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 戒菸衛教人員核心實體課程 【台中場】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台灣腦中風學會、台灣菸害防制暨戒菸衛教學會、台中市政府衛生

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二、 課程時間：109年5月4日(星期一) 下午13時30分至17時30分。 

三、 課程地點：台中榮總教學大樓1樓 第五會議室。 

四、 學    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甲類、護理師公會護理師學分 (申請中)。 

五、 參訓對象：以中區執業于心臟科、神經內科及新陳代謝科醫事人員為優先；未

額滿則將開放其他科別醫事人員及外縣市執業醫事人員參加，預計招收60人。 

六、 報名注意事項：請於4月27日(星期一)前完成線上課程及報名。 

七、 課程議程： 

課程時間 課程議題 授課講師 

13:30-14:00 學員報到+前測測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14:00-15:00 

【第1堂課程】 

銜接核心線上課程之統整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及幫助病人

堅持到底 

陳佑禎 講師 

15:00-16:00 

【第2堂小組實作】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及幫助病人堅

持到底 

陳佑禎 講師 

16:00-17:00 

【第3堂小組實作】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及幫助病人堅

持到底 

陳佑禎 講師 

17:00-17:30 
後測測驗 

【達70分以上為合格】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17:30 問卷回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八、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至109年4月27日前以網路方式報名，請逕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

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菸訓練課程項下進行報名(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限額60人，

額滿為止，全程免費。 

2. 請務必先至「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完成戒菸衛教人員核心線上課程

(網址為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 ，且線上測驗達80分(含)以上，並

填寫課程問卷調查後，方可報名旨揭課程。 

(二)核心線上課程完訓證明： 

1.請於109年4月27日前將「核心線上課程完訓證明」之截圖，上傳報名系統。 

2.「核心線上課程完訓證明」之操作路徑為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服務項

目/新手上路/積分查詢及證明列印，其操作說明網址為 https://ppt.cc/fapp4x。 

(三)錄取公告：參訓錄取名單將於109年4月28日公告，請逕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

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菸訓練課程項下查詢，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四)積分認證：請學員於課程當日下午13時30分前完成報到，並攜帶身分證明相關證

件（如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提供查驗，逾時不予受理。全程出席課程，可

獲得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甲類積分，倘上

課紀錄異常或遲到超過規範時段者，恕無法給予繼續教育積分。 

(五)證書發放：全程出席課程且後測成績達70分（含）以上、完成課後實習(個案追

蹤、戒菸班、戒菸門診)，即可取得專門實體課程合格證書；若上課紀錄異常或

後測成績未達70分，恕不核發專門實體課程合格證書。 

(六)注意事項：本次課程為配合防疫期間，請勤洗手，本課程無提供口罩服務，進入

會議室前會進行體溫量測，若有出現發燒及呼吸急促等症狀者，請勿入場並請儘

速就醫，會場也提供酒精給予會人員以利消毒。   

(七)課程疑義：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陳秘書，聯絡電話：02-

25855529，電子郵件：tslap107＠gmail.com。 

 



109年度 戒菸衛教人員專門實體課程【台北場】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台灣腦中風學會、台灣菸害防制暨戒菸衛教學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二、課程時間： 

(一) 第1天課程：109年6月22日(星期一)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二) 第2天課程：109年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2時50分至下午5時30分。 

三、 課程地點：張榮發基金會 1002  

四、 學    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甲類、護理師公會護理師學分 (申請中)。 

五、 參訓對象：以北區執業于心臟科、神經內科及新陳代謝科醫事人員為優先；未額滿則將開放其

他科別醫事人員及外縣市執業醫事人員參加，預計招收60人。 

六、 報名注意事項：請於6月15日(星期一)前完成線上課程及報名。 

七、 課程議程： 

(一)第1天課程:109年6月22日(星期一) 

