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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南亞醫療服務-緬甸 考察

藉由連續性計畫，持續協助緬甸發展緊急醫療

，並且積極於愛滋病防治作業上。同時透過與

緬甸醫學會及緬甸護理與助產士學會合作，建

立互助互信機制，加強台緬交流。期使透過長

期有效合作，協助緬甸建置完善的緊急醫療體

系，並且落實愛滋病防治策略。另一方面也提

供我國醫護人員有公共衛生評估、緊急醫療及

愛滋病防治規劃的學習機會。

緬甸仰光 8 5 187.410

2 東南亞醫療服務-肯亞 考察

2015年除延續往年計畫持續培訓高階護理人

員。因義大利捐贈大量洗腎機予肯亞，與肯亞

政府聯繫及會商，討論兩國合作培訓洗腎護理

人員的可行性。期使將台灣洗腎技術移植至肯

亞的醫護人員。另此次回訪中發現，學員在台

灣所學習的知識及技能皆能廣泛運用於任職的

醫院，難能可貴。尤其在感染控制上，普遍大

有所為。如：強化洗手重要性、廣設乾洗手

液、建置感染控制清單…等。

肯亞 10 3 222.081

3 東南亞醫療服務-尼泊爾 考察

成大醫院致力於國際化的醫療服務，持續多年

至尼泊爾、印度等地，提供居民醫療服務、疾

病防治及衛生教育。今年前往尼泊爾波卡拉

(Pokhara)及穆斯丹(Mustang)，因今年度首次與

波卡拉及穆斯丹(寺廟合作，此次醫療服務著重

於評估當地居民的疾病流行病學及醫療需求，

作為未來醫療合作的參考。

尼泊爾加德

滿都
10 8 684.319

4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第32屆

ISQua國際年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卡達杜哈 10 2 100

5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歐洲加護

醫學會國際會議(歐洲重

症醫學年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德國柏琳 7 1 50

6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美國風濕

病醫學年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美國 7 1 43

7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歐盟老年

醫學會第11屆年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挪威 7 1 50

8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國際醫療

照護品質大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挪威 10 1 50

9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第23屆國

際健康促進醫院與健康

服務研討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挪威奧斯陸 9 1 30

1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第12屆歐

洲營養會議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德國柏琳

12

(含休假及

例假)

1 30

11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2015年第

二屆泛太平洋骨科大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美國夏威夷 9 1 30

12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第12屆春

季EDAV研討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美國

16

(含休假及

例假)

1 50

13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歐洲泌尿

科醫學會2015年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西班牙

12

(含休假及

例假)

1 42.591

14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美國耳鼻

喉科年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美國 8 1 50

15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美國眼科

醫學會年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美國 9 1 50

16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脊椎疼痛

寄神經調控研討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英國倫敦

12

(含休假及

例假)

1 50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04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

國外旅費支出情形表

原計畫名稱[東南

亞醫療服務]，預

算金額2,058,000元

，為推展非洲地區

國家衛生合作計畫

，變更為[非洲及

東南亞醫療服務]

，每梯次5人，每

梯次7-14天，預算

金額2,058,000元維

持不變(104年6月

17日成附醫人字第

1040011064號函申

請變更，經教育部

104年6月30日臺教

人(三)字第

1040083338號函同

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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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04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

國外旅費支出情形表

17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世界復健

年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德國柏琳

16

(含休假及

例假)

1 50

18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國際輸血

研討會(ISBT)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英國倫敦 9 1 50

19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2015年歐

洲手外科醫學會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義大利 9 1 37.237

2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分子病理

(診斷)會議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日本札幌 5 1 30

21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2015年國

際鴉片類科學會議(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inoids)

開會 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美國波士頓 8 1 50

22
學習腎臟移植手術相關

照護及研究
進修

學習腎臟移植手術相關照護及研究可提升臨床

手術技術與病患治療品質。
美國 365 1 350 計畫執行中。

23
學習臨床教學課程與實

習之規畫執行
進修

學習臨床教學課程與實習之規畫執行，瞭解美

國新制藥學教育實習訓練的安排及如何進行病

人藥事照護相關作業，及觀摩如何建置完善的

安全用藥模式，以維護病人用藥安全。

美國波士頓 157 1 200

24
機器手臂輔助之顯微手

術應用及教學
進修 機器手臂輔助之顯微手術應用及教學。 泰國 365 1 350 計畫執行中。

25
發展減重代謝手術與相

關研究能力
進修

希望學習更多與減重手術相關的臨床技術及病

人照護問題，及提升肥胖相關問題之研究能

力。

美國 0 0 0
因家庭因素未執

行。

26 選送主治醫師出國進修 進修 至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眼科中心研習 美國匹茲堡 730 1 350

27
心內導管注射技術以及

幹細胞治療
進修

學習心內導管注射技術，運用於幹細胞治療心

肌梗塞等心臟病患者
美國西雅圖 109 1 125

28
出國進修學習神經血管

內治療之相關技術
進修 出國進修學習神經血管內治療之相關技術 日本 89 1 105

29

1.腦神經刺激治療進修

(r-TMS dTCS)。2.腦神

經科學可塑性研究。3.

