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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 基 金 名 稱 ）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至 105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成大醫院國際醫療服務-肯亞 

(3)訪問：與肯亞衛生部、肯亞護理學會、

肯亞護理公會合作，共同辦理教育訓練，培

植當地醫療人才。辦理訓練課程、成果發表

會、去年計畫成效評值及回訪、面試今年來

台受訓人員 

341.941 

一、原計畫名稱「東南亞醫療服

務」，經教育部 105 年 3 月 2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050020744 號

函同意變更為「成大醫院國際醫

療服務」。 

二、為配合衛福部長照政策，於

成大醫院國際醫療服務計畫新

增「北歐國家長期照顧服務與制

度考察」子計畫，經教育部 105

年 8 月 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100772 號函同意變更。 

北歐國家長期照顧服務與制

度考察 

(3)訪問：為配合衛生福利部推動建構長期

照顧服務體系政策，本院擬派員隨同衛生福

利部官員一同前往參訪北歐國家長期照護

及輔具相關機構，經由實地考察，以吸取經

驗作為我國長期照顧政策推動參考。 

276.78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美國內分泌學會

ENDO2016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European Union 

Geriatric Medicine Society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4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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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老年醫學學會第 12屆國

際大會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美國整形外科醫學

會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皮膚科醫學會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ed Professional 

Sleep Societies (APSS)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49.84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國際醫療品質

及病人安全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國際醫療品質

及病人安全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國際醫療品質

及病人安全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與第21屆世界家

庭醫學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第32屆世界醫檢科

學學術國際會議 IFBLS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歐洲骨科醫學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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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國際醫療照護

品質大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世界藥學會、臨床

藥學或藥學發展相關國際會

議(2016第 33屆國際健康照

護品質協會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世界藥學會、臨床

藥學或藥學發展相關國際會

議(第32屆國際藥物流行病學

學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營養或健康促進或

營養有關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瑞典「第五屆

腦性麻痺國際研討會」

5thICPC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Asian conference 

on endometriosis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歐洲醫學教育會議 

(AMEE)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歐洲醫學教育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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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E)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歐洲眼整形及重建

手術醫學會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英國倫敦「歐

洲麻醉年會 ESA」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 ISPOR 21st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29.94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 ESMO 2016 發

表論文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49.243 

為使年度因公派員出國經費有

效運用並鼓勵醫事人員出國參

加會議發表論文，爰將部份短期

出國進修經費變更至會議，經教

育部 105年 10月 24日臺教人(3)

字第 1050146105 號函核准變更

新增 380千元。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 Influenza 

Research Training Workshop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6世界小兒消化

醫學會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43.977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國際兒童青少年糖

尿病學會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歐洲重症醫學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6 

International Gynecologic 

Cancer Society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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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WCE 2016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3D立體定位心律不整電燒研

究 

(6)進修：提升 3D 立體定位電燒之臨床能

力，並配合開發研究，增進住院醫師教育訓

練。 

105 

1.尚未執行完畢 

2.原核定進修 1年，因考量人力

運用因素，經教育部 105年 6月

29 日 臺 教 人 ( 三 ) 字 第

1050081525 號函同意變更期間

及金額。 

學習人工心臟治療計畫、心臟

移植最新資訊及動物研究 

(6)進修：精進心臟衰竭(包含人工心臟、移

植等)計畫，包含動物研究及實驗室學習。 
350 尚未執行完畢 

學習外傷制度、外傷團隊經

營、外傷教學相關研究及動物

模型 

(6)進修：配合評鑑需求，發展外傷小組治

療重大外傷病患。 
350 尚未執行完畢 

口腔癌之個人化醫療之研究 

(6)進修：於臨床中利用基因型篩選出口腔

癌新生與再發之高危險群，將協助提升癌症

個人化治療之效率。 

350 尚未執行完畢 

瞭解美國 nutrition support 

pharmacist認證機制及觀摩

建置特殊藥品來源與供應流

程 

(6)進修：目前院內全靜脈營養輸液處方由

營養醫療小組成員之護理人員與藥師建議

處方。提升藥師於此領域專業執業能力，有

助於提昇整體照護品質。 

200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主治醫師或資深住院醫

師出國短期進修-學習國外臨

床技能中心之功能與角色 

(6)進修：本院臨床技能中心之功能及角色

將重新規劃，除規格設備及經營管理能符合

國際標準外，屬性亦能符合教學任務需求。 

125 

 

