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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中華民國急重護理學會 

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審定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9 日第四屆第一次繼續教育工作小組會議通過 

一、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為依據衛生福利部「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第十至十二條及「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

課程及積分審定作業（以下簡稱本作業），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聘請繼續教育課程之各授課者需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具有教育部審定講師級(含)以上資格者。 
（二）大學以上畢業，具所授課程專業資歷五年以上者。 
（三）現(曾)任主管機關相關職務者。 

三、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審查認定及採認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會議召開相關作業： 
本學會為辦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審查認定及採認等相關事宜，設繼續教育工作

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下另設審查組及事務組。 
（一）工作小組 

1.組成：工作小組設有主任委員一人，工作小組委員四人。主任委員由理事長委派任之，

委員由主任委員遴聘提報常務理事會核定之。 
2.職責：督導及維護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課程品質。 
3.會議：工作小組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可視情況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以檢討課

程審定、積分採認及討論重大爭議之審查案件等相關事宜。 
（二）審查組 

1.組成：由全國衛生署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且為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之專科護理師訓

練醫院推薦各領域專家組成，經本學會理、監事會議核可後通過。審查組委員需

符合下列資格。 
學歷 護理工作年資 

碩士以上 五年(含)以上 
大學 七年(含)以上 

2.職責：執行審查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之審定及採認作業。 
（三）事務組 

1.組成：事務人員一至三人。 
2.職責：處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審定之行政審查作業與相關行政業務，定期

彙整相關問題與統計資料向工作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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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學會受理申請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與積分採認作業如下： 

 

條款 實施方式 申請對象 人員屬性 積分(點) 計算單位

授課者 5 小時 
一 

參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

會、教學醫院或政府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

繼續教育課程。 
團體/個人

學員 1 小時 

特別演講者 10 次 
3 第一作者

發表論文或壁報者 
1 其它作者

二 
參加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護理學

術研討會。 
‧國際性質者，其積分得以二倍計。 

團體/個人

學員 2 小時 
特別演講者 3 次 

2 第一作者
發表論文或壁報者 

1 其它作者
三 

參加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相關醫

學會、學會、公會或協會舉辦之學術研討

會。 
‧國際性質者，其積分得以二倍計。 

團體/個人

學員 1 小時 
主要報告或演講者 3 次 

四 
參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

之團隊臨床討論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但六年超過五十點者，以五十點計。 

團體/個人
學員 1 小時 

五 參加網路繼續教育。 
‧但六年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團體 網路繼續教育學員 1 次 

六 參加護理學或醫事學相關雜誌通訊課程。 
‧但六年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團體 雜誌通訊課程學員 2 次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 16 篇 

第二作者 6 篇 
其它作者 2 篇 

七 

在國內外護理學或醫事學相關雜誌發表有

關護理原著論文。 
‧發表其他類論文者，積分減半。 
‧但六年超過五十點者，以五十點計。 

個人 

其它類論文作者 減半 篇 

八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進修專業相關課程。

‧每學期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個人 學員 5 每學分 

九 衛生教育推廣講授。 
‧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個人 講授者 1 次 

十 在國外執業或開業，每年以二十五點計。 個人 國外執業或開業 25 年 
短期進修者（累計一

週內） 2 每日 
十一 至國內外護理專業研究機構短期進修者。 

‧但六年超過二十五點者，以二十五點計。
個人 

長期進修者（累計一

週以上） 5 每週 

十二 

各大專校院專任護理教師至國內醫療或

護理機構實務學習，經機構開具證明文

件者，每日積分二點。 
但超過二十五點者，以二十五點計。 

個人 學員 2 每日 

◎離島地區執業者，參加前項第十款外之繼續教育，其積分一點得以二點計；於偏遠地區執業者，其積

分一點得以一點五點計【附表一：山地、平地原住民及離島等偏遠地區一覽表】。 
◎本表參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0 年 10 月第五期會訊，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申請實施方式與積分採

認作業附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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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作業處理流程： 
（一）開課單位：應於舉辦日期之三十日曆天前於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

系統（以下簡稱系統）進行線上申請，逾期得以急件處理，受理單位於收件後十個工作天

內完成審查，若對審查結果有異議，於回覆後五個工作天內提出複審，複審以一次為限【附

表二：團體申請審查流程】。 
（二）課程結束後四週內，自行於系統登錄學員名單，並郵寄學員簽名影本至本學會，學員簽名

需以親筆簽名，不得蓋章，本學會得隨機查核。若使用系統刷卡機制簽到簽退，即可不用

郵寄簽名影本。 
（三）個人申請：自行至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線上申請，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審定單位於四週內回覆【附表三：個人申請採認流程】。 
（四）檢附資料：所有流程以電子化處理，請上系統登錄各項資料【附表四：團體及個人申請繼

