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111 年度學生實習口頭報告成果發表會」流程表
活動日期：111 年 9 月 28 日(一)

活動地點：輔大醫學院三樓 DG312 教室

上午場次
時間

報告時間

實習單位

08：10～08：13 3 分鐘
08：13～08：31 18 分鐘

報告學生

醫療院所單位總介紹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
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老師
洪于雅、陳琪臻、
林郁軒
沈珮暄/林怡君/
楊子毅、莊景涵

08：31～08：55 24 分鐘

(預防醫學暨社區醫學部)/國泰綜合醫院（家庭暨社
區醫學科）

08：55～09：07 12 分鐘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社區醫學暨長期照護部）

莊登富、黃彥傑

09：07～09：15 8 分鐘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

張立

09：18～09：30 12 分鐘

台大附設醫院(老年醫學部)

陳襄晴、李瑀軒

09：30～09：38 8 分鐘

台大附設醫院新竹分院(醫療事務室)

劉恩伃

09：38～09：46 8 分鐘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許凱淯

09：46～09：54 8 分鐘

雙和醫院（醫務部）

曹盛傑

09：54～10：02 8 分鐘

彰化基督教醫院(社區健康促進組)

廖芸榕

休息 10 分鐘
10：12～10：20 8 分鐘

奇美醫院（醫療整合中心）

朱妤薰

10：20～10：38 18 分鐘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醫療品質部)/永和耕莘醫院(醫
療品質管理中心)

林芷妤、高渝珍/
吳怡萱

10：38～10：41 3 分鐘
10：41～10：49

8 分鐘

衛生健促單位總介紹

老師

輔大診所

陸又梅

10：49～10：57 8 分鐘

新北市衛生局心理衛生科

王嘉敏

10：57～11：05

8 分鐘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吳梓裴

11：08～11：23

18 分鐘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宜蘭市衛生所

吳霈澤、張雅涵/
鍾瑜

11：23～11：31

8 分鐘

台北市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李奕潔

11：31～11：43

12 分鐘

桃園市政府健康促進科

楊丹豪、謝宜哲

11：43～11：58

8 分鐘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鄭涓妤

11：58～12：06

8 分鐘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

黃姿熒

中午休息至 13：00

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111 學年度學生實習口頭報告成果發表會」流程表
活動日期：111 年 9 月 28 日(一)

活動地點：輔大醫學院三樓 DG312 教室

下午場次
時間

報告時間

實習單位

13：00～13：03

3 分鐘

環境衛生單位及基金會總介紹

13：03～13：27 24 分鐘

雙和醫院（職業安全衛生室）/仁大學附設醫院(環安
衛室) /北榮民總醫院（職業安全衛生室）

報告學生
老師
李承融/梁育禎/
蔡俞庭、朱彥澂

13：27～13：51 24 分鐘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廖為加 、周啟桓
蔡俞庭、朱彥澂

13：51～13：59

李宥呈

8 分鐘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3：59～14：17 18 分鐘 典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玟卉、蔡怡娟、
李苡瑄

14：17～14：25

8 分鐘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許雅淇

14：25～14：33

8 分鐘

淳億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黃姵諭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陳佳汶

14：33～14：41 8 分鐘

14：41～14：53 12 分鐘 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中心）

邱鈺婷、謝佳穎

14：53～15：01

楊天晴

8 分鐘

董氏基金會 (心理衛生中心)
休息 10 分鐘

15：11～15：14

3 分鐘

其他相關單位總介紹

老師

15：14～15：22

8 分鐘

智醫海量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邱琦茵

15：22～15：30

8 分鐘

日祥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林庭妘

15：30～15：38

8 分鐘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陳佩湘

15：38～15：50 12 分鐘 健康盟國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王柏凱、吳冠毅

15：50～15：58 8 分鐘

商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宥軒

15：58～16：06 8 分鐘

翔評互動股份有限公司

廖昱瑋

15：06～16：14 8 分鐘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部

王維暄

16：14～16：22 8 分鐘

醫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數位內容部採訪編輯中心

胡巧郡

16：22～16：30 8 分鐘

大學眼科診所

陳俞安

16：30～16：38 8 分鐘

亞葵小鎮康復之家

張人皓

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111 學年度學生實習口頭報告之基本原則
※報告日期：11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08：00～16：30
一、依實習領域分組報告，例如基層衛生所、環保衛生等單位，各自集合成一群組，學生相互
討論彙整共同簡介實習單位現況之相似或差異性，而後再依據各實習情形報告，以可節省
類似單位重複介紹之時間。
每個人請務必上台報告，同學如有參與兩個實習單位者，可選擇其中一個進行報告，但需協助
完成另一未報告場次之內容，報告場次與內容請自行協調。
二、每單位報告時間均預留 2-3 分鐘進行討論，時間分配如下：
❖ 8 分鐘者，有 06 分鐘報告，討論時間 2 分鐘。
❖ 12 分鐘者，有 10 分鐘報告，討論時間 2 分鐘。
❖ 18 分鐘者，有 15 分鐘報告，討論時間 3 分鐘。
❖ 24 分鐘者，有 21 分鐘報告，討論時間 3 分鐘。
※報告時間僅剩一分鐘時，會有警示鈴提醒，請同學立即做結論，報告時間之掌握亦為
評分要點。
三、口頭報告當天務必穿著正式服裝(禁短褲、拖鞋、T 恤與牛仔褲等)，並自製個人姓名名牌
並配戴在身上，以便各位實習教師評分。
四、公衛四同學須全程參與，當天將進行簽到點名，上、下午至少各一次，除規定之休息時間，
不得隨意進出教室，發問過程亦為實習評分之參考。
五、獎勵方式
(一)「實習口頭報告最受歡迎獎」：由參與同學投票，票選口頭報告最受歡迎獎的三名。
(二)「最佳實習海報人氣獎」：由各年級學生一人一票選出最佳的前三名。
(三)「實習報告優良獎」：彙整實習總成績後選出最高分的前三位。
(四) 以上獲獎同學將於系週會公開頒獎。
六、各場次評審
(一)上午評審教師：
(二)下午評審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