課程時間 課程議題 授課講師 

8:30-9:00 學員報到+專門課程前測測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9:00-10:00 
【第1堂-實境演練】銜接核心線上課程之統整 

戒菸專線諮詢技巧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蘇庭進 主任 

10:00-11:00 【第2堂-實境演練】 戒菸專線諮詢技巧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蘇庭進 主任 

11:00-12:00 【第3堂-實境演練】 戒菸專線諮詢技巧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蘇庭進 主任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第5堂-小組實作】戒菸班常見之問題及困難解決 陳佑禎 講師 

14:00-15:00 【第6堂-小組實作】戒菸班常見之問題及困難解決 陳佑禎 講師 

15:00-16:00 
【第7堂-小組實作】如何推動菸害防制業務內容面、架構

建置及困難排除(醫院、職場、社區、學校) 
陳佑禎 講師 

16:00-17:00 
【第8堂-小組實作】如何推動菸害防制業務內容面、架構

建置及困難排除(醫院、職場、社區、學校) 
陳佑禎 講師 



(二)第2天課程:109年6月23日(星期二) 

課程時間 課程議題 授課講師 

12:50-13:00 學員報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13:00-14:00 

【第1堂-小組實作】 

衛教師在病人戒菸用藥中之角色- 

個案模擬演練戒菸諮詢 

吳憲林 主治醫師 

台安醫院 

14:00-15:00 

【第2堂-小組實作】 

衛教師在病人戒菸用藥中之角色- 

個案模擬演練戒菸諮詢 

吳憲林 主治醫師 

    台安醫院 

15:00-16:00 
【第3堂-小組實作】 

青少年戒菸及 Life Skills 如何運用於戒菸 

龍芝寧 主任 

積穗國民中學 

16:00-17:00 
【第4堂-小組實作】 

青少年戒菸及 Life Skills 如何運用於戒菸 

龍芝寧 主任 

積穗國民中學 

17:00-17:30 
後測測驗及問卷回饋 

【成績達70分以上為合格】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八、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至109年6月15日(一)前以網路方式報名，請逕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

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菸訓練課程項下進行報名(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限額60人，額

滿為止，全程免費。 

2. 請務必先至「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完成戒菸衛教人員專門線上課程(網

址為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 ，且線上測驗達80分(含)以上，並填寫課程

問卷調查後，方可報名旨揭課程。 

 

(二)專門線上課程完訓證明： 

1.請於109年6月15日(一)前將前將「核心實體課程完訓證明」、「專門線上課程完

訓證明」之截圖上傳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

菸訓練課程項下/報名系統，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2.「專門線上課程完訓證明」之操作路徑為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服務項



目/新手上路/積分查詢及證明列印，其操作說明網址為

https://ppt.cc/fapp4x。 

(三)錄取公告：參訓錄取名單將於109年6月16日(二)公告，請逕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菸訓練課程項下查詢，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四)積分認證：請學員於課程22日上午8時30分前與23日下午12時50分前，完成課程

報到，並攜帶身分證明相關證件（如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提供查驗，逾時

不予受理。全程出席課程，可獲得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

尿病衛教學會甲類積分，倘上課紀錄異常或遲到超過規範時段者，恕無法給予繼

續教育積分。 

(五)證書發放：全程出席課程且後測成績達70分（含）以上、完成課後實習(個案追

蹤、戒菸班、戒菸門診)，即可取得專門實體課程合格證書；若上課紀錄異常或

後測成績未達70分，恕不核發專門實體課程合格證書。 

(六)注意事項：本次課程為配合防疫期間，請勤洗手，本課程無提供口罩服務，進入

會議室前會進行體溫量測，若有出現發燒及呼吸急促等症狀者，請勿入場並請儘

速就醫，會場也提供酒精給予會人員以利消毒。   

(七)課程疑義：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陳秘書，聯絡電話：02-

25855529，電子郵件：tslap107＠gmail.com。 

 

 