續教育積分應檢附資料一覽表】。 
（五）行政審查通過後，由事務人員發 e-mail 通知繳費。 

六、作業監督方法： 
（一）現場查核： 

由工作小組派員至現場監督維持繼續教育課程之品質，並提供改善意見，開課單位若無法

於期限內改善者，經工作小組核定後，將停止受理繼續教育課程之認可。 
（二）學員出席查核：各項繼續教育之出席簽名單，需由參加者親筆簽名或電子化認證，不得以

蓋章替代，亦不得由他人代簽。 

七、相關文件保存： 
（一）本學會工作小組所負責之文件(專用檔案)應保存七年（含）。 
（二）本學會設置專用電腦設備，相關電子資料應保存七年（含）。 

八、課程及積分採認品質管理原則： 
（一）若有冒名頂替或溢報積分，該積分不予計算。學員違反前項規定，本學會得對開課單位提

出書面警告，並得於發文日後一年內拒絕受理，一年屆滿提改善措施經同意後，始受理其

申請。 
（二）本學會於繼續教育審查認定前，開課單位不得自行公告或刊登審查已通過之類似之廣告。

違反者，本學會得對開課單位予以書面警告，於發文日後一個月內拒絕受理，一個月屆滿

提改善措施，經同意後，始受理其申請。 
（三）同一案件已向其他護理團體申請者，不得重複申請積分，違者不予計分，當年度之積分將

不以採認。 
（四）每場次應簽到退，課程超過四小時者每半日簽到、簽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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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費項目與金額： 
（一）急件送審(開課前二～四週內)，審查費用以二倍計算。 
（二）機關團體申請：依辦理活動時間收取審查行政費分列如下： 

課程認證積分 審查行政費 
≦四小時 400 元 
五～十六小時 600 元 
＞十六小時～四十八小時 800 元 
四十八小時以上 
（每超過一小時，以 50 元計） 

800 元+ 
50 元 x（課程總時數-48）小時 

（三）個人案件申請：依個人申請積分數收取費用，每一積點為 30 元。 
（四）審查行政費繳費方式： 

繳款方式 備註 
ATM 轉帳 銀行代碼：008（華南商業銀行） 

帳號：152200325701 
傳真以下資料至學會： 
活動代碼（團體）或案例編

號（個人）。 
轉出帳號後五碼。 
收據抬頭（未註明收據抬頭

者：團體開立為開課單位名

稱；個人開立為個人姓名）。

匯款 銀行名稱：華南商業銀行石牌分行 
帳號：152200325701 
戶名：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傳真以下資料至學會： 
活動代碼（團體）或案例編

號（個人）。 
匯款單收執聯。 
收據抬頭（未註明收據抬頭

者：團體開立為開課單位名

稱；個人開立為個人姓名）。

郵政劃撥 劃撥帳號：1966437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於劃撥通訊欄註明該筆費用

之： 
活動代碼（團體）或案例編

號（個人） 
收據抬頭（未註明收據抬頭

者：團體開立為開課單位名

稱；個人開立為個人姓名）。

（五）優惠方式（本學會得視實際作業情況再作調整）： 
1.個人：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活動會員，每年回饋個人申請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採認 10 點免費。 
2.團體：同一申請單位，同一申請人，每累計申請通過 5 件者（不限時數），則申請第 6

件（限≤48 小時）時免付審查行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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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附表一 
山地、平地原住民及離島等偏遠地區一覽表  

縣別  山地原住民郷(區)  離島鄉  平地原住民鄉  偏遠地區  
新北市  烏來區   石碇區、坪林區、平溪

區、雙溪區、烏來區、

烏來區 
桃園縣  復興鄉    復興鄉 
新竹縣  五峰鄉、尖石鄉   關西鎮  五峰鄉、尖石鄉  
苗栗縣  泰安鄉   南庄鄉、獅潭鄉  泰安鄉、南庄鄉、獅潭

