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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 

11月份繼續教育課程(直播視訊課程) 
一、辦理日期：110年 11月 28日(星期日) 

二、辦理方式：線上課程，採用Cisco  Webex視訊軟體進行。(活動前2~3天寄發上課連結網址) 

三、報 名 費：免費 

四、上課名額：150名(限本會活動會員)。 

報名網址及 QR code: 

https://forms.gle/xG3z8eGJk3hZyBwT8 

 
     報名日期:110年 11月 20日前報名(額滿截止) 

五、本課程有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六、課程內容： 

時間 分鐘 內  容 主講者 

09:00~09:30 30 報    到(Google表單線上簽到) 工作人員 

09:30~09:40 10 致詞 
周桂如 理事長 

蕭淑貞 監事 

09:40~11:20 100 
精神專科護理師之專業發展 

討論及提問 

主持人  戎瑾如主任委員 

講師    楊秋月 教授 

11:20~11:50 30 
課程結束簽退(Google 表單線上簽退、滿意度

問卷、課程測驗) 
工作人員 

七、講員簡介： 

     周桂如 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蕭淑貞 監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監事 

                       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兼任教授 

     戎瑾如 主任委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教授 

     楊秋月 教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編輯委員會委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https://forms.gle/xG3z8eGJk3hZyBw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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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 

12月份繼續教育課程(直播視訊課程)(一) 
一、辦理日期：110年 12月 15日 

二、辦理方式：線上課程，採用Cisco  Webex視訊軟體進行。(活動前2~3天寄發上課連結網址) 

三、報 名 費：免費 

四、上課名額：150名(限本會活動會員)。 

報名網址及 QR code: 

https://forms.gle/v6vxngjhE8pV8pdb9 

 
     報名日期:110年 11月 30日前報名(額滿截止) 

五、本課程有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六、課程內容： 

時間 分鐘 內  容 主講者 

11:50~12:20 30 報    到(Google表單線上簽到) 工作人員 

12:20~12:30 10 致詞 周桂如  理事長 

12:30~14:10 100 
拓展精神衛生護理鏈結轉型長期照護 

討論及提問 

主持人  戎瑾如主任委員 

講師    周桂如 理事長 

14:10~14:40 30 
課程結束簽退(Google 表單線上簽退、滿意度

問卷、課程測驗) 
工作人員 

七、講員簡介： 

     周桂如 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戎瑾如 主任委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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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 

12月份繼續教育課程(直播視訊課程)(二) 

一、辦理日期：110年 12月 17日 

二、辦理方式：線上課程，採用Cisco  Webex視訊軟體進行。(活動前2~3天寄發上課連結網址) 

三、報 名 費：免費 

四、上課名額：150名(限本會活動會員)。 

報名網址及 QR code: 

https://forms.gle/EwE41QR2mQRP4oELA 

 
     報名日期:110年 11月 30日前報名(額滿截止) 

五、本課程有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六、課程內容： 

時間 分鐘 內  容 主講者 

12:50~13:20 30 報    到(Google表單線上簽到) 工作人員 

13:20~13:30 10 致詞 周桂如  理事長 

13:30~14:20 50 
促進精神病人信守服藥實證 

討論及提問 

主持人  戎瑾如主任委員 

講師    劉玟宜 院長 

14:20~15:10 50 
促進精神病人信守服藥之實務 

討論及提問 

主持人  戎瑾如主任委員 

講師    李怡賢 講師 

15:10~15:40 30 
課程結束簽退(Google 表單線上簽退、滿意度

問卷、課程測驗) 
工作人員 

七、講員簡介： 

     周桂如 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戎瑾如 主任委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教授 

     劉玟宜 院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常務理事、社區精神衛生護理委員 

會主任委員 

     李怡賢 講師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講師李怡賢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社區精神衛生護理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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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 

12月份繼續教育課程(直播視訊課程)(三) 
一、辦理日期：110年 12月 20日 

二、辦理方式：線上課程，採用Cisco  Webex視訊軟體進行。(活動前2~3天寄發上課連結網址) 

三、報 名 費：免費 

四、上課名額：150名(限本會活動會員)。 

報名網址及 QR code: 

https://forms.gle/wXwAYnqN4T8Hh3f97 

 
     報名日期:110年 11月 30日前報名(額滿截止) 

五、本課程有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及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六、課程內容： 

時間 分鐘 內  容 主講者 

11:50~12:20 30 報    到(Google表單線上簽到) 工作人員 

12:20~12:30 10 致詞 周桂如  理事長 

12:30~14:10 100 
社區照顧新趨勢--疾病管理與邁向復元 

討論及提問 

主持人  戎瑾如主任委員 

講師    林靜蘭 教授 

14:10~14:40 30 
課程結束簽退(Google 表單線上簽退、滿意度

問卷、課程測驗) 
工作人員 

七、講員簡介： 

     周桂如 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戎瑾如 主任委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理事、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教授 

     林靜蘭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https://forms.gle/wXwAYnqN4T8Hh3f9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 
【視訊直播課程】上課須知、簽到/退及課程測驗注意事項 

 
報名時請填寫正確可聯絡之E-mail，若因通訊資料有誤，無法有效傳遞相關訊息，致影響上課權

益者，請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上課須知】 

一、本會將於活動前 2~3天發送視訊課程連結網址(將發送至報名時提供之 Email)。學員 

於上課前，請自行準備視訊設備裝置與確認網路連線、視訊及音效等功能可正常操作， 

並事先下載安裝視訊軟體及進行測試，避免當日因個人操作或發生網路設備故障等問 

題，以致無法完成課程。(活動當日恕無法指導操作步驟) 

二、課程當天登入視訊會議室時，請將使用者名稱設為中文姓名，以供主辦單位辨識。 

※本活動因有名額之限制，重複登入者主辦單位將控管刪除。 

三、學員上線進入視訊會議室後，請關閉麥克風。 

四、為尊重智慧財產權，學員於課程中禁止照相、錄影、錄音，以免觸法；課程結束後，

本會亦不上傳檔案。 

五、相關課程異動將公告於學會網站(www.psynurse.org.tw)，請學員主動上網查閱，以免影

響上課權益。如有未盡事宜，亦保有隨時補充、說明及修改之權利。 

 

【簽到/退及課程測驗注意事項】 

一、完成線上簽到退(1.全天課程需上午、下午各簽到+簽退一次 2.少於四小時課程須簽到 

+簽退各一次)並通過課程測驗，本會始核予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二、請務必注意線上提供之簽到/退、課程測驗表單或網址，並於表定時間內完成，逾時

表單將會自動關閉，恕不接受補簽/填。本會將以線上表單嵌入之時間戳記為依據，

未依規定完成者(未簽到、晚簽到、提早簽退、未完成或未通過課程測驗)不予採認。 

三、不得未經報名而逕自使用他人帳號(資料)登入，亦不得由他人頂替上課，違者經查屬

實，將取消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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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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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