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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 基 金 名 稱 ）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至 106 年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統案   

1.因業務需要，由部分進修經

費變更支應至會議計畫，業經

教育部1060614臺教人(三)字

第 1060081718 號函復同意變

更，經費為 2,135,750 元，人

數 42-55 人。 

2.教育部1060627臺教人(三)

字第 1060090434 號函復同意

新增「2017 泰國卓越經營交流

研習團」計畫，會議經費變更

為 2,090,750 元。 

3.教育部1060801臺教人(三)

字第 1060106376 號函復同意

進修經費變更至藤田大學簽

訂備忘錄計畫，所餘經費變更

至會議計畫，會議經費為

2,220,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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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7 年美國風濕病

醫學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歐盟老年醫學大會

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第 27 屆國際婦產科

超音波研討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 表 論 文 -6th Union of 

European Neonatal and 

Perinatal Societies (UENPS)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皮膚科醫學年會(國

際)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7 年歐洲泌尿科

醫學會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美國耳鼻喉科年會

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41.858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美國眼科醫學會年

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98.5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第 38 屆世界骨科醫

學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7 年 The 

European Anaesthesiology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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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物理暨復健醫學世

界大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第 10 屆國際歐洲疼

痛會議(10th EFIC)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國際臨床生化學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美國放射腫瘤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亞洲地區國家

主辦之相關國際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6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醫學教育國際會議

AMEE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10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世界藥學會、臨床

藥學或藥學發展相關國際會

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10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國際老年學及老年

醫學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歐洲小兒骨科北美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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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骨科 2017 年會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國際內視鏡研討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ICN 26th 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世界泌尿內視鏡醫

學會年會(WCE)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第38屆世界骨科醫

學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20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7 國際生物力學

學會國際研討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國際分子病理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7 年 ISQua's 

3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ERS 國際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10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7 ASVS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ASGO2017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第 2屆歐洲新生兒

聯合學術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62th JSNHD 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尚未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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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ACEP 2017 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49.783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CODM-2017 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2017年 WONCA第 22

屆亞太區域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世界泌尿內視鏡醫

學會年會(WCE)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美國放射腫瘤年會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CSIC 2017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18 屆世界肺癌大會

(WCLC)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30 尚未執行完畢 

鼓勵醫事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IUNS 21th ICN 國際

營養會議 

(4)開會：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尚未執行完畢 

2017 泰國卓越經營交流研習

團 
(3)訪問：2017 泰國卓越經營交流研習團 45 

教育部 1060627臺教人(三)

字第 1060090434 號函復同

意新增「2017 泰國卓越經營

交流研習團」計畫。 

成大醫院國際醫療服務 
(3)訪問：醫療衛生現況評估及分析；辦理

會議或教育訓練，扶植當地醫護人員。 
455.514  

探討誘發嚴重敗血症及心衰

竭可能的分子機轉及實驗模

式 

(6)進修：釐清 Rho/Rho kinase 在敗血性心

肌病變疾病發生的重要性及調控疾病發生

的機轉。 

350 

1.350 千元尚未執行完畢。 

2.教育部 1060918 臺教人

(三)字第 1060132198 號函

復同意變更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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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醫療研究，強化醫療品質

與病人安全的專業概念 

(6)進修：回國後以所學習之專業知識運用

於增進本院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350 

1.350 千元尚未執行完畢。 

2.教育部 1061127 臺教人

(三)字第 1060168183 號函

復同意變更計畫名稱。 

學習幹細胞再生醫學在男性

學上的應用發展 

(6)進修：應用幹細胞再生醫學科技於男性

學，期能帶來新治療方式，推進國內男性不

孕症研究。 

0 

教育部1060801臺教人(三)字

第 1060106376 號函復同意經

費變更至藤田大學簽訂備忘

錄計畫，所餘經費變更至會議

計畫。 

研究腫瘤輻射生物學 (6)進修：研究腫瘤輻射生物學。 0 

教育部 1060614臺教人(三)

字第 1060081718 號函復同

意變更支應出席國際會議

計畫。 

學習麻醉醫學教育 (6)進修：學習麻醉醫學教育。 0 

教育部 1060614臺教人(三)

字第 1060081718 號函復同

意變更支應出席國際會議

計畫。 
觀摩學習他院腫瘤科藥事服

務 

(6)進修：發揮藥師專業技能，配合多專科

腫瘤團隊，提升化療病人藥事服務品質。 
200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

期進修-學習齒顎矯正治療對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影響 

(6)進修：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

修。 
200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

期進修-1.實際考察內視鏡治

療技術，包含 ERCP，EUS 等相

關醫療 

2.實際考察內視鏡中心環

境，後勤，消毒，管理 

(6)進修：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

修。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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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

期進修-增進骨折創傷（尤其

是骨盆、肩胛骨、肋骨）臨床

處理技術 

(6)進修：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

修。 
60  

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

期進修-參加AIRP四週課程為

放射診斷及病理結合之培訓

課程 

(6)進修：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

修。 
150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

期進修-1.參訪日本醫學中心

對於早產兒發展性照護的施

行及成效 

2.學習極低體重早產兒(小於

1000 公克)相關臨床照護 

(6)進修：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

修。 
105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

期進修-神經科病房及居家護

理長期照護觀摩 

(6)進修：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

修。 
105 尚未執行完畢 

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

期進修-精進脊柱相關手術技

術及學術研究 

(6)進修：選送醫師或醫事人員出國短期進

修。 
41.25  

選送主治醫師出國進修 (6)進修：選送主治醫師出國進修。 0 

教育部 1060614臺教人(三)

字第 1060081718 號函復同

意變更支應出席國際會議

計畫。 

至日本藤田保健衛生大學簽

訂合作備忘錄及參訪其附設

醫院 

(3)訪問：至日本藤田保健衛生大學簽訂合

作備忘錄及參訪其附設醫院 
220 

教育部 1060801臺教人(三)

字第 1060106376 號函復同

意進修經費變更至藤田大

學簽訂備忘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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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4,456.905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

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