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 年「護理倫理暨法律研討會」(北區) 

【繼續教育積分：法規 1.8 點、專業 5.4 點】 

一、辦理目的：為增進護理人員對護理相關法律的瞭解及實務運用。 

二、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 

合辦單位：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護理部 

四、辦理地點：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B1 大會議室(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五、辦理方式：實體課程(可報名人數:200 人) 

六、活動內容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30-08:50 報到 宋翠葉 副主任 

08:50-09:00 
長官致詞 

研習會簡介 

高尚志 副院長 

鈕淑芬 主任 

任秀如 主任委員 

09:00-10:30 職場霸凌不沉默~穿越烏雲，迎向陽光  李孟軒 主持律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醫療暴力零容忍~醫療暴力與糾紛的因應與防治 邱慧洳 教授 

12:10-13:30 午餐(午餐自理，13：10 開始簽到) 

13:30-15:00 從法律角度談銀髮產業趨吉避凶二三事 張明真 秘書長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數位醫療科技發展之法律議題與個資隱私保護 蔡秀男 主任 

16:40                簽退&賦歸 

七、主講者簡介 

高尚志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醫療副院長 

鈕淑芬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護理部主任 

任秀如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護理部主任 

李孟軒  杰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邱慧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律師 

張明真  前社團法人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秘書長 

蔡秀男  高雄市民生醫院泌尿科主任 

宋翠葉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委員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副主任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 年「護理倫理暨法律研討會」(中區) 

【繼續教育積分：法規 1.8 點、專業 5.4 點】 

一、辦理目的：為增進護理人員對護理相關法律的瞭解及實務運用。 

二、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 

合辦單位：台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四、辦理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二樓第一會場(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五、辦理方式：實體課程(可報名人數:500 人) 

六、活動內容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30-08:50 報到 黃惠美 督導長 

08:50-09:00 
長官致詞 

研習會簡介 

張美玉 主任 

任秀如 主任委員 

09:00-10:30 從法律角度談銀髮產業趨吉避凶二三事 張明真 秘書長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醫療暴力零容忍~醫療暴力與糾紛的因應與防治 邱慧洳 教授 

12:10-13:30 午餐(午餐自理，13：10 開始簽到) 

13:30-15:00 職場霸凌不沉默~穿越烏雲，迎向陽光 李孟軒 主持律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數位醫療科技運用之法律議題與個資隱私保護 蔡秀男 主任 

16:40                 簽退&賦歸 

七、主講者簡介 

張美玉  台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主任 

任秀如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護理部主任 

張明真  前社團法人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秘書長 

邱慧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律師 

李孟軒  杰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蔡秀男  高雄市民生醫院泌尿科主任 

黃惠美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委員 

        台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 年「護理倫理暨法律研討會」(南區) 

【繼續教育積分：法規 1.8 點、專業 5.4 點】 

一、辦理目的：為增進護理人員對護理相關法律的瞭解及實務運用。 

二、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 

合辦單位：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護理部 

四、辦理地點：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國際會議廳(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五、辦理方式：實體課程(可報名人數:250 人) 

六、活動內容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30-08:50 報到 余美嬅 副主任 

08:50-09:00 
長官致詞 

研習會簡介 

廖彥琦 主任 

任秀如 主任委員 

09:00-10:30 從法律角度談銀髮產業趨吉避凶二三事 張明真 秘書長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職場霸凌不沉默~穿越烏雲，迎向陽光 李孟軒主持律師 

12:10-13:30 午餐(午餐自理，13：10 開始簽到) 

13:30-15:00 醫療暴力零容忍~醫療暴力與糾紛的因應與防治 邱慧洳 教授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數位醫療科技運用之法律議題與個資隱私保護 蔡秀男 主任 

16:40                  簽退&賦歸 

七、主講者簡介 

廖彥琦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護理部主任 

任秀如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護理部主任 

張明真  前社團法人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秘書長 

李孟軒  杰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邱慧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律師 

蔡秀男  高雄市民生醫院泌尿科主任 

余美嬅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委員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 年「護理倫理暨法律研討會」(東區) 視訊場 

【繼續教育積分：法規 1.8 點、專業 5.4 點】 

一、辦理目的：為增進護理人員對護理相關法律的瞭解及實務運用。 

二、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 

合辦單位：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護理部、戴德森醫療財團

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護理部 

四、辦理地點：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信實樓 4 樓施桂蘭禮拜堂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4號) 

五、辦理方式：視訊課程，學員需到教室上課(可報名人數:200 人) 

六、活動內容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30-08:50 報到 劉明莉 副主任 

08:50-09:00 
長官致詞 

研習會簡介 

林雅萍 主任 

任秀如 主任委員 

09:00-10:30 從法律角度談銀髮產業趨吉避凶二三事 張明真 秘書長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職場霸凌不沉默~穿越烏雲，迎向陽光 李孟軒主持律師 

12:10-13:30 午餐(午餐自理，13：10 開始簽到) 

13:30-15:00 醫療暴力零容忍~醫療暴力與糾紛的因應與防治 邱慧洳 教授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數位醫療科技運用之法律議題與個資隱私保護 蔡秀男 主任 

16:40                  簽退&賦歸 

七、主講者簡介 

林雅萍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護理部主任 

任秀如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護理部主任 

張明真  前社團法人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秘書長 

李孟軒  杰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邱慧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律師 

蔡秀男  高雄市民生醫院泌尿科主任 

劉明莉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委員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