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性文獻回顧研究菁英班研習工作坊
日期：2016 年 4 月 23 日至 4 月 24 日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飯店 (26241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 77 號)
主辦單位：台灣實證醫學學會、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Cochrane Taiwan)
對象：對系統性文獻回顧研究有興趣之同好
學分：本次工作坊提供醫師、護理人員、藥師、專科護理繼續教育積分認證學分、公務人員
繼續教育學分以及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學分等學分認證 (學分申請中)
報名網站：http://imohw.tmu.edu.tw/events/
報名截止日：2016 年 2 月29日或額滿(45 人)為止
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

授課形式
報到(自行前往)

13：00-13：10
13：10-13：20

致詞

13：20-14：00

簡介系統性文獻回顧研究

講師授課

李玲玲副教授

14：00-15：00

如何選定研究主題

講師授課

譚家偉主任

休息

15：00-15：20
2016/4/23
(六)

15：20-16：00

選定研究主題實作練習

分組討論

各分組教師※

16：00-17：00

文獻搜尋、排除/納入的準則

講師授課/討論

陳杰峰主任

晚餐時間

18：00-20：00
20：00-21：30

星光夜談

09：00-10：00
10：00-10：30

晚安
文獻資料擷取(data extraction)
/ RevMan 操作示範
data extraction 練習

(日)
11：50-12：20
12：20-12：30

講師授課

官怡君醫師

分組討論

各分組教師※

分組討論

各分組教師※

講師授課

譚家偉主任

共同討論

所有教師

休息

10：30-10：40
10：40-11：50

分組討論

(帶自己的題目與教師討論)

21：30-

2016/4/24

講者

RevMan 操作練習/
完成 forest plot
著手撰寫系統性文獻回顧研
究文章
綜合討論/課後評量

12：30-14：00

午餐

14:00~23:00

享受飯店設施、泡湯(自由參與)

教師簡介：
李玲玲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譚家偉

雙和醫院實證健康照護中心主任、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核心課程發展暨師資培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杰峰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理事長、萬芳醫院整形外科暨實證醫學中心主任、考科藍臺灣
研究中心執行長
雙和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萬芳醫院護理部副主任暨實證知識轉譯中心主任、台灣實證醫學學會秘書長

官怡君
葉美玲
陳可欣

報名注意事項：
單人房
台灣實證醫學
$22,000 元/人
學會 會員
非會員

$25,000 元/人

學生(35歲以下)

雙人房

雙人房

僅參加課程

(學員二人同行)

(攜眷*)

(不含飯店食宿)

$18,000 元/人

$24,500 元/人(含眷)

16,000 元/人

$21,000 元/人

$27,500 元/人(含眷)

19,000 元/人

上列價格優待 2,000 元

1. 活動費用：
(1) 本會之團體會員之機構可享有最多(含)三位名額以會員價報名，請團體會員機構協助
統一報名及匯款。請將報名者之姓名、部門、職稱、email、餐點(葷/素)等資訊 email
至學會。
(2) 報名費(僅參加課程者除外)包含課程實作及一泊(4/23 住宿)、三食(4/23 中式晚餐、4/24
早餐及 4/24 buffet 中餐)，並免費享用 1,500 坪親水設施、慢活 SPA 區、空中溫泉泳池、
露天風呂等設施(不包括飯店內自費項目)。
(3) 報名學員二人同行者請自行洽找同住學員；雙人房攜眷以一名為原則，若有其他需求
請洽學會。
(4) 請於報名後一週內繳費，繳款成功後收到學會確認 e-mail 信函，才視同報名成功。
2. 繳費方式：以郵政劃撥為主 (戶名:台灣實證醫學學會 帳號：50056141)
匯款同時請於劃撥單備註欄填寫下列資訊:
1.參與者姓名 2.報名 4 月 23-24 日 SR 課程 (若有同行/住者請註明機構(或眷屬)/姓名)
3.收據抬頭
3. 退費：已完成報名及繳費、但因故不能參加者，請於 3 月 23 日(含)前，e-mail 至
tebma@mail.tebma.org.tw 通知主辦單位申請退費 (扣除新台幣 150 元行政手續費外，全額
退還，將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辦理完成)。
 3 月 23 日後提出申請，將扣除已支付之飯店、餐飲訂金及 150 元行政手續費等

成本後，退還剩餘費用。

4.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行經雪山隧道下頭城交流道(礁溪路六段)後右轉公園路，直行至健康路左轉即可抵達。
(提醒用路人：102 年 3 月 24 日起，每星期日 15-20 時為國 5 北上高乘載管制時段，未達 3
人之小型車，請多搭乘公共運輸或調整出發時間。若您要自行開車，建議工作坊結束後可在
飯店繼續享用泡湯設施，晚上 10 時以後進入國 5，較能避開塞車時段)(國 5 最新資料請參閱
高公局網站：http://www.freeway.gov.tw/Publish.aspx?cnid=1272)
台北市區至宜蘭礁溪
 首都客運台北市(市府轉運站)→礁溪轉運站→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行經站名：市府轉運站→礁溪轉運站 (行車時間: 60 分鐘)。
票價資訊：NT$90 / 單程單人
時刻資訊：15~20 分鐘 1 班次 (首班車 05：55、末班車 24：30)
下車後，前行至公園路右轉，約 200 公尺即可抵達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台北桂冠酒店→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每日二班次由長榮鳳凰酒店（礁溪）往返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接駁
巴士，經雪山隧道，約一個小時車程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出發： 11 : 30 、 14 : 30
台北火車站出發： 12 : 45 、 15 :45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出發： 13 : 15 、 16 : 15
※訂房旅客請於抵達日前一日向服務中心預訂，住房旅客需於發車前 2 小時向服務中心
預訂，若該班次無人預定則取消發車，本服務將採收費方式，每人每趟收費 NT $ 250
礁溪市區
礁溪轉運站：轉運站下車後，穿過轉運站旁的礁溪溫泉遊客中心，５分鐘內即可抵達酒店。
※酒店提供住房貴賓礁溪市區免費接駁服務，接泊時間為每日 14:00 ~ 22:00 間，欲使用此服
務，請向酒店服務中心（1F）預約登記。
酒店至礁溪轉運站與礁溪火車站
1.接送時間：每日自 7:00 起整點與半點發車至 22 : 00 為止，每日共計發出 30 車次。
酒店發車時刻
7:00

7:30

8:00

8:30

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3: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18:30 19:00 19:30 20:00 20:30 21:00 21:30
22:00

礁溪火車站及礁溪轉運站接客時刻
7:15

7:45

8:15

8:45

9:15

09:45 10:15 10:45 11:15 11:45 12:15 12:45 13:15 13:45 14:15

14:45 15:15 15:45 16:15 16:45 17:15 17:45 18:15 18:45 19:15 19:45 20:15 20:45 21:15 21:45

2.訂房旅客需於抵達日前一日向服務中心預訂，住房旅客需於發車前 1 小時向服務中心預訂，
若該班次無人預定則取消發車，住房旅客皆可免費搭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