鄉 
台中市  和平區    和平區 
南投縣  仁愛鄉、信義鄉   魚池鄉  中寮鄉、仁愛鄉、信義

鄉 
嘉義縣  阿里山鄉    番路鄉、大埔鄉、阿里

山鄉 
台南市     楠西區、南化區、左鎮

區、龍崎區 
高雄市  那瑪夏區、桃源區、茂

林區  
  田寮區、六龜區、甲仙

區、那瑪夏區、桃源

區、茂林區 
屏東縣  三地門鄉、霧台鄉、瑪

家鄉、泰武鄉、來義

鄉、春日鄉、獅子鄉、

牡丹鄉  

琉球鄉  滿州鄉  滿州鄉、泰武鄉、春日

鄉、獅子鄉、牡丹鄉 

宜蘭縣  大同鄉、南澳鄉    大同鄉、南澳鄉  
花蓮縣  秀林鄉、萬榮鄉、卓溪

鄉  
 花蓮市、吉安鄉、新城

鄉、壽豐鄉、鳳林鄉、

光復鄉、豐濱鄉、瑞穗

鄉、玉里鎮、富里鄉  

鳳林鄉、壽豐鄉、光復

鄉、瑞穗鄉、富里鄉、

秀林鄉、卓溪鄉、豐濱

鄉  
台東縣  海端鄉、延平鄉、金峰

鄉、達仁鄉、蘭嶼鄉  
綠島鄉  台東市、卑南鄉、大武

鄉、太麻里鄉、東河

鄉、鹿野鄉、池上鄉、

成功鎮、關山鎮、長濱

鄉  

海端鄉、延平鄉、金峰

鄉、達仁鄉、蘭嶼鄉、

鹿野鄉、卑南鄉、大武

鄉、東河鄉、長濱鄉 

澎湖縣   馬公市、湖西鄉、白沙

鄉、西嶼鄉、望安鄉、

七美鄉  

 湖西鄉、白沙鄉、西嶼

鄉、望安鄉、七美鄉 

金門縣   金城鎮、金寧鄉、金沙

鎮、烈嶼鄉、金湖鎮、

烏坵  

 金城鎮、金寧鄉、金沙

鎮、烈嶼鄉、烏坵  

連江縣   南竿鄉、北竿鄉、莒光

鄉、東引鄉  
 北竿鄉、莒光鄉、東引

鄉 
◎偏遠地區定義（內政部）：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在地七點五公里以上之離島，計六十五鄉鎮。  
◎此表參照行政院衛生署照護處界定山地原住民郷、離島鄉、平地原住民鄉及偏遠地區之標準辦理。  
◎本表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民國 100 年 05 月 13 日修正之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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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附表二 

行政審查 退件

審查委員審查

學會確認
收到費用

系統收件

通過

不通過

通過
透過系統email

通知繳費
編輯案件審核
狀態為通過

不通過

會務人員收到系統
審查完畢通知並確
認費用收入無誤

無積分

提出
複審

不接受結果

接受結果

線上提出申請

開課單位(團體)

舉辦日期30日曆天前

一次為限

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團體申請審查流程

製表日期:101年2月9日
修表日期:102年7月23日

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地址:10448台北市民生西路30號5樓之3
電話:02-25215260  傳真:02-25216258
網址:www.taccn.org.tw

發出繳費通知

 

開課單位於課程結束後四週內，

自行於系統登錄學員名單，並郵

寄學員簽名影本至本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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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附表三 

行政審查 退件

審查委員審查

學會確認
收到費用

系統收件

通過

不通過

通過
透過系統email

通知繳費
編輯案件審核
狀態為通過

不通過

會務人員收到系統
審查完畢通知並確
認費用收入無誤

無積分

提出
複審

不接受結果

接受結果

線上提出申請

個人

一年一次

一次為限

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個人申請採認流程

製表日期:101年2月9日
修表日期:102年7月23日

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地址:10448台北市民生西路30號5樓之3
電話:02-25215260  傳真:02-25216258
網址:www.taccn.org.tw

發出繳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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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附表四 

團體及個人申請繼續教育積分應檢附資料一覽表 

條款 繼續教育實施方式 申請 檢附證明文件 

團體 
1.線上申請1 
2.摘要（每堂課請寫 50-200 個字） 
3.課程表 

一 舉辦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個人 

1.線上申請2 
2.上課證明 
3.課程表 

團體 
1.線上申請 
2.摘要（每堂課請寫 50-200 個字） 
3.課程表 

二 參加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
機制之護理學術研討會 

個人 
1.線上申請 
2.出席證明 
3.接受函（論文發表者） 

團體 
1.線上申請 
2.摘要（每堂課請寫 50-200 個字） 
3.課程表 三 

參加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
機制之相關醫學會、學會、
公會或協會舉辦之學術研討
會。 個人 

1.線上申請 
2.出席證明 
3.接受函（論文發表者） 

團體 1.線上申請 
2.摘要（每堂課請寫 50-200 個字） 

四 
參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
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臨床討
論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個人 1.線上申請 

2.機構證明文件(含姓名、主題、時間、地點) 

五 參加網路繼續教育 團體 
1.線上申請 
2.檢附完整計畫書(含辦理單位背景資料、實際規
劃辦理方式、學員考核機制) 

六 參加相關雜誌通訊課程者 團體 1.線上申請 
2.護理雜誌 PDF 檔及題目問卷電子檔 

七 國內外護理學或醫事學相關
雜誌發表有關護理原著論文 個人 1.線上申請 

2.刊登證明或雜誌抽印本 

八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進修
專業相關課程 個人 1.線上申請 

2.學分證明 

九 衛生教育推廣講授 個人 
1.線上申請 
2.摘要（每堂課請寫 50-200 個字） 
3.機構證明文件(含姓名、課程名稱、時間、地點)

十 在國外執業或開業 個人 
1.線上申請 
2.設立證明文件 
3.營業及執業證明 

十一 至國內外護理專業研究機構
短期、長期進修者 個人 

1.線上申請 
2.摘要（每堂課請寫 50-200 個字） 
3.機構證明文件（含姓名、課程名稱、時間、地
點等） 

 

                                                 
1團體之線上申請內容請包括主題、合辦或協辦或指導單位、辦理時間、地點，講師學經歷資料及課程摘要。申請時數

不得含報到、開幕、致詞、休息、午餐及測驗等。 
2個人之線上申請內容請依照系統中各款實施辦法內建之活動內容基本資料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