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臨床試驗訓練課程系列 

-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訓練課程(1) 

主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臨床試驗中心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細胞治療中心 

日    期：2022 年 03月 05日（六）AM 8：00至 PM 17：30 

地    點：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6樓大會議室 

活動形式：原則採實體授課，視活動時疾病管制署公告之集會活動管制內容調整為線上授課。 

 

時間 分鐘 議程 講師 

08:00-08:25 25 報到  

08:25-08:30 5 長官致詞 義大先進醫療委員會 
張肇松 執行副主任委員 

08:30-09:30 60 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之現況與國際趨勢 

義大先進醫療委員會 
張肇松執行副主任委員 

09:30-10:30 60 免疫細胞治療之現況與未來趨勢 

10:30-11:30 60 移植免疫學 

11:30-12:30 60 自體細胞用於醫療之注意事項與風險管控 
長聖國際生技公司 

張立勳經理 

12:30-13:30 60 午膳 

13:30-14:30 60 臨床醫師對治療用細胞操作的基本認識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陳婉昕博士 14:30-15:30 60 
細胞治療申請案之人體細胞組織物之成分、製程
及管控方式 

15:30-16:30 60 幹細胞學 義守大學 
學士後後醫學系 
劉麗芬副教授 16:30-17:30 60 基礎細胞治療理論和初代細胞培養 

17:30~  課程結束～賦歸～ 

※嚴禁代簽、代考，請學員攜帶身分證件以利核對身份。經發現者，主辦單位不給予學分證明。 

※本課程採實名制，入場前完成手部衛生及體溫測量、全程配戴口罩；發燒、呼吸道症狀等不得入

場。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採行實聯制措施，學員行前 14 天需完成 TOCC 調

查 https://forms.gle/khzCWJck8aCcweMx8。 

※此課程為兩日全天課程，恕不分日報名。兩日全天參與課程學員並完成簽到/退程序者，將於課

後一個月內核發 16小時教育訓練證明。 

※報名費用：院外學員 3000 元整，集團員工(含義守大學師生) 免費。 

※報名方式:請至義大醫院臨床試驗中心網頁 https://reurl.cc/Vj6nWZ線上報名， 

           恕無法現場報名。 

※報名後，不克參加者恕不予退費。收據開立若需抬頭統編，請事先告知。收據請自行妥善留存

備查，恕不予更改或補發。 

※聯絡方式: 07-6150011分機 2615(詹小姐)或 e-mail: ed105577@edah.org.tw。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臨床試驗訓練課程系列 

-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訓練課程(2) 

主辦單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臨床試驗中心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細胞治療中心 

日    期：2022 年 03月 06日（日）AM 8：00至 PM 17：30 

地    點：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6樓大會議室 

活動形式：原則採實體授課，視活動時疾病管制署公告之集會活動管制內容調整為線上授課。 

 

時間 分鐘 議程 講師 

08:00-08:25 25 報到  

08:25-08:30 5 長官致詞 
義大先進醫療委員會 
張肇松執行副主任委員 

08:30-09:30 60 細胞治療之後續療效監控計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葉漢根 醫師 09:30-10:30 60 細胞治療案例分析與成果報告 

10:30-11:30 60 不良反應及預防措施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細胞治療中心 
李宜珍 研究員 

11:30-12:30 60 細胞治療法規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郭威中 課長 

12:30-13:30 60 午膳 

13:30-14:30 60 細胞治療倫理 
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 

創會理事長 
郭英調 醫師 

14:30-15:30 60 細胞治療個案之病歷記載與保存 

15:30-16:30 60 細胞治療之保險事宜與法律責任 

16:30-17:30 60 
細胞治療之細胞品質與細胞製備場所管理相

關紀錄常見問題 

義大醫院細胞治療中心 

徐歷彥 高級專員 

17:30~  課程結束～賦歸～ 

※嚴禁代簽、代考，請學員攜帶身分證件以利核對身份。經發現者，主辦單位不給予學分證明。 

※本課程採實名制，入場前完成手部衛生及體溫測量、全程配戴口罩；發燒、呼吸道症狀等不得

入場。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採行實聯制措施，學員行前 14 天需完成 TOCC 調

