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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護理、醫療夥伴們： 

本會近年來辦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網絡建構計畫」，期間承蒙各協辦單位、全體學員的
支持與配合，遂使其得以圓滿落幕。有鑒於此一活動獲得廣大迴響，本會今（103）年度將
持續秉持造福所有辛苦護理同仁之精神，並向衛生福利部申請補助辦理「103 年度基層護理人
員繼續教育網路建構計畫」，該計畫以輔導護理人員進修學習、提昇護理人員取得繼續教育積
分之可近性為主要宗旨。 

今年度規劃於一月二十六日（日）起，陸續辦理一系列之課程，本會特針對各領域邀請專業
講師，講授主題橫跨臨床實務需求與專業知能提升，除申請核發專業課程、專業品質、專業法規、
專業倫理積分外，亦將提供性別議題及感染管制性質積分，如有課程相關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本會於此提醒各位護理同仁務必把握本次機會踴躍參與，並轉知有需求之同仁，所有場次皆
為免費報名，不須繳交任何費用，課程將採視訊同步連線，以利護理同仁就近參與，如有意願請
儘速報名【協會網站 活動特區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主辦】，近期場次如下表。 

                                         ☺期待您的熱烈迴響☺ 
日期 上課場地 積分 

實體場地 財團法人台灣省私立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台中市西區南屯路一段 158 號） 

 
103/10/09

（四） 視訊場地 

1. 愛仁醫療社團法人愛仁醫院（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51 號） 
2. 大東醫院（高雄市鳳山區光遠路 171-2號） 
3. 南門醫院（屏東縣恆春鎮南門路 10號） 
4. 右昌聯合醫院（高雄市楠梓區軍校路 930號） 
5. 陽明醫院（嘉義市東區吳鳳北路 252號） 
6.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念醫院（嘉義縣朴子市嘉朴路西段 6號） 
7.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雲林長庚紀念醫院（雲林縣麥寮鄉三盛村工業路 707號） 
8. 衛生福利部花蓮醫院（花蓮縣花蓮市中正路 600號） 
9.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澎湖縣馬公市前寮里 90號） 
10. 臺北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台東縣台東市更生路 1000號） 
11. 員林何醫院（彰化縣員林鎮中山里民族街 33號) 
12. 建佑醫院（高雄市林園區東林西路 360號） 
13. 樂生婦幼醫院（高雄市大寮區鳳林三路 532號） 
14. 洪宗鄰醫院(彰化縣二林鎮西平里中正路 61號) 
15. 健仁醫院(高雄市楠梓區楠陽路 136號) 
16. 永和醫院（台南市中區市府前路一段 310號） 
17.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台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號） 
18. 怡仁綜合醫院（桃園縣楊梅市楊新北路 321巷 30號） 
19. 佑民醫療社團法人佑民醫院（南投縣草屯鎮太平路一段 200號） 
20. 竹山秀傳醫院（南投縣竹山鎮集山路二段 75號） 
21. 卓醫院（彰化縣北斗鎮中山路一段 311號） 
22. 衛生福利部金門醫院（金門縣金湖鎮新市里復興路 2號） 
23. 重光醫院（苗栗縣頭份鎮中華路 1039號） 
24.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長庚紀念醫院(基隆市麥金路 222 號) 
25. 衛生福利部基隆醫院（基隆市信義區信二路 268號） 
26. 台北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新竹縣竹東鎮中豐路一段 81號) 
27.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二林分院(彰化縣二林鎮大成路一段 558號) 
28. 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屏東縣東港鎮中正路一段 210號) 

（上午） 
專業倫理-性別

3 點 
 

（下午） 
專業課程 

1.2 點 
專業品質 

1.8 點 

後續場次預計辦理日期：11/01 
~課程訊息將於開課前 3~4 週公告，詳細課程表、開課場地等，請至本會網站查詢~ 

活動相關事項： 
※報名方式：採網路線上報名（請至本會網站 www.areahp.org.tw/活動特區/協會主辦活動） 
※課程採彈性報名方式，分為上午、下午及全天三種參與方式，請務必於報名時確實選取！ 
※本活動免費提供護理人員報名參加(每場次至少 6個積分供護理人員取得。)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課程開始前一週止，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 
※課程資訊以本會網站公告為主! 

 
 

免 費 課 程 公 告 ＊ 敬 請 踴 躍 報 名 

PART 14



 
「103 年度基層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研討會 XIV」 
開課日期：103 年 10 月 09 日（四） 

  實體場地：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5F活動教室第1會議室 
視訊場地： 大東醫院 5F 會議室 

南門醫院 6F 會議室 
右昌聯合醫院 B2 會議室 
陽明醫院 8F 會議室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念醫院 B1 第四會議室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雲林長庚紀念醫院 B1 簡報室 
衛生福利部花蓮醫院智慧大樓 3F 第二會議室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701 會議室 
臺北榮民總醫院台東分院 B1行政會議室 
員林何醫院 B1 視聽教室 
○11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二林分院 B1 第一會議室 
○12建佑醫院 8F 演講廳 
○13樂生婦幼醫院 B1 媽媽教室 
○14洪宗鄰醫院 6F 會議室 
○15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一醫療大樓 8F 第一會議室 
○16卓醫院 3F 會議室 
○17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 3F 會議室 
○18重光醫院 7F 會議室 
○19安泰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B棟 11F 第 1禮堂 
○20愛仁醫療社團法人愛仁醫院 8F 瑞臺會議中心 
○21健仁醫院 6F 第一教室 
○22永和醫院門診大樓 3F 會議室 
○23怡仁綜合醫院 6F 第二會議室 
○24佑民醫療社團法人佑民醫院婦幼大樓 9F 會議室 
○25竹山秀傳醫院 10F 會議室 
○26衛生福利部基隆醫院門診大樓 7F 第一會議室 
○27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長庚紀念醫院 5F 大會議廳 
○28台北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第二醫療大樓 B1 第四會議室 

時間 課程主題 機分
類別 講師 

09:00〜09:20 簽到 

09:20～10:20 漫談醫療關係中的性別平
等與人權-part1 

專業倫理 

1.2 點(性別)

10:20～10:30 Break 

10:30〜12:00 漫談醫療關係中的性別平
等與人權-part2 

專業倫理 

1.8 點(性別)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
田綜合醫院/護理部 

葉芳枝 副主任 

12:00〜13:30 lunch 

13:30〜14:30 失智症防治與照護-part1
專業課程 

1.2 點 

14:30〜14:40 Break 

14:40～16:10 失智症防治與照護-part2
專業品質 

1.8 點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
田綜合醫院/護理部 

葉芳枝 副主任 

16:10～16:20 Q&A 

主辦單位：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