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護理學會 函
機關地址：10681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281 號 4 樓
聯 絡 人：陳彥朱專員
電
話：（02）27552291 轉 32
傳
真：（02）23258652
電子信箱： kalley@twna.org.tw

受文者：文列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 年 5 月 22 日
發文字號：王字第1040130228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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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會將舉辦「癌症復發病人及家屬照護面面觀研習會」及同步視訊連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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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
二、辦理地點及報名名額：(限會員、額滿為止)
區別
地點
名額
備註
亞東紀念醫院14樓國際會議廳
北區
195名 實地課程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1樓第二會場
中區
160名 同步視訊場地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3樓大講堂
南區
130名 同步視訊場地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花蓮慈濟醫院大愛樓六樓教學部601教室
東區
60名 同步視訊場地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三、辦理單位：台灣護理學會腫瘤護理委員會、亞東紀念醫院護理部、臺中
榮民總醫院護理部、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護理部、花蓮慈濟醫
院護理部
四、報 名 費：免 費(午餐自理)
五、報名日期：104 年 6 月 4 日中午 12 時起至 104 年 6 月 11 日止 ，逾期報
名者需繳交 300 元行政作業費。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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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珍惜資源及確保其他會員權益，當年度研習會二次未到者，第三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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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記錄一次。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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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至衛生福利部醫
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或下載上課紀錄。

九、活動當天請攜帶 健保卡 並依規定辦理簽到(退)，並請自備環保杯參與活
動，感謝您的配合！
十、隨函檢附課程表壹份，敬請參閱。
正本：各護理院校、各級學校、醫療院所、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院所及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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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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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理學會
癌症復發病人及家屬照護面面觀研習會
Dimensions of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and families facing cancer recurrence
【研習會代碼：北區 104045；中區 104046；南區 104047；東區 104048
繼續教育積分：6.6 點】
一、辦理目的：增進護理人員對癌症復發病人及家屬照護的知識及技能，提升癌症復發病人的臨床
照護品質。
二、辦理單位：台灣護理學會腫瘤護理委員會
亞東紀念醫院護理部、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護理部、花蓮
慈濟醫院護理部
三、辦理日期：104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
四、辦理地點：
[實體課程]北區：亞東紀念醫院 14 樓國際會議廳(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同步視訊]中區：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1 樓第二會場(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南區：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3 樓大講堂(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 號)
東區：花蓮慈濟醫院大愛樓六樓教學部 601 教室(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五、報 名 費：免費(午餐自理)
六、課程內容：
時間
分鐘
內 容
主講者／主持人
08：30~09：00 30
報
到
致歡迎詞
醫院代表
朱樹勳 院長
09：00~09：10 10
周繡玲 主任
台灣護理學會代表
王桂芸 理 事 長
研習會簡介
蔡麗雲 主任委員
09：10~10：00 50 癌症復發病人及家屬的病情告知與倫理議題
方俊凱 理事長
10：00~10：10

10

休

息

10：10~11：00

50

癌症復發病人心理評估與照護

11：00~11：10

10

休

11：10~12：00

50

面對癌症治療抉擇的兩難與衝突

12：00~13：00

60

午

餐

13：00~13：20

20

簽

到

13：20~14：50

90

應用身心靈整合心理治療於癌症復發的個案─以乳癌個案為例 蕭妃秀 教授

14：50~15：00

10

休

15：00~16：30

90

癌症復發病人照顧者負荷與支持

蔡惠芳 社工師

息
邱秀渝 副教授

息
李國箴 助理教授

16：30
簽
退
七、講員簡介：
朱樹勳 亞東紀念醫院院長
周繡玲 亞東紀念醫院護理部主任、台灣護理學會理事暨內外科護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桂芸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主任、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合聘教授、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合聘教授
蔡麗雲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暨腫瘤護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方俊凱 台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理事長、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
蔡惠芳 三軍總醫院社會服務室社工師
邱秀渝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所副教授
蕭妃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李國箴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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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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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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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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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積分及
下載上課紀錄。
（醫事系統入口網 https://ma.mohw.gov.tw/maportal/）

