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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資訊本期資訊本期資訊本期資訊    

 

讀書會快訊讀書會快訊讀書會快訊讀書會快訊：：：：    

00004444 月月月月 22227777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第一會議室第一會議室第一會議室第一會議室    17:0017:0017:0017:00        修道院的領導啟示修道院的領導啟示修道院的領導啟示修道院的領導啟示

錄錄錄錄，，，，歡迎同仁參加歡迎同仁參加歡迎同仁參加歡迎同仁參加。。。。    

 

病安醫品專區病安醫品專區病安醫品專區病安醫品專區----非麻醉醫師執行鎮靜麻醉相關安全非麻醉醫師執行鎮靜麻醉相關安全非麻醉醫師執行鎮靜麻醉相關安全非麻醉醫師執行鎮靜麻醉相關安全    

中、重度鎮靜之執行應有作業規範、執行人員需具備相關條件；鎮靜

前須評估，鎮靜中、鎮靜後宜有品質監控…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00004444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00005555 月月月月 00008888 日日日日    

全院性演講全院性演講全院性演講全院性演講: : : : 教材製作 04/29(三) 13：00 

全院性演講全院性演講全院性演講全院性演講: : : : 翻滾吧!老師–社交網路下教師的多重影分身之術   

                                                05/01(五) 13：00 

遠 距 教遠 距 教遠 距 教遠 距 教 學學學學:::: Biological Reconstruction for High-grade      

            Osteosarcoma 05/01(五) 07：30 

重要事項宣導重要事項宣導重要事項宣導重要事項宣導    

1. 為符合評鑑規範，敬請科部主管協助督促科內醫師 ACLS 證照維持有效期限。    

2. 住院醫師值勤時數：每週不能超過 88 小時、兩次值勤時間至少應有 10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每 7 日中至少應有完整 24 小時之休息時間。    

3.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由原 193 項增加為 207 項，並增列 1 項必要條文（1.6.1「住院醫師

值班訓練應兼顧病人安全且值勤時數安排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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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R 警示訊息 

關懷、專業、效率 

非麻醉醫師執行鎮靜麻醉相關安全 

有免疫系統病史的53歲婦人到醫美診所作拉皮手術，麻醉針打10分鐘後，個案開始喊

不舒服，接著休克昏迷，由救護車緊急送往醫院搶救，13天後仍宣告不治。 

一、中、重度鎮靜之執行，應制定作業規範： 
考慮兒童與成人之間的不同；須要有醫療護理記錄、以利溝通與合作；做好知情同意及簽名單；
病人監測的需求；鎮靜工作人員的基本技能要求；足以滿足鎮靜需求的設備。 
二、執行中、重度鎮靜醫療人員需具備相關條件： 
各種鎮靜的技能；過程中監控生命現象的技能；能處理併發症的技能；使用鎮靜拮抗劑的技能；
生命支持的技能。 
三、中、重度鎮靜之執行，實施步驟包括： 
(一)中、重度鎮靜之操作規範：適用之醫療場所、適用之醫護人員、鎮靜及止痛程度之定義、鎮
靜及止痛常見藥物、鎮靜及止痛時的急救裝備、中重度鎮靜的標準規範、鎮靜及止痛後的甦醒與
離開檢查場所之標準、特殊狀況。 
(二)執行中重度鎮靜醫療人員學習課程：氣道的評估與處理、鴉片類止痛藥、靜脈麻醉劑、病人
鎮靜前評估。 
(三)鎮靜前評估辦法：(如有下列情況，病人在進行無痛胃鏡/大腸鏡前，請先通知麻醉科需要麻
醉諮詢) Age < 10 or > 70; Consciousness disturbance;Difficult airway (difficult mask 
ventilation) ex: buccal CA s/p; Face deformity;AMI OR STROKE within one month; 
Uncompensated CHF with pulmonaryedema, peripheral edema; Symptomatic valvular disease 
(SevereAS/AR/MS/MR); Pacemaker dependent; URI; Asthma: desaturation 
occurred or inhaled bronchodilator needed daily; Severe Infection; Liver cirrhosis 
with Child’s classification grade B or C; Acute hepatitis (Viral hepatitis, drug-
induced or alcoholic related); Hyperthyroidism without medical treatment; Pregnancy; 
ASA Status Grade III or above。 
(四)制定中重度鎮靜的表單 
同意書、鎮靜前評估(重要病史及理學檢查、鎮靜前評估)、鎮靜記錄單、恢復室監測、品質監控
項目(執行鎮靜中、執行鎮靜後、病人滿意度)。 

