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層醫學西醫感染控制講座 

衞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處醫院/  

醫院管理局傳染病控制培訓中心 

對象  基層醫學西醫

目標  加強對感染控制原則的認識及應用

 提升對個人保護裝備之認識及應用

語言 廣東話為主（輔以英語專用名稱）

日期 2015 年 4 月 9 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1:30 - 2:30 

地點 九龍 亞皆老街 147C 號 地下 衞生防護中心 演講廳 

時間 講題/活動 講者 

1:30 - 1:40 登記 

1:40 - 1:45 講座目標及内容簡介 黃天祐醫生 

感染控制處主任 

衞生防護中心  

感染控制處 

1:45 - 2:10  香港的傳染病資訊

 蘇迺揚 先生 
感染控制的原則及應用

護士長 
 以傳播途徑為根基的防護措施 衞生防護中心 

 埃博拉(伊波拉)病毒病最新資訊 感染控制處 

劉智珊女士 
2:10 - 2:20 個人保護裝備的應用及示範 

註冊護士 

衞生防護中心 

感染控制處 

2:20 - 2:30 答問及總結 全體 



致： 衞生防護中心 感染控制處 

傳真：27675487 

 **注意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5 年 月 日3 30  
 

 

基層醫學西醫感染控制講座 
衞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處 

 
日期 2015 年 4 月 9 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1:30 - 2:30 

地點 九龍 亞皆老街 147C 號 地下 衞生防護中心 演講廳  

 
中文姓名：  
Name：  
聯絡電話：  
電郵：  
工作機構：  

 
註：  
1. 為減省行政手續，一經報名，參加者如沒有收到 衞生防護中心 感染控制處

的任何通知，可當自動取錄，敬請如期出席。 
2. 惟參加者如未能如期出席上課，請儘早通知  衞生防護中心  感染控制處  

羅小姐  2125 2933 或何小姐  2125 2950 

 

颱風或黑色暴雨警告下之上課安排 
1. 在上課前懸掛 /發出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除非在是日下午

一時前除下，否則是日課程便會取消。 

2. 在上課期間內或即將在二小時內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授課會即時中

止。 

3. 在上課期間內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敬請留在上課地點內。 



衞生防護中心的位置圖 

Routes to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Building 
前往衞生防護中心的路線表 

太子地鐵站 出(B2 口 乘坐綠) 色專線小巴 
Green Minibus next to Prince Edward MTR Station (Exit B2) 

Green Minibus 
17M專線小巴 太子地鐵站 (循環線) Prince Edward MTR Station (Circular) 

旺角地鐵站 (D2 出口) 乘坐下列巴士 
Bus stops next to Mong Kok MTR Station (Exit D2) 

Bus 2A巴士 

Bus 9 巴士 

Bus 13D 巴士 

Bus 16 巴士 

Bus 24 巴士 

Bus 95 巴士 

Bus 203E 巴士 

樂華 – 美孚 

天星碼頭 – 砰石 

大角咀 – 秀茂坪 

Lok Wah – Mei Foo 

Star Ferry, Tsimshatsui – Ping Shek 

Tai Kok Tsui – Sau Mau Ping 

灣) 
藍田 (廣田邨) – 旺角 (柏景 Lam Tin (Kwong Tin Estate) –  

Mongkok (Park Avenue) 
啟業 (循環線) 

佐敦 (渡華路) – 翠琳 

九龍鐵路站 – 彩虹 

Kai Yip (Circular) 

Jordan (To Wah Road) – Tsui Lam 

Kowloon Railway station – Choi Hung 

其他途徑的巴士 Other Bus Routes 

Bus 27 巴士 

Bus 98C 巴士 

順天 (循環線) 

坑口(北) – 美孚) 

Shun Tin (Circular) 

Hang Hau (North) – Mei F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