恕無法給予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四、課程結束後，敬請於規範時間內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以利本會做為日後規畫

課程之參考。 
五、不得以他人頂替上課、簽到或簽退，違者經查獲將取消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六、本課程不發予研習會證明書，本會將於課後一個月內協助上課學員登錄護理人

員繼續教育積分及上傳公務人員時數，再請學員自行至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護

產積分管理資訊系統網站，查詢積分及下載上課紀錄。（先登入衛生福利部醫事

系統入口網 https://ma.mohw.gov.tw/maportal/Default.aspx，登入後再連結「護產積分

管理系統」）。 
七、本會為嘉惠廣大會員而辦理視訊場課程，承辦視訊課程前均已完成測試並確認

視訊系統連線情形正常，然偶爾仍會有突發狀況發生，若研習會當日遇特殊狀

況致無法連線時，除持續排除問題外，同時視訊場次將暫以播放本會數位課程

內容替代，該場次之學員其繼續教育積分給予方式，比照上述研習會之規定。 
 

 

為維護與會者健康安全，敬請配合防疫措施！ 
(一)凡須居家照護、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防疫、自主健康管理或有

發燒症狀者，請勿參加活動。 
(二)請與會者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若未戴口罩者，將婉拒入場參加。 
(三)進入會場請配合量測體溫、確保手部清潔，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https://ma.mohw.gov.tw/maportal/Default.aspx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交通資訊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電話：(02)2897-0011, 6603-0011 
詳細交通資訊請參閱官網：http://official.kfsyscc.org/location/ 

 

 

【捷運】 
1.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在[忠義站]下車，

由 2 號出口出站後右轉，沿著捷運鐵路

的步道，步行五分鐘，即可至本院。 
2.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在[關渡站]下車，

至 1 號出口旁第二個路燈位置，搭乘和

信治癌中心醫院的免費接駁交通車，即

可至本院。 
※免費捷運接駁車班表請至網站查閲

http://official.kfsyscc.org/location/ 

 
 
  

【自行開車】 
1.從台北市方向出發，可由洲美快速道路

或其他路線往淡水方向，經大度路後右

轉立德路到達。大度路與立德路路口之

明顯地標為慈濟關渡志業園區，進入立

德路後約 500 公尺，本院位於左側。 
2.本院停車場空間有限，請多利用大眾運

輸系統，搭乘捷運轉免費接駁車至本院。 

http://official.kfsyscc.org/location/
http://official.kfsyscc.org/location/


 

 

 

 

臺中榮民總醫院 交通資訊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電話：(04)2359-2525 
詳細交通資訊請參閱官網：

https://www.vghtc.gov.tw/PageView/ContentView?WebMenuID=1f32efeb-0847-4380-9319-bee5ece41e5a 

 
 

 
 

開車到臺中榮總之便捷交通網 

國道一號(中山高)→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

方向)→12 號省道(臺灣大道)→臺中榮總 
國道三號(中二高)→龍井交流道下(往台中

方向)→12 號省道(臺灣大道)→臺中榮總 

如何搭火車或公共汽車到臺中榮總 

1.台中火車站下車： 
‧至建國路(火車站前)搭巨業客運往海線，

305 號、306 號。 
‧可搭台中客運 60 號、307 號。 

2.沙鹿火車站下車： 
可搭巨業客運往台中市區公車，305號、306
號。 

3.在豐原、東勢可搭豐原客運 63 號。 

公車站牌位置圖 
‧東大附中站(1 號門左)  

[往第一醫療大樓在此站下車]  
‧臺中榮總站(3 號門右)  

[往門診大樓、急診大樓、綜合大樓在此站下車]  
1.台中客運 60 號、307 號 
2.巨業客運 305 號、306 號 
3.統聯客運 75 號、303 號 

‧瑞聯天地站(東大路 vs 福科路口) 
可搭巨業客運 68 號 

如何由高鐵台中站到臺中榮總 

https://www.vghtc.gov.tw/PageView/ContentView?WebMenuID=1f32efeb-0847-4380-9319-bee5ece41e5a
http://www.g-bus.com.tw/
http://60.249.10.173/1.php
http://www.g-bus.com.tw/
http://www.fybus.com.tw/
http://60.249.10.173/1.php
http://www.g-bus.com.tw/
http://www.ubus.com.tw/
http://www.g-bus.com.tw/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交通資訊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電話：07-7317123 
詳細交通資訊請參閱官網：https://cghdpt.cgmh.org.tw/branch/shk/about/traffic 

 
免費接駁車  
班次行駛：（每半小時 1 趟） 
班次一：高雄長庚兒童大樓-鳳山醫院大門口-鳳山大東捷運站 
班次二：鳳山大東捷運站-鳳山醫院大門口-高雄長庚兒童大樓 
（行駛時間周一～周五 07：30～17：30；周六 07：30～11：30） 
‧週六行駛半天，週日及國定假日不行駛。 
‧本院候車處設於兒童大樓一樓大廳(志工服務台前)設有 16 張椅子，警衛人員會協助指引。 
‧大東捷運站候車處設於一號出口。 
 
港都汽車客運 
三多幹線(70 路)：前鎮站─長庚─鳥松 
新昌幹線(217 路)：加昌站─長庚─鳥松 
黃 2：前鎮高中─長庚─鳥松 
網站連結 

高雄捷運    網站連結 
高雄車站─轉建工幹線(紅 30 路)─長庚醫院 
衛武營站─轉三多幹線(70 路)─長庚醫院 
衛武營站─轉建軍站(橘 7 路)─長庚醫院 
鳳山西站─轉鳳青幹線(橘 12 路)─長庚醫院 
鳳山轉運站(捷運大東站)─轉橘 16 路─長庚醫院 

高雄客運  網站連結 
覺民幹線（60 路）：鹽埕埔站─長庚─鳥松     8006 號：鳳山─長庚─仁美─大樹 
8008 號：高雄─長庚─岡山                  8009 號：旗山─長庚─高雄 
8021 號：鳳山─長庚─左營─彌陀            8041 號：茄萣─岡山─長庚─林園 
8048 號：楠梓─長庚─鳳山─屏東            8049 號：崗山頭─岡山─長庚─鳳山 

 
 

 

https://cghdpt.cgmh.org.tw/branch/shk/about/traffic
http://www.gdbus.com.tw/
https://www.krtc.com.tw/Guide/
http://www.ksbu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