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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訓練目的                                 

為培養國內腫瘤護理專科人才，台灣腫瘤護理學會特舉辦「基礎腫瘤護理

訓練」和「進階腫瘤護理訓練」，結合臨床治療專家與護理專家，提供臨床護理

人員最先進的治癌知識與護理照護技巧，使能活用於日常照護工作，嘉惠癌症

病人。 

本次基礎腫瘤護理訓練課程為期八天(共計 55 小時)，課程內容著重癌症症

狀之處理與照護，期能進一步提升台灣地區癌症病人的照護品質。 

貳、課程授課目標： 

學員經基礎訓練後，能在身、心、靈及社會層面的護理能達到下列目標： 

一、瞭解常見癌症篩檢、診斷方法及其臨床運用。 

二、瞭解台灣常見癌症之治療與症狀處置。 

三、瞭解醫病共享決策概念。 

四、瞭解腫瘤多科際整合照護模式之運用與護理角色功能。 

五、瞭解腫瘤病人及家屬之心理、社會、靈性需求及臨床照護。 

六、瞭解安寧照護概念與臨床運用技巧。 

參、訓練期間：(為期八週，計八天) 

第一週：109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第二週：109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 

第三週：109年 8 月 27日(星期四) 

第四週：109年 9 月 03 日(星期四) 

第五週：109 年 9 月 08日(星期二) 

第六週：109 年 9 月 15日(星期二) 

第七週：10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 

第八週：109 年 9 月 29日(星期二) 

肆、訓練地點： 

     成大醫院醫護大樓 B1 醫護講堂(台南市北區東豐路 166 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  

基礎腫瘤護理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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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辦單位： 

成大醫院護理部 

陸、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109年 6 月 22日(一)~109 年 7月 13日(一)，限額 15 名，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nd.hosp.ncku.edu.tw/ND_edu/index_list.asp 

柒、收費標準(比照台灣腫瘤護理學會規定)： 

一、全期參加者：會員：5400 元 /非會員：7200元 

二、單日參加者：會員一日：800元 /非會員一日：1200 元 

◎注意：會員需為 109 年度效期內。 

捌、其他說明： 

一、 全期參加之學員完成全部課程且通過評核測驗，將核發台灣腫瘤護理學會之

結業證書(以郵寄方式核發)。 

二、 請於報名後一週內以現金方式繳交報名費，連同報名表、會員證影本至成大

醫院門診四樓護理部辦公室辦理。 

三、 報名後若不克參加者，於(7/31)前以電話通知，則可退 2/3的報名費或轉讓他

人(若會員轉讓予非會員，需補齊差額)，敬請提早報名。 

四、 因影響收費標準，請勿繳費後才提供會員證影本，本院將不受理。 

五、 講義及收據將於報到日領取。 

六、 配合防疫政策，參與學員請全程配戴口罩上課，謝謝您的配合。 

七、 依繼續教育積分審定作業規定，請各位學員注意當日需上午簽到、中午簽到

及下午簽退，三次簽名都需本人簽名，如查代簽或無簽名將不給予時數及積

分，謝謝配合！ 

八、 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繫課程承辦人許桂娟小姐，聯絡方式：06-2353535#2027

或 E-mail 至 n135656@mail.hosp.ncku.edu.tw  

https://nd.hosp.ncku.edu.tw/ND_edu/index_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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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成大醫院『基礎腫瘤護理訓練課程』課程表 

日 期 時 間 時數 主    題 主 講 者 

08/13 

(星期四) 

08:30-08:50 20分 報到 李佩儒小姐 

08:50-09:00 10分 
致歡迎詞 

基礎腫瘤護理訓練課程簡介 

張瑩如主任 

劉麗珒督導長 

09:00-10:00 1 腫瘤護理師在癌症照護的角色與功能 吳易霖副護理長 

10:10-11:00 1 胰臟癌簡介 趙盈瑞主治醫師 

11:10-12:00 1 胃癌簡介 顏家瑞主治醫師 

13:30-16:30 3 癌症預防與診斷概論 張尹凡主治醫師 

08/20 

(星期四) 

08:30-10:20 2 抗癌藥物治療(一)~化學治療之原理與應用 陳彥亨組長 

10:20-12:10 2 
抗癌藥物治療(二)~標靶藥物、荷爾蒙、免疫

治療簡介與應用 
陳彥亨組長 

13:00- 15:00 2 大腸直腸癌簡介 詹仁豪主治醫師 

15:10-17:00 2 血液腫瘤及淋巴瘤 許雅婷主治醫師 

08/27 

(星期四) 

08:30-09:30 1 食道癌簡介 陳盈元主治醫師 

09:40-11:40 2 肺癌簡介 張超群主治醫師 

13:00-15:00 2 放射線治療之原理與應用 林逢嘉主治醫師 

15:10-17:00 2 
放射線治療及合併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之

病人照護 
郭雅惠專科護理師 

09/03 

(星期四) 

