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 104年「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培訓課程」訓練辦法 

一、 報名資格：  

(一)初階課程：未曾參加戒菸衛教人員初階訓練之藥事人員。 

(二)進階課程：未曾參加戒菸衛教人員進階培訓課程之藥事人員。 

 

二、本年度預計辦理場次： 

     1.初階培訓課程場次： 

初階培訓 

課程日期 
上課地點 報名截止日期 人數 

4/11(六)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 1號) 
即日起~3/31(二) 100 

 

2.進階培訓課程場次： 

進階培訓 

課程日期 
上課地點 報名截止日期 人數 

4/18(六)上午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 1號) 
即日起~3/31(二) 100 

4/25(六)上午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 1號) 
即日起~3/31(二) 100 

      

    

  



三、課程表 

   1.初階課程表： 

 

   2.進階課程表： 

4月 11日(六) 

08:30-09:00 報到及課前測驗  

09:00-10:00 菸害的認識及抽菸與疾病的相關性 謝煒銘 醫師 

10:00-10:50 健康生活習慣與戒菸 謝煒銘 醫師 

10:50-11:00 休息  

11:00-12:10 國內外菸害防制政策推展現況 資深戒菸講師 林珠 

12:10-13:00  中午休息 

13:00-13:50 拒菸、戒菸資源及轉介 資深戒菸講師 林珠 

13:50-14:40 戒菸衛教師在個案管理中的角色 資深戒菸講師 林珠 

14:40-14:50 休息  

14:50-15:40 尼古丁的藥理與戒菸藥物的使用 資深戒菸講師 林珠 

15:40-16:30 戒菸的行為改變模式與策略 資深戒菸講師 林珠 

16:30-17:20 CO測試儀操作指導    資深戒菸講師 林珠 

 綜合討論及課後測驗  

4月 18日(六) 

08:30-09:00 報到及課前測驗  

09:00-10:00 如何幫助個案堅持到底及預防復吸 資深戒菸講師黃燕華 

10:00-10:50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之實務操作 

分組討論及演練 
  資深戒菸講師黃燕華 

10:50-11:00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之實務操作 

分組討論及演練 

資深戒菸講師黃燕華 

11:00-12:10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之實務操作 

分組討論及演練 

資深戒菸講師黃燕華 

4月 25日(六) 

08:30-09:20 戒菸介入之實證基礎與戒菸指引 陳陞元 醫師 

09:20-10:10 如何引起個案戒菸動機及協助個案戒菸 陳陞元 醫師 

10:10-10:20 休息  

10:20-11:10 戒菸諮詢技巧與案例解析 陳陞元 醫師 

11:10-12:10 案例綜合討論及課後測驗 陳陞元 醫師 



 

四、 報名方式：  

(一)報名自即日起向新竹縣藥師公會採傳真(03-5572969)報名，名額

有限，額滿為止。報名窗口:總幹事蔣孝凡；電話: 0938996900。 

(二)全程免費，本課程以符合簽約資格之社區健保藥局藥師為優先培

訓對象，尚有名額時再由其他類別藥事人員依收件日期依序遞

補。 

(三)已報名者若要取消報名，請於開課三天前來電至公會進行取消。 

(四)開課前不另外通知，若有課程取消或改期等情況，本會將通知已

報名學員相關事宜。 

五、 培訓費用： 

(一)全程免費。 

(二)各場次皆附午餐，備有茶水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六、 結訓資格： 

(一)參訓學員須完成簽到退，並全程參與培訓課程。 

(二)完成課後測驗，其測驗成績需通過 75 分（含）以上，不合格者需

重新上課。 

(三)合格者，將由主辦單位於課程結束後一禮拜內上傳學分積點（初

階：8 點、進階：7 點）至衛生福利部继績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並授

與證書。 

七、 培訓須知及其他注意事項： 

藥事戒菸衛教人員高階證書有效期限為 6 年。 

八、 聯絡方式： 

(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聯絡人：(03)5518160*146 范欣怡 

            (03)5518160*138 溫秀蘭 

    地  址：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 1 號  

 

(二)新竹縣藥師公會: 

  聯絡人:總幹事蔣孝凡 

  電  話:(03)5572970，093899690 

  傳  真:(03)5572969 

  地  址: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445 號 



104年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初進階培訓課程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所屬縣市公會 
執業處所 

(藥局/醫療院所名稱) 

執業處所能否與國健署

簽約(含醫療院所及社

區健保藥局) 

__________藥師公會 

 

 

__________藥劑生公會 

 

□是    □否 

社區健保藥局執業處所所使用之健保申報軟體廠商名稱 

 

電話 

執業處所 

市話： 

 

手機： 通訊地址 

□□□(請填寫郵遞區號) 

午餐 □葷   □素 

藥師證書字號  

藥生證書字號  

初階上課證明 
□ 初階證書 

□ 學分證明 
進階上課證明 

□ 進階證書 

□ 學分證明 

 

報名傳真電話：０３－５５７２９６９ 

 



機關地址：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445號 

承 辦 人：蔣孝凡 

電    話 :0938996900  FAX：03-5572969 

電子信箱：hcpahcpa@gmail.com 

新竹縣藥師公會  函 
 

 
 