109年度 戒菸衛教人員專門實體課程【台中場】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台灣腦中風學會、台灣菸害防制暨戒菸衛教學會、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二、 課程時間： 

(一) 第1天課程：109年5月21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二) 第2天課程：109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00分。 

三、 課程地點：台中榮總研究大樓 第二會場 

四、 學    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甲類、護理師公會護理師學分 (申請中)。 

五、 參訓對象：以中區執業于心臟科、神經內科及新陳代謝科醫事人員為優先；未額

滿則將開放其他科別醫事人員及外縣市執業醫事人員參加，預計招收60人。 

六、 報名注意事項：請於5月15日(星期五)前完成線上課程及報名。 

七、 課程議程： 

(一)第1天課程:109年5月21日(星期四) 

課程時間 課程議題 授課講師 

09:30-10:00 學員報到+專門課程前測測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10:00-11:00 

【第1堂-小組實作】 

銜接核心線上課程之統整 

小組實作-青少年戒菸及 Life Skills 如何運用於戒菸 

根秀欽 講師 

美和科技大學 

11:00-12:00 
【第2堂-小組實作】 

小組實作-青少年戒菸及 Life Skills 如何運用於戒菸 

根秀欽 講師 

美和科技大學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第3堂-實境演練】 

戒菸專線諮詢技巧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蘇庭進 主任 

14:00-15:00 
【第4堂-實境演練】 

戒菸專線諮詢技巧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蘇庭進 主任 

15:00-16:00 
【第5堂-實境演練】 

戒菸專線諮詢技巧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蘇庭進 主任 

 



 

 

(二)第2天課程:109年5月22日(星期五) 

課程時間 課程議題 授課講師 

08:30-09:00 學員報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09:00-10:00 

【第1堂-小組實作】 

衛教師在病人戒菸用藥中之角色- 

個案模擬演練戒菸諮詢  

 顏啟華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10:00-11:00 

【第2堂-小組實作】 

衛教師在病人戒菸用藥中之角色- 

個案模擬演練戒菸諮詢 

顏啟華 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11:00-12:00 
【第3堂-小組實作】 

戒菸班常見之問題及困難解決 
陳佑禎 講師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第4堂-小組實作】 

戒菸班常見之問題及困難解決 
陳佑禎 講師 

14:30-15:30 

【第5堂-小組實作】 

如何推動菸害防制業務內容面、架構建置及困難排除 

(醫院、職場、社區、學校) 

陳佑禎 講師 

15:30-16:30 

【第6堂-小組實作】 

如何推動菸害防制業務內容面、架構建置及困難排除 

(醫院、職場、社區、學校) 
陳佑禎 講師 

16:30-17:00 
後測測驗 

【成績達70分以上為合格】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17:00- 問卷回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八、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至109年5月15日(五)前以網路方式報名，請逕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菸訓練課程項下進行報名(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限

額60人，額滿為止，全程免費。 

2. 請務必先至「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完成戒菸衛教人員專門線上課程

(網址為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 ，且線上測驗達80分(含)以上，

並填寫課程問卷調查後，方可報名旨揭課程。 

(二)專門線上課程完訓證明： 

1.請於109年5月15日(五)前將前將「核心實體課程完訓證明」、「專門線上課程完

訓證明」之截圖上傳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

菸訓練課程項下/報名系統，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2.「專門線上課程完訓證明」之操作路徑為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服務項

目/新手上路/積分查詢及證明列印，其操作說明網址為

https://ppt.cc/fapp4x。 

(三)錄取公告：參訓錄取名單將於109年5月18日(一)公告，請逕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菸訓練課程項下查詢，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四)積分認證：請學員於5月21日上午9時30分前、5月22日上午8:30分前完成報到，