中、重度鎮靜之執行應有作業規範、執行人員需具備相 

關條件；鎮靜前須評估，鎮靜中、鎮靜後宜有品質監控 

校修者：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工作小組 

出  處：http://www.tpr.org.tw/images/pic/files/No.111_A_非麻醉醫師執行鎮靜麻醉相

關安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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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101010104444 年年年年 00004444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00005555 月月月月 00008888 日日日日))))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4.27(一)  16:00-17：00【【【【遠距遠距遠距遠距】】】】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1F 大講堂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醫病關懷與溝通系列課程～ 

      教學示範影片成果發表 

      臨床病理科(看見同理心 I Care)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總院 張瓊文醫檢師 

1. CFD 核心 10 點 

2. 臨床教師認證 C 類 1 分 

3.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醫病溝通醫病溝通醫病溝通醫病溝通】】】】 

4. 科部外教學績效學分(申請中)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4.29(三)  13:00-14：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第 2 會議室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教學經驗分享系列~ 

       教材製作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藥劑部 鄭淨黛組長 

1. 醫師品質類(申請中) 

2. 護理師品質類(申請中) 

3. 專科護理師品質類(申請中) 

4. 臨床教師認證學分 D 類 1 分 

5. CFD 核心類 10 點 

6.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 

7. 科部外教學績效學分 1 分    

註註註註：：：：適用適用適用適用【【【【全院性演講獎勵條例全院性演講獎勵條例全院性演講獎勵條例全院性演講獎勵條例】】】】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4.30(四)  16:00-17：00【【【【遠距遠距遠距遠距】】】】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1F 大講堂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教學技巧能力提昇課程～ 

      2014 教學技巧競賽經驗分享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總院 黃凱培醫檢師 

1. CFD 核心 10 點 

2. 臨床教師認證 D 類 1 分 

3.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 

4. 科部外教學績效學分(申請中)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5.01(五)  07:30-08：30【【【【遠距遠距遠距遠距】】】】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第 2 會議室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Biological Reconstruction for    

      High-grade Osteosarcoma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台北榮民總醫院骨折科主任 

      陳威明 主任 

1. 醫師專業類 1.2 分 

2. 專科護理師專業類 1.2 分 

3.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臨床專業臨床專業臨床專業臨床專業】】】】 

4. 科部外教學績效學分(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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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5.01(五)  13:00-14：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1F 大講堂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翻滾吧!老師–社交網路下教師的多重影分

身之術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育達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陳弘正老師 

1. 臨床教師認證學分 B 類 1 分 

2. CFD 核心類 10 點 

3. 科部外教學績效學分 1 分    

4.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 

註註註註：：：：適用適用適用適用【【【【全院性演講獎勵條例全院性演講獎勵條例全院性演講獎勵條例全院性演講獎勵條例】】】】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5.01(五)  13:30-14：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第 2 會議室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RCA概論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護理部 陳素梅督導 

1. CFD 學分(申請中) 

2.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病人安全病人安全病人安全病人安全】】】】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5.04(一)  13:00-14：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第 2 會議室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FMEA/HFMEA概論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品質管理中心 陳家容專員 

1. CFD 學分(申請中) 

2.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病人安全病人安全病人安全病人安全】】】】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5.06(三)  16:00-17：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第 2 會議室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血液腫瘤疾病概論暨第七版 AJCC 分期之運   

     用及 SSF介紹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血液腫瘤科 陳尚鴻醫師 

1.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臨床專業臨床專業臨床專業臨床專業】】】】 

2. CFD 學分(申請中) 

3. 癌症登記技術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

中) 

4.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5. 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6.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5.08(五)  07:30-08：30【【【【遠距遠距遠距遠距】】】】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第 2 會議室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臉書的新興醫療力量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睡眠中心 陳志金主任 

1. 比照總院    

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日期時間：：：：104.05.08(五)  13:00-14：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1F 大講堂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TRM 概論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品質管理中心 劉偉倫主任 

