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PV 衛教友善診所繼續教育線上直播課程 (線上直播) 
 
主辦單位：台灣癌症基金會 
活動日期：2021 年 10 月 03 日 

時間 題目 講師 

09:50-10:00 簽到  

10:00-10:10 
主辦單位致詞：友善診所目標 

(宗旨 /營運至今的成效 /未來的期待與展望 ) 
台灣癌症基金會 
賴基銘執行長 

10:10-11:00 HPV：潛藏在你我身邊的癌症危機 
馬偕紀念醫院醫學研究部 

張志隆主任 

11:00-11:50 一支疫苗防多癌：認識 HPV 疫苗 
台灣疫苗推動協會 

榮譽理事長  
李秉穎醫師 

11:50-12:20 HPV 疫苗：直擊臨床第一線的溝通實務 
曹景雄小兒科診所 

曹景雄醫師 

12:20-12:30 簽退  

 上課平台：HPV 衛教友善診所線上教育平台 
 報名方式：本活動限「HPV 衛教友善診所」會員(含申請中)參加，將由台灣癌症基金會發

出課程邀約，邀請會員自由報名加入。 
 簽到退機制： 

 觀影界面中將於會前、會後出現簽到按鈕 
 會後測驗： 

1. 課程結束後觀看介面右側將跳出會後 5 道講師提供的課後測驗題目(選擇題)，每題

20 分，60 分為及格。(學員需答對至少 3 題) 
2. 學員作答後，課程平台將自動紀錄得分(學員無法得知作答分數)。 

 會後提供查核資料： 
1. 會員姓名 
2. 學會會員編號或學員身分證字號(視學會需求提供) 
3. 課前中後簽到退時間造冊 
4. 課後測驗得分報表 
5. 學員觀看影片時間報表 

 活動聯絡人： 
楊昀儒  
02-2751-1909 # 316 
0958-786-075 
winnie_yang@vmpr.com.tw 

 



課程資訊 

授課日期 / 時間 110 年 10 月 3 日 10 時 10 分 至 10 月 3 日 11 時 00 分 

講師姓名 張志隆 

主講題目 HPV：潛藏在你我身邊的癌症危機 

課程摘要 

(50-200 字) 

1. HPV 是什麼：病毒簡介、流行病學、與傳染途徑 
2. HPV 引起尖圭濕疣 (菜花) 和癌症的機制 
3. HPV 病毒突變株的分布特性與臨床意義 
4. HPV 的癌症威脅：子宮頸癌、頭頸癌、肛門癌 
5. HPV 疫苗的契機 

講師個人資料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科系/級別(研究所/大學/專科)：癌症免疫實驗室/博士後研究 

 單位名稱 職稱 年資 

現職 

馬偕紀念醫院 醫學研究部主任 -迄今 

馬偕紀念醫院 精準生技中心主任 -迄今 

馬偕紀念醫院 婦產部資深主治醫師 -迄今 

台灣婦癌醫學會  秘書長 -迄今 

工作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  婦產部婦癌科主任  

國家衛生研究院  婦癌專科醫師  

台灣婦癌醫學會  理事  

 



課程資訊 

授課日期 / 時間 110 年 10 月 3 日 11 時 00 分 至 10 月 3 日 11 時 50 分 

講師姓名 李秉穎 

主講題目 一支疫苗防多癌：認識 HPV 疫苗 

課程摘要 

(50-200 字) 

1. HPV 疫苗簡介 
2. HPV 疫苗在國際上的推廣策略與成效 
3. HPV 疫苗在推廣上的挑戰與解決方法 
4. 關鍵訊息一：HPV 疫苗屬於常規接種的一部份 
5. 關鍵訊息二：男性也應該接種 HPV 疫苗 
6. 關鍵訊息三：HPV 疫苗有顯著的防癌效果 
7. 關鍵訊息四：接種 HPV 疫苗符合個人經濟效益 
8. 關鍵訊息五：HPV 疫苗接種實務 Q&A 

講師個人資料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國立台灣大學 

科系/級別(研究所/大學/專科)：臨床醫學/研究所 

 單位名稱 職稱 年資 

現職 台大兒童醫院小兒部 主治醫師 1990--迄今 

工作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 副教授 1997--迄今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預

防接種諮詢小組 召集人 2013--迄今 

 

 

 

 

  



課程資訊 

授課日期 / 時間 110年 10月 3 日 11時 50 分 至 10月 3 日12 時 20 分 

講師姓名 曹景雄 

主講題目 HPV 疫苗：直擊臨床第一線的溝通實務 

課程摘要 

(50-200 字) 

1. 共享決策對於 HPV 疫苗接種的意義 
2. 溝通情境一：31-45 歲女性，首次做抹片/有抹片經驗/前來諮

詢者 
3. 溝通情境二：19-25 歲男女，大學新鮮人/剛出社會者 
4. 溝通情境三：媽媽帶女兒來打公費子宮頸癌疫苗，媽媽詢問

是否本身也需要自費施打 
5. HPV 疫苗之溝通原則和技巧 
6. 醫師與疫苗接種對象溝通實務分享 

講師個人資料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私立台北醫學院 

科系/級別(研究所/大學/專科)：醫學系/大學 

 單位名稱 職稱 年資 

現職 曹景雄小兒專科診所 院長 2004-至今 

工作經歷 

長庚兒童醫院 小兒科主治醫生  

長庚兒童醫院 過敏氣喘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中心 兒童急診主治醫師   

聖保祿醫院 小兒科主治醫師   

台灣兒童氣喘之友會 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