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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院協會 

「105年度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

務辦法暨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說明會 

活動企劃書 

【企劃緣起】 

衛生福利部於 104年 10月 19日發布施行「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

醫療業務辦法」，並於同年 11月 3日公告修正「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因兩項法案與專科護理師訓練及執行醫療業務相關。且，法案通過實施已逾半

年，實有必要瞭解並解決醫院實際執行現況及其困難。 

本會承衛福部委託擬於今年 9 月起特別針對效期內之專科護理師訓練醫

院進行實地輔導，並於輔導過程中記錄各院所提之實務臨床困難及疑義，考量

輔導醫院所提之議題，全國醫院亦可能於專科護理師執行業務時面臨相同困

境。故，本會特別邀請衛福部、學者及醫院實務等專家，從政策面、法律面及

實務面予以說明，並藉由統一釋義共識回覆醫院所提之各項問題。以確實幫助

醫院達成法規規範。誠摯歡迎 貴院踴躍派員參加～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台灣醫院協會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協辦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活動場次】 

南區：105 年 8 月 25 日(四) 高雄榮民總醫院第一會議室 

北區：105 年 10 月 25日(二)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福音樓 9 樓大禮堂 

中區：105 年 10 月 27日(四)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大樓 12樓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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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程：即日起至活動前 5天(不含假日)，若額滿則提前結束。 

二、 為響應節能減碳，採網路線上報名為主。本會網站 http://www.hatw.org.tw/

線上報名之本會活動。請務必填寫正確的聯絡方式，以利後續本會電子

郵件通知及報到事宜。 

三、 未報名者活動當天恕無法提供活動資料。 

 

【活動議程】 

 南區：105 年 8月 25日 高雄榮民總醫院第一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3:15-13:30 報到 

13:30-13:40 

主席致詞 台灣醫院協會 

地主醫院致詞 地主醫院代表 

13:40-14:20 從法律觀點說明修法內涵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邱慧洳副教授 

14:20-14:50 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及政策說明 衛生福利部 

14:50-15:00 Coffee Break 

15:00-16:00 

預立醫療流程 

1. 醫療機構標準作業程序 

2. 預立醫療流程範例說明 

高雄榮民總醫院 

黃豐締主任 

16:00-16:15 輔導作業說明 台灣醫院協會 

16:00-16:30 常見 Q&A說明 衛生福利部 

16:30-17:00 綜合討論 主席暨所有主講人 

17:00 賦歸 

※以上演講貴賓名單皆為邀請中，實際演講貴賓及主題以活動當日公佈為主。 

 

 

 

 

 

 

 

http://www.hatw.org.tw/
http://www.ha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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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105 年 10月 25日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福音樓 9樓大禮堂 

 中區：105 年 10月 27日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大樓 12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13:15-13:30 報到 

13:30-13:40 

主席致詞 台灣醫院協會 

地主醫院致詞 地主醫院代表 

13:40-14:20 從法律觀點說明修法內涵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邱慧洳副教授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蔡秀鸞理事長 

14:20-14:50 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及政策說明 衛生福利部 

14:50-15:00 Coffee Break 

15:00-16:00 

預立醫療流程 

1. 醫療機構標準作業程序 

2. 預立醫療流程範例說明 

馬偕紀念醫院 

李君儀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浤榮主任 

16:00-16:30 常見 Q&A說明 衛生福利部 

16:30-17:00 綜合討論 主席暨所有主講人 

17:00 賦歸 

※以上演講貴賓名單皆為邀請中，實際演講貴賓及主題以活動當日公佈為主。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有醫院品質保證保留款、公務人員、護理師及專科護理師等相

關學(積)分認證，積(學)分數以活動當天公告為主，敬請學員多加利

用。 

二、 本次研討會請持身分證報到，請各學員務必攜帶，以利報到作業。 

三、 為響應環保愛地球，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聯絡資訊】 

※ 吳心華專員，電話(02)2808-3300#21 e-mail：woodstock@hatw.org.tw 

※ 董家琪專員，電話(02)2808-3300#17 e-mail：sammi@hatw.org.tw 

mailto:woodstock@hatw.org.tw
mailto:sammi@ha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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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位置】 

【高雄榮民總醫院】交通位置 

 捷運 

1. 捷運凹子底站：轉乘紅 35路至本院 

2. 高鐵左營站或捷運生態園區站：轉乘紅 35路、紅 50路至本院 

 開車路線 

1. 國道 1號(中山高) 

鼎金系統交流道→左營(右側)下→大中路(右轉)→醫療大樓 

2. 國道 3號(南二高)→接：東西向 10號快速道路→往西(高雄方向) 

鼎金系統交流道→左營(右側)下→大中路(右轉)→醫療大樓 

 台灣鐵路 － 前站出口(建國路)，搭 28線、72A線、72B線 

 高鐵 －高鐵左營站出口(高鐵路)，搭紅 35路、紅 50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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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交通位置 

 

 

 

 

 

 

 

 

 

 

1.捷運：捷運淡水線－雙連站 

2.公車 

（1）站名：國賓飯店 

公車：26、40、218、220、221、227、247、260、261、287、

310、636、638、659、中山幹線、台北-三芝 

（2）站名：馬偕醫院  

公車：42、46、226、290、518、紅 33  

3.開車 

（1）由中山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出口→左轉民族西路→右

轉中山北路→右轉民生西路後第一條巷口右轉可進本院委

外停車場 

（2）由汐五高架道路於環河快速道路（環河北路）出口→左轉

民族西路→右轉中山北路→右轉民生西路後第一條巷口右

轉可進本院委外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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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交通位置 

 自行開車 

1. 經由國道 1號五權西路交流道下，往台中市區，文心南路右轉，直

行往文心陸橋右側下方平面車道(勿上陸橋)，陸橋下左轉即達。 

2. 經國道 3號烏日交流道下，往台中市區(復興路)，大慶街二段左轉，

過平交道，建國北路右轉即可抵達。 

 大眾交通工具 

1. 搭乘高鐵 

搭乘高鐵至台中烏日站，轉乘高鐵接駁車至醫學大學站即可到達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2. 搭乘台鐵 

搭乘火車至大慶火車站，步行約 5分鐘即可到達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3. 搭乘公車 

統聯客運 85、159號；彰化客運 99號；全航客運 15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