查 https://forms.gle/khzCWJck8aCcweMx8。 

※此課程為兩日全天課程，恕不分日報名。兩日全天參與課程學員並完成簽到/退程序者，將於

課後一個月內核發 16小時教育訓練證明。 

※報名費用：院外學員 3000 元整，集團員工(含義守大學師生) 免費。 

※報名方式:請至義大醫院臨床試驗中心網頁 https://reurl.cc/Vj6nWZ線上報名， 

           恕無法現場報名。 

※報名後，不克參加者恕不予退費。收據開立若需抬頭統編，請事先告知。收據請自行妥善留存

備查，恕不予更改或補發。 
※聯絡方式: 07-6150011分機 2615(詹小姐)或 e-mail: ed105577@edah.org.tw。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臨床試驗訓練課程系列 

-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訓練課程(1)&(2) 

課程說明 

(一) 證書考試： 

此課程為兩日全天課程，恕不分日報名。兩日全天參與課程學員並完成簽到/退程序者，於課程結

束後一個月工作天以 E-mail 方式寄發 16小時課程訓練證明(電子證書)。 

(二) 報名方式及費用： 

1. 線上報名：請至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臨床試驗中心   

https://reurl.cc/Vj6nWZ線上預先報名，即日起額滿為止(每場次限

額 200人)，因場地座位有限，恕不接受旁聽。 

2. 報名截止：111年 02月 25日止（額滿不再受理）。 

3. 報名費用：院外學員 3000元整，集團員工(含義守大學師生) 免費，

正取學員請於報名成功後 5日內完成繳費才視為報名成功。 

(三) 繳費方式： 

a. 郵局劃撥及匯款 

郵局劃撥帳號：700 -42197516 燕巢郵局 

郵局匯款帳號：700 -001042197516 

戶名：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備註欄：3月細胞課程 

b. 繳費完成後，請將以下資訊 mail至 ed105577@edah.org.tw 信箱，以利確認繳費狀

況。※ 繳費後務必自行妥善保存繳費憑據，主辦單位於 7日內回覆是否報名成功。 

(1) 匯款日期： 

(2) 匯款人姓名：  

(3) 學員姓名 ： 

(4) 帳號後五碼：  

(5) 繳費金額 ： 

(四) 住宿諮詢：義大皇家酒店 07-6568111；義大天悅飯店 07-6568000 

(五)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電子講義將於課程前個別通知學員載點。 

2. 嚴禁代簽、代考，請學員攜帶身分證件以利核對身份。經發現者，主辦

單位不給予學分證明。 

3. 本課程採實名制，入場前完成手部衛生及體溫測量、全程配戴口罩；發

燒、呼吸道症狀等不得入場。 

4.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採行實聯制措施，學員行前 14天需完

成 TOCC調查 https://reurl.cc/AK89YK。 
5. 報名後，不克參加者恕不予退費，但可轉讓他人參加。(限 1次變更，最晚須於課程前 3天前

通知) 

6. 收據開立若需抬頭統編，請於報名表中詳載。另收據將於會後一個月內統一發放(如需當日領

取請先告知)，請自行妥善留存備查，若遺失恕不予以補發。 

7. 【為響應節能減碳，請自備環保杯，現場不提供紙杯】。 

8. 本院不提供停車優惠，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9.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或電洽臨床試驗中心：07-6150011分機 2615詹小姐； 

e-mail：ed105577@edah.org.tw。  

mailto:ed105577@edah.org.tw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交通路線圖及園區內地圖 

 
院  址：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21 號 

電    話：(07)615-0011 

1. 南下國道 1號高速公路下楠梓交流道第一個出口(355KM)，左轉台 22線往旗山方向 4.5公里，約 5

分鐘車程。 

2. 北上國道 1號高速公路下楠梓交流道(357KM)，沿著高速公路旁便道直行至旗楠路，右轉台 22線

往旗山方向 4.5公里，約 5分鐘車程。 

3. 國道 1號高速公路下岡山交流道，轉省道 186號往燕巢方向 7.5公里，約 10分鐘車程。 

4. 國道 10號高速公路下燕巢交流道，轉省道 22號往燕巢方向 1.2公里，約 2分鐘車程。 

5. 義大客運：義醫義大線(96)、燕巢快線(E03(A))、燕巢學園快線(B)(E04(B))、燕巢快線(經大昌

醫院)(E03(B)) 、義醫旗山線(261)，請參閱義大客運網站公告 。 

6. 高雄客運：8023.8020.8008 班次、97號(楠梓站←→義大)、98號(青埔站←→義大)班次。 

7. 高雄市公車：7號(加昌站←→義大)、紅 58線(都會公園站←→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