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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科技輔助醫學教育與照護研討會 
 

 目的：經過 COVID-19 疫情洗禮後，醫學教育已經逐漸接受遠距、混成以及各種形式的數位

輔助教學，再加上科技日新月異，VR/AR 以及人工智慧等應用越來越廣泛，科技輔助醫學教

育及照護已成為未來持續發展的領域，也會是進一步提升教學與照護品質的重要契機。本次

課程將透過分享、實作以及討論方式進行，以提供觀摩學習的機會。  

 主辦單位：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醫策會、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學部、醫療創新中心 

 舉辦日期：112 年 04 月 15 日(六) 09:00-15:00 

 舉辦地點：臺北榮民總醫院 第三門診 9 樓(醫療創新中心) 

 課程對象：醫事人員或臨床教育主管、教育單位專員。 

 活動費用：(一)個人會員：新台幣 2,500 元/人(且已完成 112 年會費繳納) 

       (二)團體會員：每家機構前 5 名新台幣 2,500 元/人， 

                    第 6 名起新台幣 3,000 元/人 

       (三)非會員：新台幣 3,000 元/人 

        

 課程時數：全程參加並核實簽到者，認列相關教育積分(醫師、護理師、藥師等繼續教育積分)

及核發上課證明乙張。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方式，限額 50 名；若報名未滿 20 人則取消開課。 

(一)線上填寫報名表：學會官網(http://www.tssh.org.tw/)課程與學術活動專區。 

(二)完成報名後請盡速繳費，將劃撥收據或轉帳證明回傳 mail 至學會信箱，方才完成報名。 

(三)繳費方式 

郵局臨櫃劃撥 帳號：42307563 

戶名：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處填寫課程名

稱及姓名 

ATM 轉帳 銀行代號：700 

帳號：7000010-42307563 

戶名：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提供繳費證明單據影本或照片或

螢幕截圖，並註明課程名稱及姓

名。 

(四)報名及繳費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4 月 7 日(五)止。 

 連絡方式：(02)55702427 轉 348 葉小姐 taiwanssh@gmail.com 

 

 

http://www.tssh.org.tw/
mailto:taiwanss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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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註：議程以當天現場為主 

時間 分 主題 講師/主持 

09:00-09:10 10 報到 秘書處 

09:10-09:15 5 

致詞/大合照 

蔡淳娟副院長/創會理事長 聯新國際醫院/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王拔群教授/執行長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楊盈盈教授/理事長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09:15-09:50 35 
以科技輔助臨床服務及醫學教育 

─國際醫療經驗分享 

陳柵君醫師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燒傷中心主任/整形外科 

主持人：程雅琳主秘 

09:50-10:25 35 
導入科技與創新，用 VR 與病人共創輔具 

經驗分享 

王馥庭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 

身障重建中心 

主持人：程雅琳主秘 

10:25-10:35 10 中場休息 

10:35-11:10 35 
智慧眼鏡動眼追蹤系統協助病患進行醫療決策 

案例分享 

周昱百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眼科部視網膜科 

主持人：程雅琳主秘 

11:10-11:45 35 
科技輔助醫學教育 

-未來教室與數位白板 

劉政亨醫師 

臺大醫院教學部 

主持人：程雅琳主秘 

11:45-12:45 60 午餐時間 

                   

12:45-14:15 

 

90 

                       科技輔助教材/設備 分站體驗 

臺北榮總 許心怡、葉芳妙 

VR/AR 輔助臨床服務及

醫學教育教材體驗、 

動眼追蹤系統體驗 

王馥庭教授團隊 

導入科技與創新， 

用 VR 與病人 

共創輔具 

新光醫院整形外科 

張耀仁主治醫師團隊 

科技輔助臨床教育 

及服務(新光體系體驗) 

14:15-15:00 45 綜合討論及回饋 

楊盈盈理事長 

劉政亨醫師 

臺大醫院教學部 

15: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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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群： 

楊盈盈 教授 

現任：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學部主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副系主任 

 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內科學科專任教授&臨床醫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胃腸科及一般內科兼任主治醫師 

考選部 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試務委員會委員 

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新制醫學系工作小組」委員 

台北市醫師公會第 18&19 屆會員大會代表 

臺灣醫學教育學會陽明交通大學試務主持人及北榮 OSCE 考場主任 

臺灣醫學教育學會醫學教育雜誌會編輯委員，第六屆 OSCE 小組委員 

臺灣醫學教育學會第六屆副秘書長及電子報編輯小組召集人 

臺灣醫學教育學會輔導辦理 OSCE 工作小組委員 

衛福部輔導臨床技能評估模式及一般醫學臨床教師培育計畫北榮「一般醫學內科 

訓練示範中心」執行長、北榮醫學教育委員會跨領域及 OSCE 工作小組&PGY 

工作小組召集人 

陽明大學醫學院 107&109&110 院務會代表、醫學系 教學發展委員會 

經歷：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一般內科主治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胃腸科主治醫師 

台北市立忠孝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胃腸科總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第 3-4 屆常務理事&台灣擬真醫學教育期刊編輯委員 

學歷：加拿大卡加利大學肝病中心博士後進修 

國立陽明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  

國立陽明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硏究所博士班畢業 

國立陽明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蔡淳娟 教授 

  現任：聯新國際醫院副院長 

  經歷：高雄醫學大學教務長、醫學院副院長、兒科主治醫師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教育副院長、小兒科主治醫師 

            義守大學醫學院副院長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小兒部部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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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偕紀念醫院小兒腎臟科主任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理事 

      學歷：加拿大 University of Calgary 醫學教育博士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Calgary 醫學教育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王拔群 教授 

      現任：教育部部定教授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執行長 

     國泰綜合醫院品質管理部部主任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任級主治醫師 

     輔仁大學醫學系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生醫理工學院跨領域轉譯醫學研究所教授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醫療品質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哈佛校友獎學基金會理事 

      經歷：哈佛大學醫學院麻省耳眼中心耳鼻喉科研究員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理事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學歷：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療政策管理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管理碩士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士 

王馥庭 教授 

      現任：臺北榮總醫務企劃組組長 

      經歷：臺北榮總身障重建中心組長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技正 

            臺北榮總 新竹分院醫務行政室主任、技師 

            中心診所臨床護理師 

            部定助理教授 

            部定講師 

      學歷：元智大學管研所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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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昱百 醫師 

      現任：台北榮總 眼科部視網膜科主治醫師 

      經歷：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部視網膜科臨床研究員 

            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部總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部住院醫師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陳柵君 醫師 

      現任：新光醫院燒傷中心主任 

      經歷：新光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壢新醫院整形外科兼任主治醫師 

            台北護理學院休閒產業健康促進系兼任講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燒燙傷復健暨急性後期照護中心特約醫師 

            新光醫院整形外科住院醫師 

            新光醫院整形外科臨床研究員 

            新光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研究員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劉政亨 醫師 

      現任：臺大醫院教學部主治醫師 

      經歷：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院聘主治醫師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住院醫師          

      學歷：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 

            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張耀仁 醫師 

      現任：新光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經歷：新光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新光醫院整形外科住院醫師 

            新光醫院整形外科總醫師 

            新光醫院整形外科臨床研究員 

            林口長庚醫院顱顏中心短期進修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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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資訊：臺北榮民總醫院(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三門診九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