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醫院

辦理醫護人員教育訓練計畫 課程表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承辦單位：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日 期：民國 110年 5月 27 日（星期四）12:00-18:30
地 點：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敬義樓 1樓會議廳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4段 966 號)

時間 課程內容(暫定) 講 師(主持人)

12:00~12:30 報到

12:30~12:50 課前測驗1

12:50~13:00 致詞

13:00~14:00 新生兒腸病毒感染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新生兒科

林湘瑜主任(呂坤家主任)14:00~14:50
新生兒腸病毒臨床表現（含腸病毒 71
型、D68型及新生兒感染）

14:50~15:00 討論、休息

15:00~16:00 腸病毒感染預防及感染措施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醫院小兒心

臟科何季麟主任(呂坤家主任)

16:00~17:00 腸病毒重症臨床處置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醫院小兒心

臟科何季麟主任 (呂坤家主任)17:00~17:50 案例討論與轉送時機

17:50~18:20 綜合討論暨課後測驗

邀請對象：中區各基層暨醫療院所及產後護理之家之醫師、醫事、護理(士)師或有興趣夥伴

備註：

1.課程全程免費，需事先報名，以利會場準備(不接受現場報名)

2.本講習訓練課申請一般西醫、小兒科、新生兒科、婦產科、專科護理師、護理人員、助產士及

台灣醫院感染管制學會等學分申請中

3.報名請洽以 e-mail：jennifer@ccgh.com.tw 或洽 04-24632000轉 321516何碧宜管理師

4.報名表:

姓名 單位 職稱 聯絡手機 e-mail 學分

1申請計畫書如有列選配指標「學員腸病毒知識提升比率」或「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識提

升比率」者，請一併於申請計畫書課程表列出測驗時段。

mailto:jennifer@ccgh.com.tw


澄清綜合醫院 中港院區
學術活動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資料表

為配合各項活動研習繼續育積分審定申請，敬請務必支持與配合提供課程主

題摘要內容及講師學經歷資料；以方便至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申請課

程審定。

(一) 課程主題摘要內容

主講題目
新生兒腸病毒感染

新生兒腸病毒臨床表現（含腸病毒 71 型、D68 型及新生兒感染）

摘要內容

﹙10~100字）

建立腸病毒醫療網責任醫院與周邊醫院合作網絡，補助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1.教育對向為其周邊醫院(包含本島偏遠地區及離島)之醫室人員。

2.針對今年腸病毒重症(含腸病毒 71型及 D68型)之診斷與臨床照護；探討小

兒腸病毒臨床症狀、免疫特性、傳染途徑與照護重點

(二) 講師資料 （＊為必填項目，身份證字號不填時，該講師將無法取得此堂課之繼續教育積分）

＊ 講 師 姓 名 林湘瑜 主任 身份證字號

＊ 連 絡 電 話 手機號碼

電 子 信 箱

＊ 最 高 學 歷

學 校：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醫學士

科 系：醫學系 畢業年度：

級 別：（請勾選）
研究所（博士）研究所（碩士）▓大學（學士）
技術學院 大專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教學
年資

實務
年資

研究
年資

＊ 現 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新生兒

科
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新生兒

加護病房
(NICU) 病房主任

＊經 歷
（至多 5 項）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主治醫師



(三)補充資料

專 長 新生兒科

特殊成就

論文發表
1. 蘇百弘 (Bai-Horng Su)*、林湘瑜 (Hsiang-Yu Lin)、邱曉郁 (Hsiao-Yu
Chiu)、蔡明倫(Ming-Luen Tsai)、陳映廷(CHEN YIN-TING)、魯怡群(LU
I-CHUN)，Therapeutic strategy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Pediatrics and Neonatology，2019 Oct，():
2. (Chun-Chih Peng)、(Jui-Hsing Chang)、林湘瑜(Lin, Hsiang-Yu)、(Po-Jen
Cheng)、蘇百弘(Bai-Horng Su)*，Intrauterine inflammation, infection, or
both (Triple I): A new concept for chorioamnionitis， Pediatrics and
Neonatology，2017 Sep，2017():1-7
3. 黃鈺婷(Yu-Ting Huang)、林湘瑜(Lin, Hsiang-Yu)、王仲興(Chung-Hsing
Wang)、蘇百弘(Bai-Horng Su)*、林則成(Che-Chen Lin)，Association of
preterm birth and 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with metabolic outcom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from Taiwan，
Pediatrics and Neonatology，2017 Jul，2017():1-7
4. (Shu-Yao Tsai)、林湘瑜(Lin, Hsiang-Yu)、林駿憑(Chun-Ping Lin)*，
Prediction of the growth and storage conditions of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and Lactobacillus casei by isothermal kinetic simulation，
THERMOCHIMICA ACTA，2017 Jul，():
5. 林湘瑜(Lin, Hsiang-Yu)、黃富槻(Fu-Kuei Huang)、林駿憑(Chun-Ping
Lin)*，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of Pleurotus citrinopileatus extract and
vitamin E on the stabilization properties of camellia oil， JOURNAL OF
THERMAL ANALYSIS AND CALORIMETRY，2017 Apr，():
6. 林湘瑜 (Lin, Hsiang-Yu)、林駿憑 (Chun-Ping Lin)*， Evaluation of
preliminary causes for vitamin D series degradation via DSC and HPLC
analyses，JOURNAL OF THERMAL ANALYSIS AND CALORIMETRY，2017
Feb，():

備 註



澄清綜合醫院 中港院區
學術活動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資料表

為配合各項活動研習繼續育積分審定申請，敬請務必支持與配合提供課程主

題摘要內容及講師學經歷資料；以方便至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申請課

程審定。

(一) 課程主題摘要內容

主講題目
1. 腸病毒感染預防及感染措施

2. 腸病毒重症臨床處置

3. 案例討論與轉送時機

摘要內容

﹙10~100 字）

建立腸病毒醫療網責任醫院與周邊醫院合作網絡，補助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1.教育對向為其周邊醫院(包含本島偏遠地區及離島)之醫事人員。

2.針對腸病毒感染重症臨床處置及腸病毒預防及感染管制措施，提升基層院

所及產後護理之家醫療照護認知。

(二) 講師資料 （＊為必填項目，身份證字號不填時，該講師將無法取得此堂課之繼續教育積分）

＊ 講 師 姓 名 何季麟 身份證字號

＊ 連 絡 電 話 手機號碼

電 子 信 箱

＊ 最 高 學 歷

學 校：中國醫藥大學

科 系：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畢業年度：

級 別：（請勾選）
▓研究所（博士）研究所（碩士）大學（學士）
技術學院 大專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教學
年資

實務
年資

研究
年資

＊ 現 職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兒科部
主治醫師兼小兒

心臟科主任

＊經 歷
（至多 5 項）

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小

兒科
主治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兒童心臟科 研究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重症醫學

次專科
研究醫師



(三)補充資料

專 長
先天性心臟病、小兒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 一般兒科疾病、呼吸道及各項感染 嬰幼兒預防

注射、健康檢查、小兒過敏及皮膚疾病

特殊成就

論文發表

備 註
專業證照
醫師證書

兒科專科醫師證書

小兒心臟專科醫師證書

兒童重症醫學次專科醫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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