選送主治醫師或資深住院醫

師出國短期進修-學習國外一

般外科、直腸外科領域專業內

容 

(6)進修：提昇資深住院醫師臨床訓練及經

驗，充實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內容增加臨床視

野、精進專業知識能力。 

55 

 

選送主治醫師或資深住院醫 (6)進修：提昇資深住院醫師臨床訓練及經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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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出國短期進修-學習國外一

般外科、直腸外科領域專業內

容 

驗，充實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內容增加臨床視

野、精進專業知識能力。 

選送主治醫師或資深住院醫

師出國短期進修-1.學習頸動

脈內膜切除術 2.學習功能性

及立體定位神經外科手術 

(6)進修：1.學習頸動脈內膜切除術 2.學習

功能性及立體定位神經外科手術。 
125 

為鼓勵主治醫師及資深住院醫

師出國進修，經教育部 1050629

臺教人(三)字第 1050081525 號

函同意新增 245千元。 

實際參與臨床診斷及手術治

療淋巴水腫病患並學習超顯

微手術 

6.進修： 

參與 advanced clinical training 

program ，學習 lymphedeam治療技術。 

80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主治醫師或資深住院醫

師出國短期進修-赴美國兒童

皮膚研究中心考察 

(6)進修：因兒童皮膚為熱門議題且時常伴

隨其他器官之疾病，希冀出國考察兒童醫

院，以提供病童更全面性照護。 
75  

選送主治醫師或資深住院醫

師出國短期進修-赴美國考察

與學習皮膚病理 

6.進修：赴美國考察與學習皮膚病理。 75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修-

赴美國舊金山貝尼爾夫兒童

醫院見習早產兒照護模式 

6.進修： 

實習期間，至重症加護病房單位見習，著重

於早產兒出生後至出院前的發展性照護之

相關照護經驗、及未來方向，並參與醫療團

隊與家屬間相關會議，以了解完整的醫療運

作模式。 

80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修-

觀摩骨髓移植病房照護模

式、出院後的追蹤及 SHARE

模式的運用 

6.進修： 

1.提供癌症病人整體性之四全照護，提供醫

療人員癌症照護諮詢、教育與指導工作。 

2.瞭解其他國家骨髓移植病房照護現況，作

為促進臨床照護品質、人員培訓的參考。 

3.了解 SHARE 模式運用，轉化為護理師可

55 尚未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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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溝通技巧，以利護病溝通。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修-

腸胃外科病房護理照護 

(6)進修：1.觀摩國外病房設備及工作流程。 

2.參訪國外病房並仁照護狀況、人員培訓模

式及品質管理。 

3.比較國內外腸胃外科病房護理照護相異

之處，借不同醫療照護模式及新知探求，進

而學習更全方位的腸胃外科護理專業。(4)

學習觀摩乳房手術、甲狀腺手術及減重手術

病人術後照護。 

80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修-

學習慢性疾病病人長期照護

與末期安寧照護模式 

(6)進修：1.瞭解國外長期照護模式，及醫

療團隊之合作方式。2.瞭解國外對於末期病

人提供之安寧療護照護模式。3.學習提升照

護品質的策略。 

80 

 

選送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修-

學習國外出院準備服務及團

隊合作模式 

(6)進修：1.瞭解國外出院準備服務推行現

況。2.瞭解國外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師之

角色功能及管理模式。3.瞭解國外出院準備

服務與長期照護機構之服務團隊成員、成員

角色及照護模式。 

80 

 

合計 

 

4,119.233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
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