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
號：
保存年限：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函
機關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100 號 10 樓之 4

聯絡人：黃心怡
電話：(02)2322-4683、(02)2322-5401
傳真：(02)2321-1540
mail：nicsicst@gmail.com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及各醫療院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111）感管秘字第1110984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研習會簡章及課程表

主 旨：檢附111年度6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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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6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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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s.org.tw/research_a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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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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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機構感染管制師甄試基礎班課程研習會【線上課程】
一、日

期：111 年 6 月 24、25、26 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二、地

點：線上課程

三、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協辦單位：臺北慈濟醫院
四、適合對象：各醫療機構對此課程有興趣同仁
1. 基層醫療院所或地區醫院專(兼)任感染管制工作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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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報名及有關注意事項：
1. 本次研習會預定招收200名額滿截止，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或逾期概不予受理，恕
不接受現場報名。（報名截止日期：111年6月10日止）
報名方法：一律以網路報名，請至學會網站報名。 http://www.nics.org.tw/active.php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會員
非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會員
(含正式會員、感管之友)
請登入學會網站
可登入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網站
http://www.nics.org.tw/直接網路報
(http://www.nics.org.tw)加入感控之友（免會
名。
費），直接網路報名，並可享有感管新知瀏覽及日
後研習會報名的權益。
2.

3.
繳費方式：
(1) 報名後請至學會網站「會員專區」-「郵局繳費平台」列印帳單至郵局或全家便利商店
繳費。
(2) 請務必於報名一周內完成繳費，若未完成繳費者，視同放棄上課；若報名後(尚未繳費
者)須取消報名，請與秘書處聯繫；若臨時無法出席，相關退費申請事宜敬請於活動前
致電學會，相關退費事宜請參考學會網站。
4.
報名費用：正式會員 3,000 元
感管之友 3,800元(感管之友費用不包括證書費，若需紙本證書請另勾選並繳交
200元，共計4,000元)
5.
注意事項：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感管師/感管員甄試基礎班研習會不
再寄發上課證書；若感管之友需要紙本證書，請另繳費 200 元予以證書。
六、相關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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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全國聯
合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學分數
22
申請中

七、111年醫療機構感染管制師甄試基礎班課程、研習會課程表
堂數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者

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
08:10~08:30 簽到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陳宜君理事長

08:30~08:40 長官致詞

感染管制之概論與感管師於醫院之角色 臺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與定位（含評鑑與查核）
陳宜君主任

1

08:40~09:30

2

09:30~10:20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判定準則

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洪靖慈組長

3

10:20~11:10 醫院環境設施監測與環境清潔

彰化基督教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張蕙蘭感管醫檢師

4

11:10~12:00 抗微生物製劑使用監測與管理機制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感染科
黃建賢主任

12:00~13:00 午餐、簽到
5

13:00~13:50 群聚與群突發之偵測與處理

臺北榮民總醫院感染管制室
陳瑛瑛組長

6

13:50~14:40 感染管制之統計學應用

義大癌治療醫院感染管制科
趙雪嵐組長

7

血流（/心臟血管系統）感染之定義與預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14:40~15:30 防及感染管制措施（含組合式照護）
黃惠眞組長
*加護中心併入

8

15:30~16:20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之收集、整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品管部
理及報表製作
鍾婷鶯專員

111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
08:30~09:00 簽到
9

泌尿道感染(/泌尿系統)之定義與預防及
臺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09:00~09:50 感染管制措施（含組合式照護）
張馨心感染管制師
*加護中心併入

10

肺炎（/肺炎以外之下呼吸道）感染之定
臺北榮民總醫院感染管制室
09:50~11:20 義與預防及感染管制措施（含組合式照
陳佳聘感染管制師
護）

11

11:20~12:10 透析與牙科之感染管制措施

亞東紀念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吳美玉感染管制師

12:10~13:00 午餐、簽到
12

13:00~14:30

手術部位感染之定義與預防及感染管制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感染管制課
措施（含組合式照護）
陳常梅感染管制師

13

14:30~16:00

消毒、滅菌、供應中心及內視鏡之感染管 馬偕紀念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制措施
張富傑感染管制師

