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函 
機關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8號 16樓之 1 
聯絡電話：〈07〉3868601 
傳真專線：〈07〉3806596 
電子信箱：areahp@ms37.hinet.net 
承辦人員：吳安琪 

受文者：如正副本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23日 

發文字號：台社醫協字第 106020號函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106年度全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研討會Ⅰ」文宣及課程表 

主旨：本會謹訂於 106年 3月 18日(星期六)辦理「106年度全國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研討會Ⅰ」，課程文宣及課程表如附件，

敬請 貴單位代為公告並轉知護理同仁，請查照。 

說明： 

一、 為提昇廣大護理人員取得繼續教育課程積分之便利性及可近性，

本會向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申請補助「106年度全國護理

人員繼續教育計畫」，期能建立常態性及多元平台之護理人員繼續

教育網絡，並達成促進護理人員繼續教育之效率及效果。 

二、 本系列課程皆為免費報名，如欲報名請至本會網站報名

【www.areahp.org.tw→活動特區→台灣社區醫院協會主辦】，報

名截止日期為 106年 3月 8日(三)或額滿截止，請務必依照課程規

劃準時出席及簽到（退），並遵守課程相關規定，如不克出席請於

報名截止日前 E-mail來信告知。 

三、 簽到（退）採彈性方式，可依實際需求選擇欲參與之課程，積分數

以每堂課個別計算。 

四、 檢送課程文宣及課程表（如附件），請 代為公告並轉知護理同仁

踴躍參加。 
正本：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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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醫

師公會、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台灣護理學會、台灣長期照管理學會、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中華民

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台灣醫院協會、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中華民國

區域醫院協會、台灣醫學中心協會、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各縣市衛生局、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台

灣長期照護管理學會、高雄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牙醫師公會、新竹縣牙醫師公會、台中縣牙醫師公會、

台南市牙醫師公會、高雄市牙醫師公會、新北市牙醫師公會、新竹市牙醫師公會、桃園縣牙醫師公會、台

中市牙醫師公會、彰化縣牙醫師公會、屏東縣牙醫師公會 
副本：衛生福利部 

裝

訂

線 

mailto:areahp@ms37.hinet.net


106 年度全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研討會Ⅰ 

106 年度全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研討會 
一、醫病共享決策（SDM） 

各位護理、醫療夥伴們： 

本會近年來辦理「全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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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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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全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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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規劃於三月十八日（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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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取消報名，請於 3/8(三)前來信通知，無故曠課達三次將停止報名權限三個月！詳細請見附件】 

上課日期：106/3/18(六) 09：20－16：20 積分 

實體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16F 會議室(台中市西區南屯路一段 158 號) 

上午 

專業課程(1.2 點) 

專業課程(1.8 點) 

 

下午 

專業課程(1.2 點) 

專業課程(1.8 點) 

視訊 

1.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門診大樓 7F 第一會議室(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2. 新北仁康醫院 5F 會議室(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 323 號) 

3. 財團法人蘭陽仁愛醫院行政樓 3F 會議室(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260 號) 

4. 重光醫院 7F 會議室(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 1039 號) 

5. 大千綜合醫院 F901(苗栗市恭敬路 36 號) 

6. 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老人醫院 B1 大會議室(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 1141 號) 

7. 清海醫院 1F 大會議室(台中市石岡區金星里下坑巷 41-2 號) 

8. 員林何醫院 B1 視聽教室(彰化縣員林市民族街 33 號) 

9.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功德會 2F 會議室(彰化縣員林市惠來街 89 號) 

10. 卓醫院 3F 會議室(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一段 311 號) 

11. 東華醫院 B1 會議室(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 272 巷 16 號) 

12. 竹山秀傳醫院 10F 會議室(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 75 號) 

13. 陽明醫院 8F 會議室(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252 號) 

14.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B1 第四會議室(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 

1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第 2 會議室(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工業路 1500 號) 

16. 營新醫院 2F 會議室(臺南市新營區隋唐街 228 號) 

17. 重仁骨科醫院Ｂ棟 5F 會議室(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247 號) 

18. 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方舟禮拜堂(高雄市苓雅區華新街 86 號) 

19.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6F 會議室(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 177 號) 

20. 新高醫院 B1 會議室(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區 288 號) 

21.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B1F 會議室(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430 號) 

22. 大東醫院 5F 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71-2 號) 

23.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醫療大樓第一會議室(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0 號) 

24.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701 會議室(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 90 號) 

25.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8F 視訊會議室(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 2 號) 

26. 潮州茂隆骨科醫院 B 棟 6F 會議室(屏東縣潮州鎮潮昇路 322 號) 

27.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6F 會議室(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 10 號) 

2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慈濟部(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 125 之 5 號) 

29.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第二會議室(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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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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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8(三)，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 

聯絡人：吳安琪 聯絡電話：07-3868601 FAX：07-3806596 信箱：areahp@ms3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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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106 年 03 月 18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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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F 會議室 

時間 課程主題 積分類別 講師 

09:00〜09:20 簽到   

09:20～10:20 
醫病共享決策（SDM） 

概念 

專業課程 

1.2 點 

宏恩醫療體系 

葉芳枝 策略長 

10:20～10:30 Break   

10:30〜12:00 SDM 決策輔助工具 
專業課程 

1.8 點 

宏恩醫療體系 

葉芳枝 策略長 

12:00〜13:30 Lunch   

13:30〜14:30 
SDM 決策輔助工具 

分享 

專業課程 

1.2 點 

宏恩醫療體系 

葉芳枝 策略長 

14:30〜14:40 Break   

14:40～16:10 SDM 執行成果分享 
專業課程 

1.8 點 

宏恩醫療體系 

葉芳枝 策略長 

16:10～16:20 Q&A   

主辦單位：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106 年度全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研討會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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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為保障您的權益，如需取消報名，請在 3/8(三)前來信通知，

無故曠課達三次將停止報名權限三個月！ 

本會信箱：areahp@ms37.hinet.net 

請提供下列資訊，協助承辦人員為您更改課程~ 

1. 報名醫院場次 

2. 姓名 

3. 服務單位 

4. 身分證字號 

5. 連絡電話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 

 

如有任何疑問與建議，歡迎來電詢問！  

敬祝 順心如意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秘書處  吳安琪  專員 

電話:07-3868601 

傳真:07-3806596 

mail: areahp@ms37.hinet.net 

地址:80761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8 號 16F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