1. CFD 學分(申請中) 

2. 院內教育學分 1 分【【【【病人安全病人安全病人安全病人安全】】】】 

3. 醫師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4. 護理師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5. 專科護理師教育學分(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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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重要重要重要事項事項事項事項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1. 為符合評鑑規範，敬請科部主管協助督促科內醫師ACLS證照維持有效期限。    

2. 經由學會或其他醫院取得醫策會認定通過之臨床教師資格者，可依本院臨床教師認證辦法申請

追認折抵課程學分。 

3. 住院醫師值勤時數請依教學醫院評鑑1.6.1規範辦理：每週不能超過88小時、兩次值勤時間至

少應有10小時以上休息時間、每7日中至少應有完整24小時之休息時間。 

4. 請科部配合修訂「住院醫師教學訓練計畫」與「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計畫」，內容包括：訓練

目標、師資、教學資源、訓練課程、訓練方式、考評機制等六大項目，請於5月8日(五)前回覆

教學中心，以利後續彙整作業。 

5.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由原193項增加為207項，並增列1項必要條文（1.6.1「住院醫師值班訓

練應兼顧病人安全且值勤時數安排適當」）… 

醫教通訊徵文醫教通訊徵文醫教通訊徵文醫教通訊徵文    

歡迎院內同仁將有關醫學人文教育之文稿投稿至醫教通訊，投稿相關規定依『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

營奇美醫院教學平台「學習園地」獎勵辦法』辦理。每篇獎勵金新台幣UUUUUU500500500500 元元元元UUUUUU。 

在職進修意願調查在職進修意願調查在職進修意願調查在職進修意願調查    

為促進院內提升自我專業能力及學習風氣，擬推動在職進修碩士班，倘有意願進修之同仁，請與教

學中心(分機 77853)聯繫，謝謝。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館訊息館訊息館訊息館訊息    
1. ERMG 電子資源  http://lib.chimei.org.tw/er/ ＞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 

(1)新增 LWW 電子書 409本（HTML格式）； 

(2)ClinicalKey 電子書於今年 3月關閉下載 PDF 全文檔案功能，同仁仍可閱讀 1000 多本完整    

HTML 全文電子書。 

2. 中文紙本期刊雜誌參考去年使用狀況訂購，部份休閒雜誌轉訂電子版： 

(1)院內或院外遠端連線：ERMG>資料庫＞凌網 HyRead電子書.雜誌，或用智慧型裝置 APP 登入 

借閱。 

(2)舉辦 Hyread凌網操作講習影音已上線(永康院區＞通識課程)，課程講義置於圖書館網頁。 

3. 無人事號實見習生自今年度 3月起調整與新增服務： 

(1)利用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ERMG 查詢文獻，請以帳號/密碼 student/student登入，限於院內電 

腦使用。（原為 guest） 

(2)開放免費申請北醫館際合作全文文獻，首次申請需攜帶實習證到圖書館登記，即可開放  

email 申請館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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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借閱管理規則修訂，借閱資料過期者，或因同仁預約需提前調回續借資料，經催還三次不

歸還者，則停止借閱權限，直至資料歸還才可借閱。新書通報，詳見圖書館院內外網頁或館藏

資源查詢系統公告！ 

5. 年度各科推薦購買西文電子期刊為評估去年度使用量，使用量過低者將酌予刪訂，各科若未分

配足夠經費，可各別以科基金訂購需要期刊，或向圖書館申請免費北醫圖專案之館際文獻複印

服務，可親至圖書館櫃檯、電話或 e-mail 提出申請。 

6. 多媒體團隊合作學習專區：同仁於該區全程參與影音教學課程，可獲得教育學分，辦法請見圖

書館網頁公告說明。歡迎預約，觀賞多媒體視聽、影音資源，進行團隊合作、討論學習。 

7. 圖書館提供 iPad電子書借閱，可上網多元閱讀，借期 7天，不辦理館際借還，遺失或損壞需照

原價罰款賠償。  
如您需要收到醫教通訊，請寄封E-mail至HHHHHHUUUUUUclh9002@mail.chimei.org.twclh9002@mail.chimei.org.twclh9002@mail.chimei.org.twclh9002@mail.chimei.org.twUUUUUUHHHHHH，

編輯小組會盡快將最新一期醫教通訊寄至您的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