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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理學會  函 
機關地址：106439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81號 4 樓 
聯 絡 人： 張瑋倫專員 
電    話：（02）27552291 轉 37 
傳    真：（02）23258652 
電子信箱：wei@twna.org.tw 

受文者：文列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4 日 
發文字號：陳字第 109000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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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社區護理教育與人才培育前瞻規劃」研習會（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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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星期六） 
二、辦理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B1F第二演講室 

        （臺南市大學路1號 國立成功大學 光復校區） 
三、辦理單位：台灣護理學會社區衛生護理委員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四、報名費：免費 
五、學員名額：70 人。(限本會活動會員，額滿為止，若報名人數未達 50

人，則取消辦理） 
六、報名日期：109年10月01日中午12時起至109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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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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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wei@twna.org.tw
http://www.twn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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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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裝 

訂 

線 

 
 

 

台灣護理學會 

「2030 社區護理教育與人才培育前瞻規劃」研習會（南區） 
Seminar on 2030 Foresight Planning of Community Nursing Education and Specialist Cultivation 

【研習會代碼：109067 護理師/護士繼續教育積分：專業課程 6.8 點】 
一、辦理目的：「投資有效護理，透過教育提升護理量能」是衛生福利部呼應 2020 全球性護理運

動所做的三大投資之一，未來健康照護體系與模式將由醫院護理轉為社區化的趨勢，如何透

過社區護理教育與實務扣合，讓護理不只是疾病照護，更重要的是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期

藉此課程吸引更多護理人員投入社區護理行列，並預見未來社區護理的前景與價值。 
二、辦理單位：台灣護理學會社區衛生護理委員會、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三、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 
四、辦理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 B1F 第二演講室  

          (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 光復校區)  
五、報 名 費：免費（午餐自理） 
六、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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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應環保節能減碳，不提供紙本講義，請攜帶智慧型手機／平版以下載電子講義  

時間 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08:40-09:10 報到及簽到 王琪珍 委    員 

09:10-09:30 

致歡迎詞 
學校代表 
台灣護理學會代表 

研習會簡介 

 
柯乃熒 系 主 任 
陳靜敏 理 事 長 
蔡秀敏 主任委員 

09:30-10:20 
從社區護理實務面臨的影響看產官界社區專

業人才的需求與銜接 
賈淑麗 副 署 長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未來社區護理的問題困境與發展擘畫 尹祚芊 教    授 
12:00-13:30 午餐及簽到(13:10-13:30) 王琪珍 委    員 

13:30-15:00 
台灣各校社區護理高階教育課程  
---社區護理所課程規劃分享(15 分鐘/校) 
---議題討論&交流 

主持人： 
       陳靜敏 理 事 長 
各校代表：(依筆順排序) 
  長庚科技大學/巫菲翎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楊詠梅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王靜枝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簡莉盈教授暨所長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未來社區護理角色發展與課程規劃 劉影梅 副主任委員 

16:00-16:30 
法律與護理政策推動及執行影響性：以社區

護理為例 
陳玉鳳 理 事 長 

16:30-17:00 未來社區護理專科護理人員的前瞻政策 蔡秀敏 主任委員 
17:00- 歸賦及簽退 王琪珍 委    員 

七、講員簡介：(依授課時間排序，本會保留課程異動之權利) 
柯乃熒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系主任 
 台灣護理學會卓越中心領袖培訓組委員 
陳靜敏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學會榮譽理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暨老年所教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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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敏 台灣護理學會常務理事暨社區衛生護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專任特聘教授 

賈淑麗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副署長 

尹祚芊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兼任教授、台灣護理學會監事 

巫菲翎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台灣護理學會社區衛生護理委員會執行委員 

楊詠梅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台灣護理學會社區衛生護理委員會委員 

王靜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暨老年所教授、成大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簡莉盈 國立陽明大學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特聘教授暨所長 

劉影梅 國立陽明大學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特聘教授 

 台灣護理學會候補理事暨社區衛生護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陳玉鳳 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 

王琪珍 台灣護理學會社區衛生護理委員會委員、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學會理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副教授 

八、注意事項： 
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請自備口罩全程佩戴並配合會場相關規

則，如有發燒及相關症狀者，請勿參加研習活動，並配合防疫措施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謝

謝！ 
2. 進入會場前需測量體溫，未量測體溫者一律不得進入。 
3. 用餐時間及休息時間，應符合社交距離。 
4. 本研討會場地空調溫度稍低，建議攜帶外套。 
5. 本研討會場地內不可攜帶食物，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6. 本研討會恕無法提供免費停車位。 

九、研習會會場地圖指引： 
亦可參考校方交通資訊 https://web.ncku.edu.tw/p/405-1000-57982,c7429.php?Lang=zh-tw 
 

【搭乘火車】 

   於台南站下車後，自

後站出口（大學路），大

學路左側即為成大光復校

區。 

 

【高鐵轉乘】 

   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

站者，可至高鐵台南站二

樓轉乘通廊或一樓大廳 1

號出口前往台鐵沙崙站搭

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

車站，約 30分鐘一班

車，20分鐘可到達台南火

車站；成功大學自台南火

車站後站步行即可到達。 

 
  

 

https://web.ncku.edu.tw/p/405-1000-57982,c742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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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 B1 第二演講室位置圖 
 

【後火車站前往國際會議廳路線圖，約 10 分鐘路程】 
 

 
 

國際會議廳 地下一樓 平面圖 / 上課地點 B1 第二演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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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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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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a.mohw.gov.tw/maportal/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