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醫事檢驗臨床指導教師培育基礎課程※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協辦單位： 永和耕莘醫院 
時間/地點： 109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13：00~17：00 

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 123 號） 

課程重點： 
 

在教學醫院從事臨床檢驗工作的醫檢師均具有擔任訓練教導醫檢實習生及新進人員的責任與義
務，此類醫檢師即所謂「醫事檢驗臨床指導教師」。一個稱職的臨床指導教師應培育具專業的指
導教學能力及技巧，才能有效的教導被訓練者，培育出優秀的醫檢新生。 
數位教學與學習亦是現今成人教育十分重要且有效的模式，透過數位自我學習，可以讓學員隨時
學習，沒有時空限制，若配合使用多媒體或互動方式更能提高學習意願及樂趣。 
本研討會涵蓋網路數位學習課程及實體授課兩階段，第一階段數位課程需先至學會網站”醫檢數

位學習(e-learning)”完成臨床敎師之特質及技巧、教案設計及情境演練以、跨領域團隊合作照

護、教材製作與簡報技巧、檢驗實證醫學之教授技巧、教學評量與回饋等 6 小時的網路教學課程，

第二階段再上醫檢訓練課程設計與規劃、檢驗實證醫學之教授技巧、教學教材製作與簡報技巧、

教學評量與回饋等 4 小時實體課程。期望藉由此課程能訓練臨床教師熟悉各種教學技巧，並運用

在醫檢實習生或新進醫檢師教學上，以提高醫學檢驗的服務成效。 

適合參加者： 在教學醫院從事臨床檢驗工作的各層級醫檢師、在學校從事醫事檢驗教育之老師，以及需應用教
學技巧之其他從業人員。參加此 10 小時完整之研討會，本會將頒發「醫事檢驗臨床指導教師」
證書。 

※本活動不提供餐點，會場有提供開飲機，請自備環保杯。 
第一階段：數位學習課程 (共 6 小時): 

開課日期：109 年 7 月 13 日-8 月 1 日 

時間 題目 主講者 

50 分鐘 良好臨床教師之特質及技巧 屏東基督教醫院 檢驗科
黃雅芳 主任 

50 分鐘 醫檢教學教案的設計及情境演練 衛生福利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
游雅言 主任 

50 分鐘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課程規劃及教案設計 長庚紀念醫院 醫檢部 
曹國倩 副部主任 

50 分鐘 檢驗實證醫學之教授技巧(一)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檢驗醫學科 

甯孝真  醫檢主任 

50 分鐘 教材製作與簡報技巧(一)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檢驗醫學科 
方君琬  教學醫檢師 

50 分鐘 教學評量與回饋(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科 
魏妙如 組長 

※1.未使用學會數位學會平台者，請先至學會網站醫檢數位學習(e‐learning) 網址：

http://elearning.labmed.org.tw/ 點選登入→申請一新帳號(帳號、密碼請自行設定)，並將帳號填寫至

報名表中，以利後續帶入課程  

※2.第一階段數位學習課程開放時間為 7 月 13 日至 8 月 1 日，請務必在期間內完成網路課程學習。 

第二階段：實體課程 (務必先上完數位課程再上實體課程)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13:00-13:30 報到 

主持人：衛生福利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  游雅言  主任 

13:30-14:20 醫事檢驗訓練課程設計與規劃 
中國醫藥大學北港附設醫院 檢驗科 

何文育 主任 

14:20-15:10 檢驗實證醫學之教授技巧(二)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醫學研究發展部 

甯孝真 副組長 

15:10-15:20 休息 

15:20-16:10 教材製作與簡報技巧(二)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檢驗醫學科 

方君琬 教學醫檢師 

16:10-17:00 教學評量與回饋(二)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科 

魏妙如 組長 

17:00~17:20 測驗及簽退(領取收據視同簽退) 



※109 年醫事檢驗臨床指導教師培育基礎課程--報名須知※ 

課程須知(請詳讀)： 
1. 第一階段：數位學習課程(6 小時，5 堂課)開放時間為 109 年 7 月 13 日至 109 年 8 月 1 日，

請務必在此時間內完成數位學習課程。第二階段：109 年 8 月 15 日實體課程(4 小時)。 

實體課程課後將舉行考試，以 60 分及格，成績及格，也完成此兩階段課程者，始具申請認證

資格；若未完成兩階段課程，只參加單次上課者，本會僅授與該次學分，且不予退費。 

2. 請於線上報名前，自行先建立好 e-learning 帳號並於線上報名時填寫註冊帳號資料，以利後

續帶入課程。 

3. 本次課程，額限 90 人。因疫情及場地人數限制的關係，學會將依報名先後順序來安排場次。

(如報名超過 90 人，第 91 名以後報名者，將調整為上午場次)。 

4. 完成兩階段課程及考試及格者，可於 109 年 9 月 1 日至學會網站列印證書。 

網址：http://www.labmed.org.tw/print-certification.asp 

5. 本次研討會不受理現場報名。 

 

報名方式與報名確認 
1. 本課程採線上報名，網址 : http://www.labmed.org.tw/register.asp 

2. 報名截止日 : 109 年 7 月 6 日 

3. 名單公告日 : 109 年 7 月 7 日 ，公布於學會首頁「最新消息」 

4. 退費須酌收100元工本費，109年7月6日後不再辦理退費。 

   報名後不克出席欲轉讓他人，請於退費截止日前電話確認，現場告知一律不受理。 
 

課程費用 
課程報名費 : 會員 900 元、非會員 1,600 元 

 

報名繳費方式 (請任選下列任一方式繳納) 

1. 列印研討會繳款單(限學會會員使用可至四大超商、郵局、台銀或 ATM 轉帳) 

台銀列印繳款單說明 http://www.labmed.org.tw/announcement_0.asp?pno=2192 

台銀繳款單列印網址 https://bills.bot.com.tw/index.aspx?pid=3 

說明： 

代收類別請輸入 713185  

繳款人編號：請輸入學會會員編號 5 碼(例如：123，請填 00123) 

繳款人驗證碼：請輸入出生年月日(例如：43 年 1 月 1 日直接填 430101) 

2. 銀行轉帳 

銀行：合作金庫 - 板新分行 (代號 006)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帳號：5311-717-510961 

3. 郵政劃撥 

帳號：10268104，戶名：台灣醫事檢驗學會（請在通訊欄中註明：基礎課程） 



 
 

住院大樓 交通資訊與位置圖 

會場位址：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 123 號 12 樓國際會議廳 

（會場位於捷運站附近，具多線公車，為響應環保，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聯營公車路線，步行約三分鐘即可到達！ 

站名：中興街口 

搭乘公車 304，238，5，248，262，311，297，242，243，624，227，627，

249，250，706，台北客運 51，57。 

站名：網溪國小 1站 

搭乘公車 214，239，241，244，670，250，台北客運 51、57。 

 捷運路線，步行約三分鐘即可到達！ 

站名：頂溪站。1 號出口左轉至中興街口進入（路口處有郵局） 

路線：橘線-中和新莊蘆洲線 

 停車場 

 台業公寓永和耕莘醫院停車場：由中興街 52巷進入本院立體機械式停車

場，限高 180CM。 

 中信平面停車場（平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 88 號 

 網溪國小停車場（地下）：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 75巷 4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