精進憂鬱症強迫症新治

療。

進修

(1)腦神經刺激治療進修(r-TMS dTCS)。

(2)腦神經科學可塑性研究。

(3)精進憂鬱症強迫症新治療。

德國 82 1 125

30

研究眼角膜輪狀部幹細

胞培養之技術與其相關

疾病之研究。

進修
學得眼角膜輪狀部幹細胞培養之技術並將此技

術用於醫學之發展。
奧地利 32 1 75

31
學習國外主動脈中心的

臨床規模與治療常規
進修

精進主動脈手術技巧，學習國外主動脈中心的

臨床規模與治療常規。
美國紐約 61 1 100

32
學習國外一般外科、直

腸外科領域專業內容
進修

藤田健康大學為國際一流大學，其大腸直腸外

科和腹腔鏡手術更是聞名於國際；以受過基本

外科訓練的第五年外科住院醫師至日本學習，

應該更能有實質上的獲益。

日本 25 1 55

33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癌症中心運作推

展

進修

1.實習國外癌症中心運作及推動癌症品質之重點

事項

2.實習國外癌症中心對於癌症醫謢人員進階能力

培訓方式

3.實習國外癌症護理執行現況、照顧品質指標及

成效評估方案

日本 34 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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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應用團隊運作模

式落實於重症病童及其

家庭之護理

進修

於參訪期間，深入至該醫院重症照護單位見習

，如著重在重症病童安寧之照顧，另因本單位

目前亦有疑似虐待頭部外傷之病患照顧經驗，

故可了解該院於照顧疑似兒虐個案之經驗，同

時積極參與相關專業團隊會議或家庭會議，以

了解學習其團隊運作模作。

澳洲雪梨 53 1 100

35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骨科病房專科護

理照護

進修

1.觀摩國日本科病房設備及工作標準作業流程。

2.比較國內外骨科病房護理照顧相異之處，藉不

同醫療照護模式及新知探求，進而學習更全方

位的骨科護理專業。

3.學習骨科病人異常事件之預防與處理機制

4.了解日本骨科病房輔導員如何帶領護生或新進

護理人員進入骨科專業領域。

5.促進護理專業之國際交流。

日本大阪 60 1 80

36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愛滋病以及感染

重症照護

進修

1. 觀摩愛滋病人於門診追蹤以及住院過程之連續

性照護。

2. 觀摩感染重症病人其住院過程之連續性照護。

3. 參訪及學習愛滋病以及感染重症之護理照護模

式與特色。

新加坡 61 1 80

37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選送醫事人員出

國短期進修--發展高齡

照護計畫

進修

1.觀摩國外老年照護病房之設施。

2.觀摩國外高齡照護管理模式。

3.觀摩比較國內與國外之差異，學習特色。

4.了解國外高齡照護醫院與社區的連結模式。

日本熊本、

名古屋
89 1 105

38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癌症照護/臨床護

理

進修

(1)觀摩神經內外科重症病人由入院至出院連續

性照護模式。

(2)學習及參觀神經內外科重症治療、護理及神

經復健過程，跨團隊合作參與情形。

(3)瞭解神經內外科重症病人安全及照護相關品

管指標推行方式。

日本 34 1 55

39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肥胖及代謝症候

群防治

進修

1.觀摩國外癌症病房設備與工作流程及護理品質

推行與執行的概況。

2.參訪國外癌症病房病人照護狀況及人員培訓模

式；瞭解人員發展計劃及晉升政策。

3.藉由短期進修機會至其他機構觀摩學習，臨床

癌症病人之出院準備及長期照護模式，以學習

整合連貫性醫療照護。

日本 31 1 55

40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心血管外科及重

症護理

進修

1.學習肥胖及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減重諮商未

來發展方向及技巧。

2.學習利用網路及多媒體進行代謝症候群防治及

糖尿病照護的衛教。

3.瞭解新陳代謝專科個案管理師和糖尿病衛教護

理師之角色和功能，並培訓人才。

新加坡 54 1 100

41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

進修--重症照護/臨床護

理資訊

進修

1.觀摩國外重症單位及心臟血管外科術後照護工

作現況。

2.學習進階心血管外科及重症護理(例如：

ECMO、VADs、心臟移植、小兒先天性心臟病

術後照護)

3.觀摩心臟血管術後病人衛教指導及居家照護。

日本東京 34 1 55

填寫說明:

1.本表各非營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包含運動發展基金、部屬機構非營業特種基金、附設醫院非營業特種基金及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校務基金。

2.「任務類別」欄，應按「考察」、「視察」、「訪問」、「開會」、「談判」、「業務洽談」、「進修」、「研究」、「實習」予以列明。

3.「出國計畫內容」欄，略述出國計畫之主要任務，如考察、視察、訪問類計畫填寫擬拜會或視察機構等，開會、談判、業務洽談類計畫填寫會議

議題、談判重點等，進修、研究、實習類計畫填寫主要研習課程等。

4.出國計畫使用之經費如屬「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3條規範之校務基金之來源者，均屬本表填寫範圍。包含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

學計畫」、「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及「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等計畫補助經費支應之出國計畫，係屬前開條例第3條第1項第1

款「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另科技部補助經費支應之出國計畫，係屬前開條例第3條第1項第2款第4目「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均

須填寫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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