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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理學會  函 
機關地址：10681台北市大安區信義路四段 281 號4樓 
聯 絡 人： 顧淑芳專員 
電    話：（02）27552291 轉 34 
傳    真：（02）23258652 
電子信箱：sfku@twna.org.tw 

受文者：文列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年 8 月 3 日 
發文字號：王字第 1090001171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課程表 
 
主旨：本會將舉辦「進階護理實務成果發表會」(北區-現場、東區-視訊），敬請惠

予公告周知並鼓勵護理人員踴躍報名參加。 
說明： 

一、辦理日期：109 年 9 月 17 日（星期四） 

二、辦理地點： 

研習會現場：北區-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第七講堂（台北市中正
區常德街 1 號） 

同步視訊場：東區-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大愛樓二樓第一
會議室 (花蓮縣花蓮巿中央路三段 707 號) 

三、辦理單位：台灣護理學會進階護理委員會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理部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護理部 

四、報名費：免費 
五、學員名額：北區現場-150 人，東區視訊-50 人。（限本會活動會員，額

滿為止，若報名人數北區未達 50 人、東區未達 30 人，則取消辦理） 
六、報名日期 109年8月10日中午12時起至109年9月10日止，逾期報名者需繳

交300元行政作業費。  
七、報名方式：一律採網路線上報名，請學員至本會網站：www.twna.org.tw，

點選網頁右側【線上報名學術活動】專區進行報名。報名後可直接查

詢上課名單，恕不受理現場或其他方式報名。 
八、為珍惜資源及確保其他會員權益，當年度研習會2次未到者，第3次報名

需繳交報名費300元。不克出席者請自行上網取消報名，開課前7天（不

含開課當日）即無法取消，若未出席且無依前述規定取消者，則記錄1
次。 

九、本課程不發予研習會證明書，完成課程者可獲護理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本會將於課後一個月內協助登錄積分及上傳公務人員時數；請學員於課

後一個月，再至衛生福利部繼續教育護產積分管理系統，查詢或下載上

課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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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動當天請攜帶身分證/健保卡依規定辦理簽到（退），為響應環保，請

自備環保杯參與活動。 
十一、因應COVID-19疫情，凡須居家自主健康管理或有發燒症狀者，勿參加

研習會；並請與會者全程配戴口罩。 
十二、響應環保節能減碳，本活動不提供紙本講義資料，請學員攜帶智慧型

手機／平版，以掃描 QR code，於時限內下載講義及完成線上滿意度調

查。 
 
 

 
 

正本：各護理院校、各級學校、醫療院所、衛生福利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各縣市衛生局、

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各縣市護理師護士公會、國防部軍醫局、各

護理相關團體等單位 
副本：本會理監事及相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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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理學會 

        進階護理實務成果發表(北區-現場，東區視訊） 
Symposium on Achievement of Advanced Nursing Practice  

【研習會代碼：109038、109037    繼續教育積分：6.0 點】 

一、 辦理目的：推展進階護理師角色功能及多元創新照護模式，分享照護經驗及成果。 
二、 辦理單位：台灣護理學會進階護理委員會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理部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護理部 

三、 辦理日期：中華民國 109 年 9 月 17 日（星期四） 
四、 辦理地點：研習會現場：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第七講堂 
（台北市中正區常德街 1 號） 
同步視訊場：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大愛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花蓮縣花蓮巿中央路三段 707 號) 

五、 報 名 費：免費（午餐自理） 
六、 課程內容： 

時  間 內    容 主講者 主持人 
09:00-09:20 簽到  張慈惠 副主任 

09:20-09:30 

致歡迎詞 
醫院代表 
台灣護理學會代表 

研習會介紹 

 
吳明賢 院  長 
王桂芸 副理事長 
陳幼梅 主任委員 

 
 
 

陳幼梅 主任委員 

09:30-10:10 以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為中心之
家庭支持性照護 林貞秀個案管理師 張慈惠 副主任 

10:10-10:20 綜合討論 

10:20-11:00 肺心照護 添醫無縫-肺結核病人
整合性照護 陳立樺 護理長 張慈惠 副主任 

11:00-11:10 綜合討論 
11:10-11:20 休息  

11:20-12:00 運用科技系統提升住院病人照護
品質-智慧照護模式之臨床體現 溫明寰 護理長 張慈惠 副主任 

12:00-12:10 綜合討論 
12:10-13:30 午餐  (13:20-13:30 簽到) 張慈惠 副主任 

13:30-14:10 
全方位急診進階整合照護模式~六
大核心能力並重的高階護理師照
護 郭嘉琪 高階護理師 陳小蓮  顧問 

14:10-14:20 綜合討論 

14:20-15:00 蟲蟲特攻隊~居家疑似疥瘡感染
整合照護方案 張芬娥 護理長 陳小蓮  顧問 

15:00-15:10 綜合討論 
15:10-15:30 休息  

15:30-16:10 進階護理整合照護創新模式與成
果－以產科母嬰照護為例 古雪貞  督 導 陳小蓮  顧問 

16:10-16:20 綜合討論 
16:20- 簽退  張慈惠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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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講員介紹：（依主講順序） 
 
