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
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
南投律師公會

函

會址：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 4034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1 段 91 號 1 樓
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 51056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 231 巷 10 號 2 樓
南投律師公會
5405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772 號
電話：臺中(04)22220479、彰化(04)8346627、南投(049)2239569
傳真：臺中(04)22246609、彰化(04)8381391、南投(049)2239570

受文者：貴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6 日
發文字號：中彰投律字第 107006 號
速別：速件
附件：如文

主旨：臺中、彰化及南投律師公會與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共同委託中
國醫藥大學辦理「醫療法律課程培訓計畫─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學分班」
，
如說明，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為加強醫療與法律的交流合作、培養律師跨領域之專業，提升執業律師處
理醫療糾紛案件之專業能力，臺中、彰化及南投律師公會與中華民國律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共同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辦理「醫療法律課程培訓計畫─醫
療爭論與案例專題學分班」。
二、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7 年 07 月 31 日止。
三、報名方式：
採線上及書面報名二種方式，
1、請優先以線上方式報名：https://goo.gl/forms/Dkk9qMmNY47K5gTC2
2、書面報名：請填妥簡章後附報名表，於報名截止日前以傳真或逕送至社團
法人臺中律師公會律師休息室（地址：4034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1 段 91 號）
。
傳真電話：04-22246609，並請於傳真後來電 04-22220479 確認。
四、招生名額：
1、預計招收正取 60 名（具備臺中、彰化或南投律師公會之會員資格者計 40
名，具備其他地方律師公會會員資格者計 20 名，各組報名人數若不足上
限，得互相流用）；備取 20 名。
2、若符合資格之報名人數超過 60 人，則由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以抽籤方式
決定正取及備取學員。在回覆錄取並通知繳費之前，暫勿繳納費用。

五、課程時間：
107 年 09 月 15 日至 107 年 12 月 08 日，每週六 09:00-12:00、14:00-17:00；
每週課程時數為 6 小時，共計 72 小時(另參簡章：十五、注意事項第 1 點)。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一)

2 學分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二)

2 學分

課程日期

上課時間

107 年 09 月 15 日至

09:00-12:00、

107 年 10 月 27 日

14:00-17:00

107 年 11 月 03 日至

09:00-12:00、

107 年 12 月 08 日

14:00-17:00

六、課程地點：中國醫藥大學（地址：40402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上課教
室另行通知）。
七、報名與審查方式、收費標準、繳費方式、退費辦法及注意事項等，請參照
附件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之簡章說明。
正本：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全體會員、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全體會員、南投律師公會全體
會員
副本：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國醫藥大學

理事長

張 績 寶
邱 垂 勳
吳 莉 鴦

推廣教育中心
Center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律師醫療課程培訓計畫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學分班

報名簡章
一、 計畫目的
為加強醫療與法律的交流合作，全國首創醫師授課、律師學習的醫療法律課程
計畫，由中國醫藥大學與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

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南投律師公會共同合辦，實現醫、法、學界聯合
辦訓，將有助於提升執業律師處理醫療糾紛案件之專業能力，完善醫療法律服務產
業之實務經驗，促進良好、平衡的醫病關係，以開拓律師服務市場之新局。

二、 計畫目標
1. 增強執業律師處理醫療糾紛案件之專業能力。
2. 使執業律師習得基本醫療知識，可提供醫療糾紛事件當事人更妥適之法律建議。
3. 系統化養成律師跨入醫療法律實務領域之基礎能力。

三、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
南投律師公會、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

四、 承辦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五、 課程時間
107年09月15日至107年12月08日，每週六09:00-12:00、14:00-17:00；
每週課程時數為6小時，共計72小時(另參：十五、注意事項第1點)。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日期

上課時間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一)

2學分

107年09月15日至107
年10月27日

09:00-12:00、
14:00-17:00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二)

2學分

107年11月03日至107
年12月08日

09:00-12:00、
14:00-17:00

六、 課程地點
中國醫藥大學(地址：40402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七、 課程內容
本計畫課程內容將分為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一)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二) ，由不
同科別的醫師授課(或相關專業人士)、律師上課的互動式學習模式，貫穿「醫學基
礎」、「醫事法規」、「醫療鑑定」等專業，探討醫療訴訟實務與新醫療科技等醫療法
律議題。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一)
週數

日期(星期)

課程進度

1

107/09/15(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神經內科

2

107/09/29(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眼科

3

107/10/06(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耳鼻喉科

4

107/10/13(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口腔

5

107/10/20(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胸腔科

6

107/10/27(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心臟科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二)
週數

日期(星期)

課程進度

1

107/11/03(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消化內科

2

107/11/10(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腎臟科

3

107/11/17(六)

基礎醫學暨案例說明-精神醫學科

4

107/11/24(六)

影像醫學及放射診斷

5

107/12/01(六)

老人醫學暨長期照護

6

107/12/08(六)

病人自主權利法暨生命關懷

八、 招生名額
預計招收正取60名(具備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或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或南投律師
公會之會員資格者計40名，具備其他地方律師公會會員資格者計20名，各組報名人
數若不足上限，得互相流用)；備取20名。