111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
08:30~09:00 簽到
14

09:00~09:50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分類、處理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庶務室
薛丁維主任

15

09:50~10:40 微生物監測

奇美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梁惠雲感染管制師

16

10:40~11:30

防護措施（標準、接觸、飛沫及空氣）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手部衛生
戴淑娟感染管制師

17

11:30~12:20

常見群聚感染之處理與預防（呼吸道_流 亞東紀念醫院感染科
感與肺結核等範例）PART-II
廖俊星主任

12:20~13:00 午餐、簽到
法定傳染病通報與檢體收集、運送及保 花蓮慈濟醫院感染管制室
存流程簡介
江惠莉組長

18

13:00~13:50

19

常見群聚感染之處理與預防（腸胃道_諾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13:50~14:40 羅病毒與食物中毒與皮膚_疥瘡等範例）
李桂珠組長
PART-I

20

14:40~15:30

醫療照護機構工作人員感染之監測與處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感染管制課
理
林均穗課長

15:30~15:40 考試

秘書處

八、研討會當日注意事項：
此線上課程使用 GoToWebinar 軟體辦理，全天課程請務必簽到退三次：上午課前、下午課前
及下午課後各簽到一次，簽到退連結將公告於研習會備註欄。

111 年高雄市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訓練研討會【線上課程】
報名說明
一、 目的
為協助高雄市地區老人福利機構、產後護理之家、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全日型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或事業及其他因防疫所需感染管制輔導等人員了解傳染病之感染管制作為、預防
及處理，特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以提升各類機關(構)感染管制知能，加強落實感染管制措
施。

二、 參加對象
高雄市醫療機構工作人員（含長照機構）及對感染管制有興趣相關人員。

三、 辦理時間、地點
(一) 時間：1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09 時 00 分至 17 時 00 分。
(二) 地點：線上課程。

四、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截止。
(二) 報名方式：
請至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網站(網址：http://www.nics.org.tw/)直接報名。
(三) 開放名額：200 人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次活動採用 Cisco Webex 軟體串流 Youtube 平台直播，課程開始前 3 天將會提供課程
(二)
(三)

(四)

(五)

連結給學員，請學員注意信件。
本次活動不另提供講義，課程簡報將於當日 1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提供 QR Code，
惠請參與學員自行下載。
本活動為免費課程，提供相關學/積分認證如下：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台灣感染
症醫學會、西醫師、護士/護理師、醫檢師、長照及公務人員之繼續教育積分。(積分申
請中)。
如參與學員臨時無法出席，敬請於活動前致電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本會聯絡窗
口(02)2322-4683 李姿青小姐；若報名參加免費研習會後未出席學會舉辦之研習會當年度
達 2 次(含)以上者，資訊系統將自動管制半年內無法報名免費課程。(依理監事會議)。
全天課程請務必簽到退三次：上午課前、下午課前及下午課後各簽到退一次，請務必於
簽到退時間內完成簽到退才可核予學分，簽到退連結將公告於研習會備註欄。

111 年高雄市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訓練研討會【線上課程】
課程表
時間：1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地點：線上課程
時間

主題及內容

講師

09:00-09:20

簽到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09:20-09:30

長官致詞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09:20-10:10

COVID-19 疫苗施打現況效益

萬芳醫院
蘇迎士主任

10:10-11:00

COVID-19 分子生物檢驗與抗原快篩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林尚儀主任

11:00-11:10
11:10-12:00

休息
台大醫院
張瑛瑛感管制師

COVID-19 感染管制措施

12:00-13:00

休息

13:00-13:50

兒童感染 COVID-19 後腦炎與 MIS-C 的發
展可能及後續治療

秘書處

13:50-14:40

醫療機構 COVID-19 群聚的應變

花蓮慈濟醫院
江惠莉組長

14:40-15:00

休息

15:00-15:50

認識消毒劑及環境清潔正確使用與如何品質
監測

奇美醫院
梁惠雲感管師

15:50-16:40

退伍軍人病的防治

民生醫院
林俊祐副院長

16:40-17:00
17:00-

綜合討論
歸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