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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355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1 段 70-1 號 14 樓 

聯絡人及電話：李沛湘  (02)25502283 分機 19 

傳真：(02)25502249 

電子信箱：nurse@nurse.org.tw 

 

受文者：如正副本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5 日 

發文字號：全聯護會靖字第107073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七 

 

主旨：本會將舉辦「長照與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論壇～邂逅～2018 年護理與居家

醫療的對話」，敬請鼓勵貴屬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辦理目的：藉由產、官、學三方的對話及與醫療、社區、居家經營管理

理念與經驗實務分享，達成見解的交流及經驗的學習，提升國內居家醫

療整合照護團隊之經營管理能力，落實社區整體照護。 

二、辦理時間及地點：  

場次 日期 地點 預定人數 

北區 4月 14日(周六)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綜合研究大樓二樓大禮堂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民生路 45號) 
400人 

中區 8月 18日(周六)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B1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320人 

南區 10月 20 日(周六) 
郭綜合醫院國欣廳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號) 
400人 

三、參加對象：機構與服務單位之護理主管、負責人及醫療專業人員；各級

政府相關業務承辦科室主管與人員；大專院校護理與長照相關科系師

生。 

四、本研討會免收報名費，請逕上本會網站線上報名 http://www.nurse.org.tw

→繼續教育→研習活動報名，北區：3 月 21 日（中午 12 時）起至 4 月 8

日、中區：7 月 23 日（中午 12 時）起至 8 月 12 日、南區：9 月 25 日

（中午 12 時）起至 10 月 14 日，或額滿截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報名

後請務必出席，以確保其他會員權益，若不克出席，請於 7 日前線上或

mailto:jenny@twn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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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洽本會取消報名，俾安排學員遞補。 

五、為珍惜資源，報名研習會二次未到者，一年內將不得再參加本會免費研

習會。本研習會須全程參與，當日需簽到、退(共 3 次)，遲到或提早 15

分鐘簽到、退者不算積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六、為配合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杯參與活動。 

七、檢附課程表乙份，請卓參。 

 

正本：各護理機構、各醫療院所、各護理院校、各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副本：本會理監事、護理事業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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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長照與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論壇— 

～邂逅～2018年護理與居家醫療的對話 
 

壹、辦理目的： 

一、藉由產、官、學三方的對話與實務分享，達成見解的交流及經驗的學習。 

二、藉由醫療、社區、居家經營管理理念與經驗，提升國內居家醫療整合照護 

    團隊之經營管理能力，落實社區整體照護。 

貳、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長期照護政策小組 

參、合辦單位：淡水馬偕紀念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郭綜合醫院 

肆、協辦單位：台灣長照護理學會、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學會、台灣在宅醫療學會、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伍、辦理時間 / 地點： 

北區—107年 4 月 14 日(周六) /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綜合研究大樓二樓大禮堂 

    中區—107 年 8 月 18日(周六) /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南區—107 年 10 月 20日(周六) / 郭綜合醫院國欣廳 

陸、參加對象： 

一、機構與服務單位之護理主管、負責人及醫療專業人員。 

二、各級政府相關業務承辦科室主管與人員。 

三、大專院校護理與長照相關科系師生。 

柒、議程： 

時間 主題 講者推薦 主持人 

08:30~09:00 報 到 時 間 

09:00~09:10 開幕式 / 貴賓致詞 

09:10-10:00 

推動社區整體照護模式 -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結合長

照服務】政策的發展 

周專門委員道君 

(北區) 

薛次長瑞元 

(中區、南區) 

曾理事勤媛 

(北區) 

賈副理事長佩芳 

(中區、南區) 

10:00-10:30 

台灣居家醫療的發展藍圖-

【長照政策發展中居家醫療

的角色定位】 

洪理事德仁 

曾理事勤媛 

(北區) 

賈副理事長佩芳 

(中區、南區) 

10:30-10:40 休  息 

10:40~11:10 

推展居家醫療整合照護結合

長照服務的實務-【居家醫

療的現況與困境】 

黃監事雅萍(北區)/ 

余理事長尚儒(中區)/  

楊主任百文(南區) 

曾理事勤媛 

(北區) 

賈副理事長佩芳 

(中區、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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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綜合座談（一） 

周專門委員道君(北區)、薛次長瑞元(中

區、南區)、洪理事德仁、黃監事雅萍(北

區)、曾勤媛理事(北區)、戴主任玉琴(北

區)、余理事長尚儒(中區)、楊主任百文

(南區)、賈副理事長佩芳(中區、南區)  

12:00~13:30 午 餐 時 間 

13:30~14:20 
社區整體照護模式--居家護

理結合長照服務發展藍圖 

陳簡任技正青梅 

(北區)  

李技正雅琳 

 (中區) 

蔡司長淑鳳 

 (南區) 
黃監事慈心(北區) 

陳理事長靜敏

(中、南區) 
14:20~15:10 

社區整體照護模式--居家護

理的過去與現在 
高理事長靖秋 

15:10~16:00 

健保制度如何引領居家醫療

整合照護結合長照服務的開

展 

李組長純馥 

16:00~16:10 休  息 

16:10~17:00 
居家安老－談整合式的居家

醫療照護模式的建構 
盧理事長美秀 

黃監事慈心(北區) 

陳理事長靜敏

(中、南區) 

17:00~17:30 綜合座談（二） 

陳簡任技正青梅(北區)、高理事長靖秋、

李組長純馥、盧理事長美秀、 

黃監事慈心(北區)、戴主任玉琴(北區)、 

李技正雅琳(中區)、蔡司長淑鳳(南區)、 

陳理事長靜敏(中、南區) 

17:30~ 簽退與賦歸 

二、講者簡介： 

    周道君  衛生福利部 專門委員 
    薛瑞元  衛生福利部 常務次長 
    曾勤媛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 
    賈佩芳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洪德仁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 
    黃雅萍  台灣在宅醫療學會 監事 
    余尚儒  台灣在宅醫療學會 理事長 
    楊百文  嘉義市西區衛生所 主任 
    戴玉琴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長照部主任 
    陳青梅  衛生福利部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簡任技正 
    李雅琳  衛生福利部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技正 
    蔡淑鳳  衛生福利部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司長 
    黃慈心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監事 
    陳靜敏  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學會 理事長 
    高靖秋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李純馥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醫務管理組組長 
    盧美秀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