吳明賢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 
王桂芸 台灣護理學會副理事長、瑞光健康科技品管暨研創總監、臺北榮民總醫

院護理部顧問、國防醫學院護理學系暨國立陽明大學護理學院合聘教授 
陳幼梅 台灣護理學會理事暨進階護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室高級專員 
 高雄醫學大學護理學院助理教授 
張慈惠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理部副主任 
 台灣護理學會進階護理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陳小蓮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護理部顧問 
林貞秀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生兒加護病房早產兒個案管理師 
陳立樺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負壓隔離病房護理長 
溫明寰 臺北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專科 A121 病房護理長 
郭嘉琪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急診室高階護理師 
張芬娥 新光醫療財團法人附設新光居家護理所護理長 
古雪貞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馬偕紀念醫院護理部督導 

 
 

本活動不提供紙本講義資料，請學員攜帶智慧型手機／平版，以掃描 QR code，
於時限內下載講義及完成線上滿意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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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會場交通資訊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第七講堂(西址)台北巿常德街 1 號 
 

 
 
 
 
 
 
 

 捷運路線 
捷運線 路線說明 
淡水－信義線 台大醫院站，常德街及公園路交叉口（二號出口） 

文山－內湖線 
大安站轉搭淡水-信義線至台大醫院站，常德街及公園路交叉口（二

號出口） 

松山－新店線 
中山站與中正紀念堂站轉搭淡水-信義線至台大醫院站，常德街及公

園路交叉口（二號出口） 

中和－新蘆線 
民權西路站與東門站轉搭淡水-信義線至台大醫院站，常德街及公園

路交叉口（二號出口） 

南港－土城線 
台北車站轉搭淡水-信義線至台大醫院站，常德街及公園路交叉口（二

號出口） 

公車搭乘路線說明 
公車站名 公車 

捷運台大醫院站 
651, 263, 222, 621, 5, 37, 20, 604, 2, 249, 648, 295, 信義幹

線, 信義新幹線, 18, 0 東, 251, 236, 烏來-台北, 坪林-台北 

台大醫院站 
227, 中山幹線, 2, 216, 222, 224, 30, 615, 64, 648, 37, 18, 
261 

捷運台大醫院站 
656, 835, 657, 5, 640, 513, 706, 651, 241, 243, 245, 263, 
670, 621, 644, 236,251, 20, 0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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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慈濟醫院：花蓮市中央路三段 707 號 

 

大愛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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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理學會 
研習活動上課須知及簽到退注意事項 

 

一、本會若辦理電子化簽到退，請學員當天務必攜帶身分證／健保卡。 

二、本會辦理之研習活動須完成全程課程後，始得到認證積分時數。 

三、簽到／退規定： 

(一)全天研習活動，學員需於上、下午第一堂課開始前辦理簽到，課程全部結

束後辦理簽退，共需完成 3 次。 

(二)半天研習活動，學員需於第一堂課開始前辦理簽到，課程全部結束後辦理

簽退，共需完成 2 次。 

(三)未依前述規定辦理簽到及簽退者，本會恕無法給予護理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四、遲到及早退規定： 

(一)遲到：指第一堂課程上課後 15 分鐘內未到。 

(二)早退：指最後一堂課程結束前 15 分鐘提早離席。 

(三)課程實際簽到及簽退時間，依研習會活動實際時間為準。 

  凡遲到或早退者，報到現場恕不受理簽到、退作業。 

五、不得以他人頂替上課、簽到或簽退，違者經查獲將取消護理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六、本課程不發予研習會證明書，本會將主動申請護理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通

過後，將於課後一個月內協助上課學員登錄積分及協助上傳公務人員時數，請

學員自行至衛生福利部繼續教育護產積分管理系統網站，查詢積分及下載上課

紀錄。（先登入衛生福利部醫事系統入口網

https://ma.mohw.gov.tw/maportal/Default.aspx，登入後再連結「護產積分管理系統」。 

七、本會為嘉惠廣大會員而辦理視訊場課程，承辦視訊課程前均已完成測試並確認

視訊系統連線情形正常，然偶爾仍會有突發狀況發生，若研習會當日遇特殊狀

況致無法連線時，除持續排除問題外，同時視訊場次將暫以播放本會數位課程

內容替代，該場次之學員其繼續教育積分給予方式，比照上述研習會之規定。 

 

因應 COVID-19 疫情，為維護與會者健康安全，敬請配合防疫措施！ 

(一)凡須居家自主健康管理或有發燒症狀者，請勿參加硏習會。 

(二)請與會者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若未戴口罩者，將婉拒入場參加。 

(三)進入會場請配合量測體温、確保手部清潔，保持社交安全距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