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訓練課程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研究部 

活動報名：本院同仁敬請至 TMS 系統報名(http://eportfolio.tmuh.org.tw/home.php)； 

          院外請於 google 表單填妥報名表(https://ppt.cc/f9B7Tx) 

時間、地點：(敬略稱謂)  

第一醫療大樓5樓 1051會議室 8：30~17：30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110 年 

9 月 18 日 

(六) 

08:30-09:30  細胞治療個案之病曆記載與保存 曾育裕 

09:30-10:30  基礎細胞治療理論和初代細胞培養 呂隆昇 

10:30-11:30  細胞治療案例分析與成果報告 戴念梓 

11:30-12:30  臨床醫師對治療用細胞操作的基本知識 戴念梓 

13:30-14:30  細胞治療申請案之人體細胞組織物之成分、製程及管控方式 吳友志 

14:30-15:30  細胞治療之細胞品質與細胞製備場所管理相關紀錄常見問題 吳友志 

15:30-16:30  幹細胞學 黃彥華 

16:30-17:30  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之現況與國際趨勢 黃彥華 

 

第一醫療大樓8樓 1081會議室 8：30~17：30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110 年 

9 月 25 日 

(六) 

08:30-09:30  細胞治療倫理 李崇僖 

09:30-10:30  細胞治療法規 李崇僖 

10:30-11:30  不良反應及預防措施 李冠德 

11:30-12:30  細胞治療之後緒療效監控計劃 李冠德 

13:30-14:30  細胞治療之保險事宜與法律責任 蔡美君 

14:30-15:30  移植免疫學 羅婉瑜 

15:30-16:30  免疫細胞治療之現況與未來趨勢 羅婉瑜 

16:30-17:30  自體細胞用於醫療之注意事項與風險控管 羅婉瑜 

 

收費及繳費方式：(含講義及午餐)                        

面授課程 院外/每人 院內/每人 

第 1 場 (8 學分) 3,000 2,500 

第 2 場 (8 學分) 3,000 2,500 

兩場一起報名優惠 5,000 4,000 

報名兩場早鳥優惠 8/18 前 4,000 3,000 

TMS           google 表單 

1.  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戶名為：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http://eportfolio.tmuh.org.tw/home.php
https://ppt.cc/f9B7Tx


2. 請將郵政匯票以掛號郵寄至 110 台北市吳興街 252 號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研究部劉靜萍收 

 (1)欲開立收據抬頭及統一編號 或 欲開立個人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2)聯絡姓名、電話、email (缺一不可) 

 (3)郵寄地址及單位，俾利作業。 

3. 已繳費者，若未出席報名開課之當日場次，恕不退費。 

4. 院內同仁可繳交現金至第一大樓 7 樓研究部 劉靜萍 

證書： 

1. 全程出席參加者且確實簽到簽退並於 9/10 (五)前 (含當日)報名，可於當日課程結束後領取紙本

證書。 

2. 9/11~9/15 報名者結業證書一律採電子檔方式(PDF 檔)寄送，請務必填寫欲寄達之電子信箱，於

課程結束後 7 個工作天寄發。請留意您的信箱是否收到證書電子檔，也請留意垃圾郵件是否有信，

若未收到證書請 E-mail 詢問(175347@h.tmu.edu.tw)或來電洽詢承辦人劉靜萍(02)-2737-2181 

# 3783 

教育積分： 

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請依衛生福利部規定全程參加並於課後一週內填寫滿意度

調查及測驗後，才可認列學分。(本院同仁敬請至TMS填寫滿意度調查；院外請於google表單填滿意

度調查) 

注意事項：  

1. 報名方式：敬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填妥報名表並匯款，報名後請留意您的信箱是否收到報名完成確

認信。9/18(六)場截止日 9/15(三)；9/25(六)場截止日 9/22(三)。學員需完成簽到及簽退並完

成滿意度調查認證學分，嚴禁代簽。 

2. 因故無法參加者，恕無法退還報名費，但可轉讓他人參加，惟此變更至遲請於活動 3 天前通知。

匯款後未填寫報名表者，因本院無法順利對帳成功，視同未報名，其名額將釋出他人，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3. 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簽到單上之身分證字號為上傳至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系統登錄之需，無須積分需求者可不用填入。醫事人員請自行至衛生福利部醫事人

員繼續教育積分系統下載上課紀錄。 

4. 提供會議期間之茶水及講義。報名費收據活動當天現場領取。為響應環保，敬請參加者自備環保

杯，共同響應愛護地球。 

5. 不提供停車優惠，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交通指引圖： 

(1) 醫院位置參考 

 

(2) 台北捷運： 

本院於捷運板南線、文湖線及淡水信義線等三線設立免費接駁專車，歡迎搭乘。 

乘車處如下說明： 

1).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站 2 號出口處，每 10 分鐘一班接駁車(19:30 後每 30 分鐘一班)。 

2). 文湖線-六張犁站唯一出口往基隆路方向的公車站牌處候車，尖峰時間每 15 分鐘一班，離

峰時間每 30 分鐘一班接駁車。 

3). 淡水信義線-象山 3 號出口上樓後往前直行第一個避車彎候車，約每 40 分鐘一班接駁。 

台北捷運相關路線查詢 http://www.metro.taipei/ 

歡迎多加利用大眾捷運並轉乘本院免費接駁專車。

http://www.metro.taipei/


    (3) 台北市公車 

  請參考臺北市公車資訊(我愛巴士 5284) http://www.5284.com.tw/ 

 

地 點 公車種類 

下 

車 

站 

名 

： 

臺 

北 

醫 

學 

大 

學 

中華路 → 信義路 → 吳興街 ２２ 

大直 → 行天宮 → 國父紀念館 → 永春高中 ３３ 

台北車站 → 仁愛路 → 吳興街 ３７ 

環南市場 → 萬華 → 中華路 → 信義路 ３８ 

榮總 → 大龍峒 → 圓環 → 吳興街 ２８８ 

新北投 → 吳興街 ２６６(正副線) 

三重 → 雙連 → 救國團 → 仁愛醫院 → 吳興街 首都客運２２６ 

華江 → 植物園 → 公館 → 基隆路 欣欣客運１ 

麟光站 →  吳興街派出所 → 捷運市政府站 市民小巴 7 號 

吳興街總站 → 吳興街 → 捷運市政府站 藍 5 

  

    (4) 停車場收費說明 

      1). 汽車停車場計費方式每小時 40 元、機車以每次 30 元(隔日另計)。 

      2). 進場前 15 分鐘免費，超出 15 分鐘以上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費，第二小時起每 30 分鐘 

          計費。 

      3). 為節省您的寶貴時間，出場前請先至全自動繳費機繳完費後於 15 分鐘內離場；設備設有悠 

          遊卡繳費系統請多加利用，超出緩衝時間需重新計費。 

      4). 身心障礙人士持有當日本院門診之醫療收據，並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與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 

          位識別證，且本人需在車上，才能享有前四小時免費，第五小時開始半價計費並於出場時， 

          出示身心障礙者與相關證件至 『出口服務站 』辦理優免作業。 

 

 

http://www.5284.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