並攜帶身分證明相關證件（如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提供查驗，逾時不予受

理。全程出席課程，可獲得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

教學會甲類積分，倘上課紀錄異常或遲到超過規範時段者，恕無法給予繼續教育

積分。 

(五)證書發放：全程出席課程且後測成績達70分（含）以上、完成課後實習(個案追

蹤、戒菸班、戒菸門診)，即可取得專門實體課程合格證書；若上課紀錄異常或

後測成績未達70分，恕不核發專門實體課程合格證書。 

(六)注意事項：本次課程為配合防疫期間，請勤洗手，本課程無提供口罩服務，進入

會議室前會進行體溫量測，若有出現發燒及呼吸急促等症狀者，請勿入場並請儘

速就醫，會場也提供酒精給予會人員以利消毒。   

(七)課程疑義：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陳秘書，聯絡電話：02-

25855529，電子郵件：tslap107＠gmail.com。 



109年度 戒菸衛教人員核心實體課程 【台北場】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台灣腦中風學會、台灣菸害防制暨戒菸衛教學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二、 課程時間：109年5月30日(星期六) 下午13時50分至17時30分。 

三、 課程地點：張榮發基金會 603會議室。 

四、 學    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甲類、護理師公會護理師學分 (申請中)。 

五、 參訓對象：以北區執業于心臟科、神經內科及新陳代謝科醫事人員為優先；未

額滿則將開放其他科別醫事人員及外縣市執業醫事人員參加，預計招收60人。 

六、 報名注意事項：請於5月22日(星期五)前完成線上課程及報名。 

七、 課程議程： 

課程時間 課程議題 授課講師 

13:50-14:00 學員報到+前測測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14:00-15:00 

【第1堂課程】 

銜接核心線上課程之統整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及幫助病人

堅持到底 

蔡晏平 個案管理師 

國泰醫院 

15:00-16:00 

【第2堂小組實作】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及幫助病人堅

持到底 

蔡晏平 個案管理師 

國泰醫院 

16:00-17:00 

【第3堂小組實作】 

如何增進個案戒菸動機及幫助病人堅

持到底 

蔡晏平 個案管理師 

國泰醫院 

17:00-17:30 
後測測驗 

【達70分以上為合格】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17:30 問卷回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 



 

八、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 

1. 自即日起至109年5月22日(五)前以網路方式報名，請逕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菸訓練課程項下進行報名(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限額60人，

額滿為止，全程免費。 

2. 請務必先至「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完成戒菸衛教人員核心線上課程

(網址為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 ，且線上測驗達80分(含)以上，並

填寫課程問卷調查後，方可報名旨揭課程。 

(二)核心線上課程完訓證明： 

1.請於109年5月22日(五)前將「核心線上課程完訓證明」截圖，上傳報名系統。 

2.「核心線上課程完訓證明」之操作路徑為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服務項

目/新手上路/積分查詢及證明列印，其操作說明網址為 https://ppt.cc/fapp4x。 

(三)錄取公告：參訓錄取名單將於109年5月25日公告，請逕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

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活動/戒菸訓練課程項下查詢，網址：

http://www.tas.org.tw/index.php?action=academic_events&id=17。  

(四)積分認證：請學員於課程當日下午13時50分前完成報到，並攜帶身分證明相關證

件（如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提供查驗，逾時不予受理。全程出席課程，可

獲得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甲類積分，倘上

課紀錄異常或遲到超過規範時段者，恕無法給予繼續教育積分。 

(五)證書發放：全程出席課程且後測成績達70分（含）以上、完成課後實習(個案追

蹤、戒菸班、戒菸門診)，即可取得專門實體課程合格證書；若上課紀錄異常或

後測成績未達70分，恕不核發專門實體課程合格證書。 

(六)注意事項：本次課程為配合防疫期間，請勤洗手，本課程無提供口罩服務，進入

會議室前會進行體溫量測，若有出現發燒及呼吸急促等症狀者，請勿入場並請儘

速就醫，會場也提供酒精給予會人員以利消毒。   

(七)課程疑義：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陳秘書，聯絡電話：02-

25855529，電子郵件：tslap10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