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藥劑部在職訓練課程表

日期 講員 題目

92.01.02 羅燕雯藥師 chapter 9 pulmonary function and related tests(2之1)
92.01.09 賴建銘老師 Hypertension

92.01.10 TQM

92.01.15 曹中傑醫師 眼科用藥討論

92.01.16 林慈菁藥師 chapter 3 evaluating potential drug interferences with test results(2-1)

92.01.23 黃祥生醫師 週邊血管成形術的現況與展望

92.01.24 國泰保險公司 談藥師責任保險

92.02.12 林文玉主任 糖尿病最新藥物治療及nateglinide新藥介紹

92.02.13 周揚舜藥師 chapter 4 drugs of abuse testing (2之1)
92.02.14 TQM

92.02.20 胡勝川教授 急診在醫院扮演的角色

92.03.05 劉明莉藥師 chapter 11 liver and gastroenterology tests(3之2)
92.03.05 王鈞生同學 類風溼性關節炎

92.03.06 方信雄同學 氣喘

92.03.06 廖宏明同學 失眠

92.03.06 陳志強醫師 安寧緩和療護

92.03.07 廠商 isomarine 美容講坐

92.03.12 董明莉藥師 chapter 16 infectious diseases (3之2)
92.03.14 TQM

92.03.19 游美吟藥師 chapter 7 the kidneys (3之2)
92.03.19 黃子旻同學 高尿酸血症及痛風

92.03.19 林愷薇同學 癌症

92.03.20 李品呈同學 肺結核的治療

92.03.20 王俊文教授 醫療產業之知識管理

92.03.21 李昆興醫師 神經外科用藥討論

92.03.26 1-3月份總復習

92.03.28 杞妍慧同學 腦中風

92.03.25 藍紹桓同學 精神病

92.04.01 呂嵐欽機要秘書 標竿學習

92.04.02 蕭芳如藥師 chapter 6 electrolytes, other minerals, and trace elements (5之1)
92.04.02 張申朋同學 心絞痛

92.04.02 陳慧如同學 阿茲海默症

92.04.03 陳鴻儀醫師 腹腔鏡大腸直腸手術之進展

92.04.09 簡惠潔藥師 chapter 4 drugs of abuse testing (2之2)
92.04.10 許國敏顧問 品質成本和效率

92.04.11 TQM

92.04.16 李錫任藥師 chapter 8 arterial blood gas and acid-base balance (2之2)
92.04.17 林隆堯副院長 美國醫療保險制度

92.04.21 范振一同學 肥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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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4.21 陳盈華同學 前列腺肥大及急性尿滯留

92.04.21 郭奕廷同學 高血脂症

92.04.21 羅兆智同學 癲癇

92.04.22 李  選教授 時間管理

92.04.23 總復習

92.04.29 林燕清同學 青光眼

92.04.29 吳俊賢同學 心肌梗塞

92.04.29 錢啟豐同學 高血壓

92.05.09 TQM

92.06.13 TQM

92.07.02 楊蕙菁藥師 chapter 9 pulmonary function and related tests(2之2)
92.07.03 賴啟民同學 麻醉性鎮痛藥

92.07.09 蔡慧珍藥師 chapter 3 evaluating potential drug interferences with test results(2-2)

92.07.10 李昆興醫師 漫談星空與醫學

92.07.11 TQM

92.07.16 郭啟文主任 中藥簡介

92.07.17 黃建違同學 幽門桿菌- 胃潰瘍

92.07.18 蕭依佩同學 氣喘

92.07.23 鍾尚容藥師 內 chapter 11 liver and gastroenterology tests(3之3)
92.07.24 王文中醫師 內分子遺傳診斷婦科應用

92.07.30 總復習

92.08.06 陳足媛藥師 內 chapter 16 infectious diseases (3之3)
92.08.07 蘇美旭醫師 內胃切術後併發症及治療

92.08.08 TQM

92.08.13 陳建全藥師 chapter 7 the kidneys (3之3)
92.08.14 賴建銘老師 COX2 藥物

92.08.15 黃凱琳同學 抗高血壓

92.08.20 劉素英副院長 副醫護法律概論

92.08.21 林文玉主任 內類固誘發之骨質疏鬆症

92.08.21 宋珮君同學 習鬱血性心衰竭(CHF)
92.08.27 總復習

92.08.28 李書蓉同學 痛風

92.09.03 謝惠芳藥師 chapter 12 endocrine disorders

92.09.04 黃怡瓔主任 糖尿病的預防及治療新觀念

92.09.09 饒瑞純同學 糖尿病

92.09.10 洪秀梅藥師 chapter 5 interpretation of serum drug concentrations (4之1)
92.09.12 TQM

92.09.16 現階段醫療趨勢與管理

92.09.24 總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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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9.25 李文軒主任 聽力障礙

92.09.27 廠商 salagen

92.10.02 王瑞欽主任 慢性阻塞性肺疾病

92.10.03 TQM

92.10.08 陳靜怡藥師 內 chapter 6 electrolytes, other minerals, and trace elements(5之2)
92.10.14 激勵技巧

92.10.15 洪美世藥師 chapter 15 hematology: red and white blood cell tests

92.10.16 陳明仁主任 痤瘡治療

92.10.22 傅慈雅藥師 chapter 13 metabolic disorders

92.10.29 總復習

92.11.05 醫療品質之發展與應用

92.11.06 張兆祥主任 泌尿科腹腔鏡手術最新進展

92.11.12 勞安課 消防演習課程

92.11.14 郭啟文主任 TQM

92.11.19 黃美淇藥師 chapter 11 the heart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

92.11.26 蕭雅玲藥師 chapter 6 electrolytes, other minerals, and trace elements(5之3)
92.11.27 禮貌運動光碟

92.11.28 廠商 cravit新藥介紹

92.12.02 李琳琳督導 CPR教學課程

92.12.03 劉佩怡藥師 chapter 14 hematology：red and white blood cell tests
92.12.04 迎戰SARS & 流感

92.12.10 施姿香藥師 chapter 5 interpretation of serum drug concentrations (4之2)
92.12.11 醫療院所標準化實務

92.12.12 TQM

92.12.17 鄭文嘉 chapter 12 endocrine disorders

92.12.18 趙世晃副院長 多元減重

92.12.19 廠商 Plataal

92.12.24 總復習

參考書籍：Basic Skills in Interpreting Laborator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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