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教育訓練 

課程研習 北區場次 

時間：109年 6月 11日星期四 

地點：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國際會議廳(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號 6樓)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xCmm3tWsMzQFnmJJ7  

時間 課程單元/內容 講者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致詞 

10:10~11:50 

《身心障礙者之基本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與相關法律簡介》 

《障礙類型與就醫環境及流程對應需求》 

滕西華理事長/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 

11:50~12:00 綜合討論/ Q&A 

12:00~13:30 午 餐/交流時間 

13:30~14:20 《醫療院所無障礙環境規劃重點實務》 廖慧燕建築師 

14:20~14:30 中場休息 

14:30~15:20 《醫療設施無障礙環境評估與改造-案例分享》 廖慧燕建築師 

15:20~15:50 綜合討論/ Q&A 

交通指引： 

【捷運】 

 於萬芳醫院站下車，步行約 1分鐘，即可到達萬芳醫院。 

【公車】 

 由臺北車站、公館、政大、木柵動物園出發，搭 236號、237號、676號、530號、606號、671

號、0南、棕 11公車於捷運萬芳醫院站下車，即可到達萬芳醫院。 

 由新店、景美、石碇、深坑出發，搭 253號、671號、棕 2、棕 6、棕 11、棕 12、棕 22、綠

2、市民小巴 5公車於捷運萬芳醫院站下車，即可到達萬芳醫院。 

 由中永和出發，搭綠 2公車於捷運萬芳醫院站下車，即可到達萬芳醫院。 

 由市政府出發，搭 611號公車於捷運萬芳醫院站下車，即可到達萬芳醫院。 

 由行天宮出發，搭 298號公車於捷運萬芳醫院站下車，即可到達萬芳醫院。 

【汽車】 

 自北二高下木柵交流道，轉台北聯絡道下萬芳交流道，右轉入木柵路，並右轉入萬芳路，直行

到底後，右轉入興隆路，經警察學校後 200公尺，車輛可停於本院「地下 2、3樓停車場 」。 

(停車費：日間第 1 小時 40元，第 2 小時起每半小時 20 元；機車停車費：每日每次 20元) 

 自中山高轉建國高架道路下辛亥路交流道，於辛亥路直行，並左轉入興隆路後，直行 500公

尺，車輛可停於本院「地下 2、3樓停車場 」。 (停車費：日間第 1 小時 40元，第 2 小時起

每半小時 20 元；機車停車費：每日每次 20元) 

https://forms.gle/xCmm3tWsMzQFnmJJ7
https://www.wanfang.gov.tw/p4_guide_detail.aspx?g=20


109年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教育訓練 

課程研習 南區場次 

時間：109年 6月 12日星期五 

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第二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門診大樓 1樓)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xCmm3tWsMzQFnmJJ7  

時間 課程單元/內容 講者 

10:30~11:00 報到 

11:00~11:10 開幕致詞 

11:10~12:50 

《身心障礙者之基本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與

相關法律簡介》 

《障礙類型與就醫環境及流程對應需求》 

滕西華理事長/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 

12:50~13:00 綜合討論/ Q&A 

13:00~14:00 午 餐/交流時間 

14:00~14:50 《醫療院所無障礙環境規劃重點實務》 王武烈建築師 

14:5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醫療設施無障礙環境評估與改造-案例分享》 王武烈建築師 

15:50~16:20 綜合討論/ Q&A 

交通指引： 

【火車】 

 於新左營站下車，出站後，步行至左營高鐵站，轉乘「紅 50」公車，至榮總側門站下車，即可

抵達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鐵】 

 於左營站下車，轉乘「紅 50」公車，至榮總側門站下車，即可抵達高雄榮民總醫院。 

【公車】 

 搭乘高雄市 8021、E11、E25、E32公車於榮總站下車，即可抵達高雄榮民總醫院。 

 搭乘高雄市 3、24、28、38、39、72、224、R30、R50、E11、JOY H12、JOY H21公車於榮總

側門站下車，即可抵達高雄榮民總醫院。 

 搭乘高雄市 E28、90、8023、8040、8041B、8041C、8046A、8049公車於大中路口站、新莊高

中站下車，即可抵達高雄榮民總醫院。 

【汽車】 

 自國道 1號下鼎金系統交流道，行至大中路，右轉入榮總路，車輛可停於本院門診大樓前「第

3停車場 」。 (停車費：日間第 1 小時 30元，第 2 小時起每半小時 15 元) 

 自國道 3號，轉接東西向 10號快速道路，向西行，下鼎金系統交流道，行至大中路，右轉入榮

總路，車輛可停於本院門診大樓前「第 3停車場 」。 (停車費：日間第 1 小時 30元，第 2 小

時起每半小時 15 元) 

 

https://forms.gle/xCmm3tWsMzQFnmJJ7
https://www.vghks.gov.tw/cp.aspx?n=1FEA51B0A7CD9AAC&s=46B2C3EE38359E54


109年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教育訓練 

課程研習 北區場次 

時間：109年 6月 18日星期四 

地點：亞東紀念醫院 階梯教室(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號 6樓)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3c27ZcHuXwAAcQcR6  