08:20-10:10 2 腫瘤外科治療及護理 黃慧珍專師護理長 

10:20-12:10 2 腫瘤病人及其家庭照護 賴維淑老師 

13:00-15:00 2 泌尿道癌 胡哲源主治醫師 

15:10-17:00 2 腫瘤病人疼痛處置及護理 陳玉葉安寧共照護理師 

09/08 

 (星期二) 

09:00-10:00 1 期中考 劉麗珒督導長 

10:10-12:00 2 肝癌簡介 邱彥程主治醫師 

13:30-14:30 1 膽道癌簡介 劉奕廷主治醫師 

14:40-16:40 2 腫瘤術後重建與生活功能重整 方素瓔老師 

09/15 

(星期二) 

08:20-10:10 2 頭頸部癌症簡介(含口腔癌、鼻咽癌) 張展旗主治醫師 

10:20-12:10 2 乳癌簡介 陳尚鴻主治醫師 

13:10-15:00 2 腫瘤病人之病情告知與醫病共享決策 蔡瑞鴻主治醫師 

15:10-17:00 2 婦癌簡介(含子宮體癌、卵巢癌) 黃于芳主治醫師 

09/22 

(星期二) 

08:20-10:10 2 化學治療安全給藥與防護 張素容護理長 

10:20-12:10 2 化學治療病人之照護 白秀藝專師副護理長 

13:00-15:00 2 腫瘤病人衛教指導與成果評量 李秀花督導長 

15:10-17:00 2 腫瘤病人營養護理 李雅萍營養師 

09/29 

(星期二) 

08:20-10:10 2 安寧緩和照護概論（政策面、執行面與挑戰） 邱智鈴督導長 

10:20-12:10 2 
腫瘤常見靜脈導管之照護 (PICC, Port-A, 

Hickmen) 
陳政惠護理長 

14:00-15:00 1 腫瘤護理人員之壓力管理 洪宜翔心理師 

15:10-16:10 1 期末考 劉麗珒督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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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講員簡介(按課程順序 )  

姓 名 職 稱 任職醫院/單位 

張瑩如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劉麗珒 督導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吳易霖 副護理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副護理長 

趙盈瑞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顏家瑞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張尹凡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 

陳彥亨 組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劑部組長 

詹仁豪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許雅婷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陳盈元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張超群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林逢嘉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放射腫瘤部主治醫師 

郭雅惠 專科護理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專科護理師 

黃慧珍 專師護理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外科專師護理長 

賴維淑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台灣腫瘤護理學會教育委員會委員 

胡哲源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泌尿部主治醫師 

陳玉葉 共照護理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安寧共照護理師 

邱彥程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劉奕廷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方素瓔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張展旗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 

陳尚鴻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家衛生研究院主治醫師 

蔡瑞鴻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黃于芳 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張素容 護理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護理長 

白秀藝 專師副護理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內科專師副護理長 

陳政惠 護理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護理長 

李雅萍 營養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營養部營養師 

邱智鈴 督導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李秀花 督導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洪宜翔 心理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症中心腫瘤心理師 

 



【上課地點】成大醫院醫護宿舍B1 醫護講堂(台南市北區東豐路166號B1) 

交通資訊： 
路線1.台南火車站下車後，請由後站出口出站，出口前馬路為前鋒路，請左轉前鋒路

直走到東豐路再右轉沿著東豐路直走到166號即是醫護宿舍因為有門禁限制(請
非成大學員由管理室門口進入，向管理員告知是上課學員)。 
路線2.台南火車站下車後，先走到成大醫院(勝利路138號)，繼續直走往前走到東豐路

再左轉，就會到醫護宿舍(東豐路166號)因為有門禁限制(請非成大學員由管理室門

口進入，向管理員告知是上課學員)。 
 
 
 
 
 
 
 
 
 
 
 
 
 
 
 
 
 
 
 
 
 
 
 
 
 
 
 
 
 
 
 
 
醫護大樓門口外觀 

【杏一醫療用品店的斜對面】 

上課位置(B1F) 

1. 由永康、仁德交流道車程約 30 分鐘，           示建議路線。 

2. 由後火車站徒步約 10 分鐘。 

3. 由台南機場車程約 30 分鐘。 

4. 地址：台南市北區東豐路 166 號  電話 06-2353535 轉 6667 

停車資訊： 

機車：門診大樓 B1(繳費方式：先取磁卡，離開前先繳費，設有全自動繳費機) 

汽車：門診大樓 B1-B3(繳費方式：先取磁卡，離開前先繳費，設有全自動繳費機) 

建議機車勿停靠人行道，此走道為拖吊路段!! 

停車位置(門診大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