九、 修讀資格
1. 具備報考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
2. 具備本國各地方律師公會之會員資格者。
3. 錄取資格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
彰化律師公會、南投律師公會執行小組共同決定之。

十、 收費標準
1. 每名學員學費新臺幣(下同)28,000元整；如學員數超過(含)50人，則每名學員
學費優待為26,000元整，實際請依錄取通知繳費公告為主。
2.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南投律師公會各提供參與本課程之會員學費補助1,000
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提供參與本課程之會員學費補助2,000元。
3.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南投律師公會將於其會員完
修本課程後給予補助；出席率未達課程標準或未完修課程之會員將不予補助。

十一、 報名與審查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7年07月31日止。

2. 報名方式：
本課程採線上及書面報名二種方式，
(1)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Dkk9qMmNY47K5gTC2

(2) 書面報名：請填妥簡章後附報名表，於報名截止日前以傳真或逕送至社團
法人臺中律師公會律師休息室(地址：40342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91號)。
傳真電話：04-22246609，並請於傳真後來電04-22220479確認是否收到。
3. 審查階段：
(1) 報名資料彙整後，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
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南投律師公會共同進行審查。
(2) 若符合資格之報名人數超過60人，則由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以抽籤方式
決定正取及備取學員。
(3) 在回覆錄取並通知繳費之前，暫勿繳納費用。
4. 錄取階段：
錄取名單將於107年08月10日(星期五)於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
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及南投律師公會之網站公告。經錄
取學員請於107年08月24日(五)前完成繳費手續。逾期未完成繳費者，則視同

放棄，並由備取學員遞補其修讀資格。

十二、 繳費方式
1. 郵政劃撥
(1) 帳號：22182041
(2) 戶名：中國醫藥大學
(3) 請於劃撥單上「備註欄」註明班別及學員姓名；劃撥後，請將劃撥收據傳
真至04-22035557推廣教育中心或清楚拍照上傳官方 LINE。
2. 匯款轉帳
(1) 帳戶名稱:財團法人中國醫藥大學
(2)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005)北台中分行(0773)
(3) 銀行帳號:077051025001
(4) 請於匯款後，來電04-2205-4326或透過官方 LINE，告知班別及學員姓名、
轉匯帳號後5碼及匯款金額。
完成繳費後，請務必來電告知或利用本中心官方 LINE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回傳劃撥收據及匯款資訊。
LINE ID：@cce22054326

十三、 退費辦法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2. 自實際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納各項費用之半數。
3. 課程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4. 如欲申請退費，勿以口頭告知為憑；請填妥《退費申請單》
，並備妥相關文件
(如存摺影本等)，向本中心提出申請，文件未齊全者恕不受理。
※《退費申請單》
http://cce.cmu.edu.tw/doc/download/refund/3.pdf
5. 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或報名人數已滿，應全額無息退還已繳費用。
6. 溢繳費用者，應全額退還所溢繳之金額。

十四、 結業
1. 學員出席率達2/3以上者，得參加成績考核，經考核及格者，將由中國醫藥大學
提供4學分之修讀證明書；其修業學分可依《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
點》之辦法，申請辦理抵免未來就讀中國醫藥大學科技法律碩士學位學程之學
分數。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
http://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6

2. 出席率未達課程標準之學員，則無法取得修讀證明書。

十五、 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承辦單位有權保留課程變動、師資及時間調整之權利，課程若有變
更將會提前告知學員。
2. 學員修讀期間應遵守主辦單位及中國醫藥大學之規定，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
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通知仍未改善者，主辦單位得取消修讀資格，且不予
退費。
3.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水災等天然災害，台中市政府宣布停課，當日
課程將另擇日補課乙次，補課時間與任課教師協商後再行通知。
4. 若人數不足，主辦單位保留不開班或延期之權利。
5.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得以隨時修改之權利。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聲告說明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南投律師
公會及中國醫藥大學為「辦理律師在職進修」及「教育或訓練行政」之目的，本報名表所蒐
集之個人資料，將僅存放於校內，作為本次活動管理與聯繫及未來活動訊息傳達之用。您得
以本次活動聯絡人聯絡方式行使查閱、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當事人權利。如您提
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將無法完成本次活動報名申請。

推廣教育中心
Center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律師醫療課程培訓計畫

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學分班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號
電話

手機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

最高學歷

畢業

服務單位

隸屬公會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南投律師公會
□____________________律師公會

用餐習慣

□葷食 □素食(蛋奶素) □素食(全素)

★收據抬

□ 個人 □ 公司

頭

如需開立抬頭、統編，請於報名時清楚告知，發票ㄧ經開立，恕不退換。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統編：________________

★我本人________________已詳細閱讀並且同意招生簡章及退費辦法等相關注意事
項。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以傳真或逕送至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律師休息室(地址：40342臺中市
西區自由路一段91號)。
傳真電話：04-22246609，並請於傳真後來電04-22220479確認是否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