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
號：
保存年限：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函)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及各醫療院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5日
發文字號：（107）感管會字第1070000148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各場研習會簡章及課程表

機關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100 號 10 樓-4

聯絡人：劉子瑄
電話：(02)2322-4683、(02)2322-5401
傳真：(02)2321-1540
mail：quteyami@hotmail.com

主 旨：檢附107年8月舉辦之研習會課程內容簡章，請踴躍報名參加。
說 明：
一、 本學會107年8月舉辦之研習會課程內容簡章已公告於學會
網站。
二、 為配合本學會E化作業，相關報名日期及報名名額以網站公
告為主。
三、 相關課程報名資訊請參閱本學會網站：
https://www.nics.org.tw/active.php
四、 敬請各位會員於報名時務必確認網站基本資料及聯絡方式
之正確性。
五、 惠請 貴院核予參與學員公假。

正本：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全體會員及各醫療院所
副本：學會秘書處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醫療機構感染管制甄試基礎班研習會報名簡章
一、日

期：107 年 08 月 22～24 日（星期三~星期五）

二、地

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自由大樓 6 樓第二講堂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三、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四、協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五、對

象：1.在基層醫療院所或地區醫院專(兼)任感染管制者。
2.在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專任感染管制工作者。
3.其他相關學會會員。

六、報名及有關注意事項：
1. 本次研習會預定招收 100 名，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或逾期概不予受
理。
1.1 報名截止日期：107 年 08 月 15 日止。
1.2 報名人數未滿 50 人則不開課。
2. 報名方法：請上學會網站報名 https://www.nics.org.tw/active.php，
確定報名後才可至郵局劃撥（請勿先劃撥再報名！）。
有疑問請電：
（02）2322-5401 或（02）2375-4683 詢問。
※務必上網登入並確認是否完成報名並請於報名內 5 日完成繳費上傳，以維護個
人權益。缺其中一項，均視同未完成報名，名額將釋出讓與其他學員報名，
若於報名截止日後尚未完成報名則視同報名失敗。
※務必上網登入確認是否報名成功；若報名後無法參加請務必來電告知。
3. 報名費用：會員 3000 元，非會員 3400 元，一律以網路報路。
劃撥帳號：18401377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上課人員姓名、會員編號、開立收據抬頭名稱。

4. 申請學分：
申請學分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公會全聯會

學分數
22
申請中

(行政院衛生署繼續教育積分)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申請中

(行政院衛生署繼續教育積分)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申請中

課程表
時間日期

課程內容

主講者

107 年 08 月 22 日(星期三)
08：30~08：50 報到
高醫附院
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08：50~09：00 長官致詞

09：00~09：50 感染管制概論與感染管制措施（含病房、門急診）
三軍總醫院 張峰義教授
09：50~10：40 感染管制工作於醫院之角色與定位(含評鑑與查核)
10：40~10：50 交流時間
HAI 收案定義：一般通則、其他部位感染（皮膚及軟組織、
10：50~11：40
心臟血管系統、眼耳鼻喉或嘴部之感染）
成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HAI 收案定義：血流感染（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和非中心
吳怡慧 感管師
11：40~12：30 導管相關血流感染）與續續性血流感染、泌尿道感染及其他
部位感染（泌尿道感染）
12：30~13：30 午餐
HAI 收案定義：肺炎（呼吸器相關肺炎和非呼吸器相關肺炎）
及其他部位感染（肺炎以外之下呼吸道感染）
、手術部位感染 高榮 感染管制室
陳月汝感管師
14：20~15：10 急診與加護中心之感染管制措施
13：30~14：20

15：10~15：30 交流時間
義大癌治療醫院 感染管制部
趙雪嵐技術組長

15：30~16：20 基礎生物統計學介紹

107 年 08 月 23 日(星期四)
08：30~09：00
09：00~09：50
09：50~10：40
10：40~10：50
10：50~11：40
11：40~12：30
12：30~13：30

報到
群突發之偵測與處理
腸胃道感染管制措施與群聚之處理
交流時間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分類、處理與減量
手部衛生及隔離措施
午餐

13：30~14：20 法定傳染病與通報流程（含檢體收集、運送與保存）
14：20~15：10 泌尿道感染之預防及感染管制措施(含 CAUTI Bundle)

成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吳宛靜 感管護理師
嘉義長庚醫院 感染管制組
戴琬玲護理長
高醫附院 感染管制中心
劉伊容 感管護理師
屏東寶建醫院 感染管制組
吳靜芸組長

15：10~15：30 交流時間
15：30~16：20 抗藥性與抗生素之管理

高醫附院 感染管制中心
林蔚如主任

107 年 08 月 24 日(星期五)
08：30~09：00
09：00~09：50
09：50~10：40
10：40~10：50
10：50~11：40
11：40~12：30
12：30~13：30

報到
醫院環境監測
血液透析與內視鏡之感染管制措施
交流時間
呼吸道感染之預防及感染管制措施(含 VAP Bundle)
血流感染之預防及感染管制措施(含 CVC Bundle)
午餐

13：30~14：20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收集、整理及報表製作
14：20~14：40
14：40~15：30
15：30~16：20
16：20~16：50

交流時間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微生物與抗藥性細菌介紹
消毒、滅菌及供應中心之感染管制措施
測驗

奇美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梁惠雲 感管醫檢師
柳營奇美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林玉秀 組長
高雄長庚 感染管制組
蘇麗香護理長
三軍總醫院 感染管制室
詹明錦組長

註：
1. 課 程 內 容 以 研 習 會 當 天 為 準 ； 爲 響 應 環 保 ， 請 自 行 攜 帶 水 杯 。
2 . 為維持上課秩序及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上課現場不提供所有課程內容檔案，敬請配合
（若講師願意提供課程電子檔，於會後二週內公告於網站 www.nics.org.tw，為期 15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