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台北國際乳癌研討會 
Taipei International Breast Cancer Symposium 

2020年11月7~8日(六~日) 南港展覽館2館7樓 

 

各位親愛的朋友您好: 

 

感謝您報名參加本會於 2020 年 11 月 7~8 日(六~日)於南港展覽館 2 館 7 樓所舉辦之『2020 台北

國際乳癌研討會 Taipei International Breast Cancer Symposium』 

~感謝您參與本次活動~ 

 

**以下內容請詳閱** 

會議注意事項  

**.請務必配戴口罩進場，當天場內備有體溫偵測器，若體溫高於 37.5 度，請恕無法入場，造成您的不便，懇請見諒 

**近 14 天內有出國史的學員，請恕無法入場 

1. 會議地點：南港展覽館 2 館 7 樓(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2 號) 

2. 會議時間：2020 年 11 月 7~8 日 (六~日) 

3. 報到地點：七樓大會報到處 

4. 報到時間：11/7(六)07:30~16:30   /  11/8(日)07:30-16:30 

5. 議場規範：會議進行中請勿隨意走動，並請關閉手機或震動。 

6. 本次活動廠商除了設立實體攤位，因應疫情之需，設有線上虛擬攤位，歡迎各位與會者用手機掃描報到卡上 QR code

線逛攤位，另有抽獎活動喔! (請見後頁說明) 

7. 活動餐飲：本次會議午餐(第一天及第二天)及早餐(第二天)由資助廠商於 Luncheon symposium / 優秀論文口頭報告 

時段提供。 

⚫ Luncheon symposium：11/7(六)12:30-13:10，11/8(日)12:20-13:00 (便當數量有限) 

⚫ 優秀論文口頭報告：11/8(日)08:05-08:55 (早餐數量有限) 

 

*其他注意事項* 

時間: 11 月 7 日(六)08:20-08:30 開幕式 

本次大會特邀陳時中部長現場致詞及共同主持開幕式，誠摯邀請各位學員踴躍出席。 

 

會議報到說明  

1. 本場會議以電子報到系統，請您於報到時出示身分證或健保卡。 

2. 本次會議將發放小贈品及環保袋，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3. 報到時即發放參加證書，如有遺失，恕不補發。 

4. 報到結束後，請記得於教育積分簽名處簽教育積分。 

5. 需完成 7 樓櫃台報到及教育積分簽到處簽名才算報到成功，2 項手續缺一不可。 

6. 教育積分簽名注意事項: 

A.醫    師: 請於所加入之醫學會簽名 

B.護理人員: 專科護理師請簽『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台灣護理學會』護士及護理師請簽『台灣護理學會』 

C.藥    師: 『社團法人台灣臨床藥學會』 

 



D.醫 檢 師: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E.放 射 師: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請注意】 

**積分單請勿簽錯，以免喪失權益，字跡請填寫清楚，勿潦草，積分上傳以本人簽名為主。請務必「簽對」身分別。 

**積分請親簽，代簽無法登錄積分 

**所有教育積分將於 12 月 8 日前上傳醫事人員積分登錄系統，請自行上網確認是否登錄成功，逾期不受理 

7. 南港展覽館 2 館交通便利，歡迎利用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南港展覽館 2 館交通位置圖】 

 

 

 

 

 

 

 

 

 

 

 

 

 

 

【捷運資訊】 

1. 前往台北南港展覽館 2 館，可搭乘捷運「文湖線」於「南港展覽館站」下車，並於 1 號出口離站

沿南港 2 館地下連通道至本展館。 

2. 前往台北南港展覽館 2 館，也可搭捷運「板南線」於「南港展覽館站」下車，並於 1 號出口離站

沿南港 2 館地下連通道至本展館。 

3. 或可走路面平面道路，於南港展覽館 2 號出口對面即是會場 

 

 

【停車資訊】 

停車資訊: https://www.tainex2.com.tw/transportation1 

停車沒有優惠喔! 

 

 

https://www.tainex2.com.tw/transportation1


【7 樓會場平面圖】 

 

 

 

 

 

 

 

 

 

 

 

 

 

 

 

 

 

 

 

 

 

 

【線上虛擬攤位說明】 

 

 

報到處 

積分簽到處 

主會場 

1. 本場會議以電子報到系統，請您於報到時出示身分證或健保卡。 

2. 報到時即發放參加證書及收據(收據部分已寄發)，如有遺失，恕不補發。 

3. 報到結束後，請記得於學分簽到處簽名各學會積分。 

4. 完成 7 樓報到處報到及學分簽到處簽名才算報到成功。以上手續缺一不可。 

線上虛擬攤位網址: https://online.tibcs.org.tw 

網站可瀏覽日期:2020.11.07~2021.11.06 

1. 登入方式: 姓名+身分證號 

2. Speaker: 可看到講師簡介 

3. Posters: 可看到今年度所有的投稿摘要及海報 

4. Lecture Hall: 可以下載 PDF Slides, 會後可觀看演講影

片 

5. Exhibition: 可看到所有大會贊助廠商攤位、提供資訊、

留言提問 

6. Information: 可看到大會資訊 

7. 抽獎活動: 只要點入Exhibition逛了15間以上的攤位即

可獲得到廠商區抽獎櫃台抽小禮物! (數量有限抽完為止) 

虛擬攤位禮品 

抽獎兌換處 
試片室 

https://online.tibcs.org.tw/


【教育積分】 

專科別 台灣乳房醫學會 積分類別   學分認定 30 分 

專科別 台灣外科醫學會 積分類別   學分認定 10 分 

專科別 台灣內科醫學會 積分類別 B 類 學分認定 15 分 

專科別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積分類別   學分認定 3 分 

專科別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腫外積分 積分類別  乳房次專科 學分認定 3 分 

專科別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積分類別   學分認定 2 分 

專科別 中華民國超音波醫學會 積分類別   學分認定 3 分 

專科別 台灣放射腫瘤學會 積分類別   學分認定 5 分 

專科別 台灣醫學會 積分類別 專業 學分認定 17.3 分 

專科別 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 積分類別 B 類 學分認定 5 分(點數 1 點) 

專科別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積分類別 專業 學分認定 2 天共 17.3 分 

11/7: 8.8 分 

11/8: 8.5 分 

專科別 台灣臨床藥學會 積分類別 專業 學分認定 16.8 分 

專科別 台灣護理學會 積分類別 專業 學分認定 2 天共 17.3 分 

11/7: 8.8 分 

11/8: 8.5 分 

專科別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積分類別 專業 學分認定 2 天共 17.3 分 

11/7: 8.8 分 

11/8: 8.5 分 

專科別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積分類別 專業 學分認定 2 天共 17.3 分 

11/7: 8.8 分 

11/8: 8.5 分 

 
 

 
台灣乳房醫學會 Taiwan Breast Cancer Society 

地址: 台北市吉林路 24 號 6 樓  TEL: 02-25239118 FAX: 02-25238870 

E-mail: bcst@ms46.hinet.net  Website: www.tibcs.org.tw 

E-mail：bcst@ms46.hinet.net  網址：www.bcst.org.tw 

mailto:bcst@ms46.hinet.net
http://www.tibcs.org.tw/
mailto:bcst@ms46.hinet.net
http://www.bc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