受文者：如正副本表列(敬稱略)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02月 26日 

發文字號：104竹縣藥師仁字第 007號 

速    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報名須知、課程表及報名表。 

 

主旨：辦理 104 年度藥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請查照。 

說明： 

一、 時間：104 年 4 月 18（六）下午、19（日）全天、25

（六）下午、26（日）全天，合計四天 25 學分。 

二、 地點：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3 樓議室。 

三、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3 月 31 日止，(坐位有限，

請盡速完成報名，如有餘額開放非會員報名)。 

四、 報名費： 

(一) 本會會員於 104 年 3 月底前繳清會費者繳交 500 元(公

會補助 1500 元，請檢附收據影本)，未繳交會費者報名

費比照非會員。 

(二) 非會員 2000 元。 

五、 報名須知課程表及報名表，如附件。 

正本：本會第 26屆全體會員 

副本：本會 

                      

 

 

 

 

 

 



課程表 
課程期間：自民國 104 年 04 月 18 日起至民國 104 年 04 月 26止 
課程積分類型： 
        ■面授、實習課程。 

 公開徵求論文及具審稿機制之年會、學術研討會或國際學術研討會。 

 公開徵求論文及具審稿機制之學術研討會。 

□  經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或醫藥院校特別演講、教學醫院臨床討論或專題

演講。 

 網路繼續教育。 

 藥事、藥學相關雜誌通訊課程。 

序 課程題目 
課程內

容類別 講師姓名 上課日期 起訖時間 積點 

1-1 
從 SORT & POWER Study 看

疼痛治療的策略 
 鄭智庭 104.04.18 13:30~14:20 1 

1-2 
維生素 D與骨質疏鬆症的治

療 
 徐至貝 104.04.18 14:20~15:10 1 

2 COPD 治療新進展  待聘中 104.04.18 15:20~17:00 2 

3 
神經性疼痛臨床診斷與藥物

治療 
 許彥偉 104.04.19 08:20~10:00 2 

4 
老年退化性骨關節炎診斷與

治療 
 張淳昱 104.04.19 10:20~12:00 2 

5 
從 2013 健保用藥排行榜談

高血脂治療 
 蕭雅純 104.04.19 13:30~15:10 2 

6 藥廠藥師執業經驗分享(一)  廖思堯 104.04.19 15:20~17:00 2 

7 流感與肺炎藥物治療  林千裕 104.04.25 13:30~15:10 2 

9 
從流病看心血管疾病治療(暫

定) 
 待聘中 104.04.25 15:20~17:00 2 

10 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的治療  張蕙芳 104.04.26 08:20~10:00 2 

11 腦中風藥物治療  邱奕賓 104.04.26 10:20~12:00 2 

12 
2014 以實證為基礎的高血壓

處置 
 劉銘恩 104.04.26 13:10~14:50 2 

13 戒菸概論與用藥  徐碩佑 104.04.26 15:00~16:40 2 

14 藥師困境與未來發展  徐紹仁 104.04.26 16:50~17:40 1 

本次申請時數共 25 小時，合計 25 點 

 

http://hsinchu.cgh.org.tw/tw/content/doctor/08666a.html


 

 

新竹縣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報名須知 

 

 

 

 

 

 

 

 

 

 

 

 

 

 

 

 

 

 

一、 時間:104 年 04月 18(W 六)下午、19(W 日)全天、25(W 六)下午、26(W

日)全天合計 25 小時 

二、上課地點：新竹縣衛生局 3樓會議室 

三、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及郵政匯票（匯票抬頭：羅仁美），寄 304 新

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445 號，新竹縣藥師公會收，或親駕公會

報名(恕不接受網路及現場報名) 

四、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4.03.31（座位有限，請盡速完成報名） 

五、報名費：2000 元，104 年 3 月底前會費繳清之會員 500 元(公會補助

1500 元，請檢附繳費收據影本) 

六、學分證明：配合衛福部積分系統登錄，課程結束依簽到退表即時登錄，

學員自行上網確認，本次課程不開放選修。 

七、課程積分類型：面授、實習課程（依衛福部規定需超過 60%） 

八、本課程提供餐點，但請自備環保杯，現場不供應紙杯。 

九、本課程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須於開課前 10 日通知本會始可退

費，否則，一律不得要求退費 

 



報 名 表 

＊姓名 ＊會員  會費繳交 

 □是 □不是 □完成 □未完成 

＊聯絡地址: 

＊身份證字號: 

＊□藥師證書字號:                    □藥生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O)：              

 

(H)： 

 

＊行動： 

執業處所 

□醫院 

□藥廠 

□社區藥局 

□診所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有＊標記為必填項目 

 

…………………………………………………………………………… 

 

報 名 表 

＊姓名 ＊會員  會費繳交 

 □是 □不是 □完成 □未完成 

＊聯絡地址: 

＊身份證字號: 

＊□藥師證書字號:                    □藥生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O)：              

 

(H)： 

 

＊行動： 

執業處所 

□醫院 

□藥廠 

□社區藥局 

□診所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有＊標記為必填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