時間 課程單元/內容 講者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致詞 

10:10~11:50 

《身心障礙者之基本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與相關

法律簡介》 

《障礙類型與就醫環境及流程對應需求》 

林恩淇專員/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11:50~12:00 綜合討論/ Q&A 

12:00~13:30 午 餐/交流時間 

13:30~14:20 《醫療院所無障礙環境規劃重點實務》 廖慧燕建築師 

14:20~14:30 中場休息 

14:30~15:20 《醫療設施無障礙環境評估與改造-案例分享》 廖慧燕建築師 

15:20~15:50 綜合討論/ Q&A 

交通指引： 

【捷運】 

 於亞東醫院站下車(2號出口或 3號出口連通道)，步行約 2分鐘，即可到達亞東紀念醫院。 

【公車】 

 搭乘 51號、99號、F501號、812號、805號、843號、848號、889號、810號、847號、藍 37

號、藍 38號公車於亞東醫院站下車，即可到達亞東紀念醫院。 

 搭乘 57號、796號、234號、265號、656號、705號、1070號(基隆-板橋)公車於亞東技術學院

站下車，即可到達亞東紀念醫院。 

【火車】 

 於板橋火車站下車，轉乘捷運板南線至亞東醫院站(2號出口或 3號出口連通道)，步行約 2分

鐘，即可到達亞東紀念醫院。 

  

 

https://forms.gle/3c27ZcHuXwAAcQcR6
https://www.femh.org.tw/visit/visit.aspx?Action=22&MenuType=2


109年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教育訓練 

課程研習 中區場次 

時間：109年 6月 19日星期五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行政大樓 國際會議廳 

地址：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行政大樓 12樓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xCmm3tWsMzQFnmJJ7  

時間 課程單元/內容 講者 

10:00~10:30 報到 

10:30~10:40 開幕致詞 

10:40~12:20 

《身心障礙者之基本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與相關

法律簡介》 

《障礙類型與就醫環境及流程對應需求》 

林恩淇專員/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12:20~12:30 綜合討論/ Q&A 

12:30~14:00 午 餐/交流時間 

14:00~14:50 《醫療院所無障礙環境規劃重點實務》 廖慧燕建築師 

14:5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醫療設施無障礙環境評估與改造-案例分享》 廖慧燕建築師 

15:50~16:20 綜合討論/ Q&A 

交通指引： 

【臺鐵】 

 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延建國南路一段直行，遇文心南路左轉，遇建國北路一段右轉，

步行約 5分鐘，即可到達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高鐵】 

 於臺中烏日站下車，轉乘高鐵快捷公車至醫學大學站下車，即可到達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公車】 

 搭市公車統聯客運 53、73、159號公車於醫學大學站下車，即可到達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搭市公車彰化客運 99號公車於醫學大學站下車，即可到達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搭市公車全航客運 158號公車於醫學大學站下車，即可到達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搭臺中市電動公車 356號公車於醫學大學站下車，即可到達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汽車】 

 自國道 1號下五權西路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文心南路右轉，建國北路左轉，即可到達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  

 自國道 3號下烏日交流道，往臺中市區復興路，文心南路左轉，建國北路右轉，即可到達中山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https://forms.gle/xCmm3tWsMzQFnmJJ7
https://www.csh.org.tw/Traffic.html


109年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教育訓練 

課程研習 東區場次 

時間：109年 6月 22日星期一 

地點：陽明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第二會議室(宜蘭市校舍路 169號地下 2樓)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xCmm3tWsMzQFnmJJ7  

時間 課程單元/內容 講者 

10:00~10:30 報到 

10:30~10:40 開幕致詞 

10:40~12:20 

《身心障礙者之基本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與

相關法律簡介》 

《障礙類型與就醫環境及流程對應需求》 

滕西華理事長/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 

12:20~12:30 綜合討論/ Q&A 

12:30~14:00 午 餐/交流時間 

14:00~14:50 《醫療院所無障礙環境規劃重點實務》 王武烈建築師 

14:5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醫療設施無障礙環境評估與改造-案例分享》 王武烈建築師 

15:50~16:20 綜合討論/ Q&A 

交通指引： 

【火車】 

 於宜蘭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右轉，延林森路朝校舍路直行，遇校舍路左轉，步行約 7分鐘。 

【客運】 

 於宜蘭轉運站下車，往校舍路直行，步行約 5分鐘。 

【汽車】 

 自國道 5號南下方向，在「38-宜蘭」出口下交流道，走「191甲縣道」，東港路/台 7線右轉後

直行，於校舍路左轉，即可到達陽明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 (停車費：每小時 30元) 

 自國道 5號北上方向，在「38-宜蘭」出口下交流道，朝宜蘭/台 7線/壯圍前進，於迴轉道迴

轉，於陽明路右轉後，於校舍路左轉，即可到達陽明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 (停車費：

每小時 30元；機車停車費：每次 10元) 

 

https://forms.gle/xCmm3tWsMzQFnmJJ7
https://www.ymuh.ym.edu.tw/tw/index/ymuhmap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