亞東紀念醫院 交通資訊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捷 運
◎台北市及新北市搭捷運板南線往永寧方向，直接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土城及樹林民眾搭捷運土城線往南港方向，直接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公 車
◎亞東醫院站下車(南雅南路)：51 號、99 號、F501 號、805 號、812 號、843 號、848 號、889
號、810 號、847 號、藍 37 號、藍 38 號
◎亞東技術學院站下車(四川路)：57 號、796 號、234 號、265 號、656 號、705 號、
1070 號(基隆-板橋)
◎桃園機場乘車：1962 號(大有巴士)、9103 號(大溪-台北)

火 車
板橋火車站轉乘捷運板南線往永寧方向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 或 3 號出口)

臺中榮總 交通路線圖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開車到臺中榮總之便捷交通網
國道一號(中山高) =>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方
向)-->１２號省道(中港路)-->臺中榮總
國道三號(中二高) =>龍井交流道下(往台中方
向)-->１２號省道(中港路)-->臺中榮總

如何搭火車或公共汽車到臺中榮總
台中火車站下車
1.至建國路(火車站前)搭 巨業客運 往海線，【大
甲-鹿寮-台中 】
、
【清水-梧棲-台中 】。
2.台中客運 60 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 】、88 號
【新民高中-沙鹿 】
、106 號【台中車站-監理所 】
及 147 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
沙鹿火車站下車：可搭 巨業客運 往台中市區
的公車，【大甲-鹿寮-台中 】
、
【清水-梧棲-台中 】
公共汽車：在豐原、東勢可搭 豐原客運 63 號
【豐原－逢甲大學－臺中榮總 】
【時刻表 】。

公車站牌位置圖
東大附中站(1 號門左) [往第一醫療大樓在此站下車]
、88 號【新民高中-沙鹿 】
、106 號【台中車站-監理所 】及 147
1. 台中客運 60 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 】
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
2. 巨業客運 【大甲-鹿寮-台中 】、【清水-梧棲-台中 】
、83 號【沙鹿-新民高中 】
3. 統聯客運 -台中市捷運公車 75 號【臺中榮總-勤益科大 】
臺中榮總站(3 號門右) [往門診大樓,急診大樓,綜合大樓在此站下車]
、88 號【新民高中-沙鹿 】
、106 號【台中車站-監理所 】及 147
1.台中客運 60 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 】
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
2. 巨業客運 【大甲-鹿寮-台中 】、【清水-梧棲-台中 】
、83 號【沙鹿-新民高中 】
3. 統聯客運 -台中市捷運公車 75 號【臺中榮總-勤益科大 】
瑞聯天地站(東大路 vs 福科路口) 巨業客運 68 號【東海別墅-中台科技大學 】

交通路線網址：http://www.vghtc.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52721&ctNode=258&mp=1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交通路線圖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 號

【機車】可停於醫院周圍停車格內或大同國小周圍紅磚道
【自行開車】
◎醫院 1 樓、地下 2 樓設有收費停車場，或停於公設停車格。
◎醫院特約停車場：合發立體停車場(海寶餐廳)，憑停車卷核蓋醫院戳章享有優惠。
蓋戳章地點：
‧平日：1F 聯合服務中心、5 樓復健科櫃檯
‧夜間與星期例假日：急診批價櫃檯
【捷運】
‧橘線市議會站 3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
‧紅線中央公園站 1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
‧橘紅線美麗島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
【公車】
高雄市公車：33、218，中華幹線停靠大同醫院。另可選搭公車停靠舊市議會、美麗島
或中央公園路線，再步行或騎乘公共腳踏車到達。
【免費專車】
1.行駛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6:50~19:40，星期六 06:50~12:40。(國定假日、本院公告
放假日則不發車)
2.靠站時間、到達時間為預估時間，請搭車者自行注意時間，若遇特殊交通狀況，則依
實際情形為主

交通路線網址：http://www.kmtth.org.tw/cst/traffac.asp

花蓮慈濟醫院交通路線圖
地點：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