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年度seminar課程表

日期 星期 講員 題目 類型 講員類型 備註

1 97.01.08 w2 郭啟文 藥品流行病學 疾病專題 院內藥師

2 97.01.22 w2 郭啟文 中藥- 四物湯 中藥專題 院內藥師

3 97.02.15 w5 江芳書 糖尿病 疾病專題 實習生

4 97.02.29 w5 林宏凱 消化性潰瘍 疾病專題 實習生

5 97.03.04 w2 郭啟文 藥物流行病之方法概觀 疾病專題 院內藥師

6 97.03.07 w5 呂紹華 藥品介紹ultracet 新藥介紹 廠商

7 97.03.20 w4 郭啟文 中草藥腎病變 中藥專題 院內藥師

8 97.03.21 w5 蔡維哲 子宮頸疫苗 新藥介紹 廠商

9 97.03.25 w2 郭啟文 Clinical Epidemiology 疾病專題 院內藥師

10 97.03.28 w5 楊馥榮 藥品介紹lipitor 40mg 新藥介紹 廠商

11 97.04.01 w2 郭啟文 轉骨方及呼吸系統疾病中藥 中藥專題 院內藥師

12 97.04.08 w2 郭啟文 藥物流行學之方法論I 研究/教學 院內藥師

13 97.04.11 w5 蘇明慧 Bipolar disorder 疾病專題 實習生

14 97.04.18 w5 霍安平 恩博 新藥介紹 院內醫師

15 97.05.02 w2 龐振宜 藥品介紹- glycal amin 新藥介紹 廠商

16 97.05.06 w2 郭啟文 藥學倫理 倫理/二性 院內藥師

17 97.05.23 w5 蔡淑惠 藥品介紹- lantus 新藥介紹 廠商

18 97.05.27 w2 郭啟文 藥品分類碼 研究/教學 院內藥師

19 97.05.30 w2 陳麗芬 勞保局相關業務介紹 其他專題 外聘講員

20 97.06.03 w2 郭啟文 痛經 中藥專題 院內藥師

21 97.06.06 w5 黃漢錡 新藥介紹- 步步勇 新藥介紹 廠商

22 97.06.24 w2 郭啟文 penicillin skin test 疾病專題 院內藥師

23 97.07.01 w2 郭啟文 藥物倫理 倫理/二性 院內藥師 醫教會點數

24 97.08.01 w5 梁凱泉 常見化療衛教 新藥介紹 廠商

25 97.08.05 w2 鍾尚容 藥物不良反應 用藥安全 院內藥師 醫教會點數

26 97.08.07 w4 林宥成 糖尿病 疾病專題 實習生

27 97.08.08 w5 陳宥羽 癲癎 疾病專題 實習生

28 97.09.02 w2 鄞玉娟 用藥安全 用藥安全 院內藥師
醫教會點數

及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29 97.09.04 w4 賴彥蓉 紅斑性痕瘡症 疾病專題 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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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97.09.05 w5 余易儒 痛風及高尿酸血症 疾病專題 實習生

31 97.09.19 w5 陳玫君 子宮頸疫苗 新藥介紹 廠商

32 97.09.24 w3 陳子和 子宮頸癌治療及預防 新藥介紹 外聘講員 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33 97.09.25 w4 鄞玉娟 抗病毒藥調劑作業 用藥安全 院內藥師

34 97.10.02 w4 鄒明霖 前列腺疾病 疾病專題 實習生

35 97.10.03 w5 常瑋倫 白血病 疾病專題 實習生

36 97.10.07 w2 潘美如 藥物諮詢 用藥安全 院內藥師
醫教會點數

及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37 97.10.15 w3 劉芳菁 兒科常見感染症 疾病專題 院內醫師 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38 97.10.20 w1 林威宏 消化性潰瘍 疾病專題 實習生

39 97.10.21 w2 張君豪 痛風 疾病專題 實習生

40 97.10.22 w3 林美君 痔瘡 疾病專題 實習生

41 97.10.22 w3 侯

堅
COPD 疾病專題 院內醫師 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42 97.10.24 w5 廠

商
ufo 新藥介紹 廠商

43 97.10.29 w3 郭啟文 實證醫學 研究/教學 院內藥師
醫教會點數

及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44 97.11.07 w5 賴彥安 iressa 新藥介紹 廠商

45 97.11.12 w3 林振源 臨床化療藥物的探討 用藥安全 外聘講員 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46 97.11.13 w4 李忠翰 憂鬱症 疾病專題 實習生

47 97.11.14 w5 潘陣寰 帕金森氏症 疾病專題 實習生

48 97.11.19 w3 霍安平 免疫相關疾病 疾病專題 院內醫師 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49 97.12.03 w3 林賢平 B型肝炎的藥物治療 疾病專題 院內醫師 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50 97.12.06 w6 陳怡行 臨床教學活動設計及目標設定 研究/教學 外聘講員 臨床藥學會師資學分認證(1)
51 97.12.06 w6 馮延芬 多元化學習評量 研究/教學 外聘講員 臨床藥學會師資學分認證(1)
52 97.12.06 w6 馮延芬 回饋的理論與技巧 研究/教學 外聘講員 臨床藥學會師資學分認證(1)
53 97.12.10 w3 林文森 糖尿病治療的新進展 疾病專題 院內醫師 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54 97.12.11 w4 李育熹 AIDS 疾病專題 實習生

55 97.12.12 w5 葉士緯 類風溼性關節炎 疾病專題 實習生

56 97.12.23 w2 侯曼貞 藥物中毒 用藥安全 外聘講員 臨床藥學會學分認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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