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

保存年限 :

台灣助產學會 開會通知單
.    機關地址 :11219台 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5號

親仁樓 5樓 B518室

聯 絡 人 :李 惠萍

電   話 :(U2)咒 ” -9265  傳   真 :(U2)困 %名听 4

E-M㏕ :midwife.tw@gmai1.cUm

受文者 :如正 、副本受文者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國 lU6年 2月 6日

發文字號 :台 助學字第 1U6UUU5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議程 、委託書 、提案單

開會事由 :召 開本會 「第 19屆 第 2次會員大會暨學術討論 會┘ ,敬請撥 冗出席 。

開會時間 :lU6年 3月 巧 日 (星期六)上午 9點 3U分至下午 5點 lU分

開會地點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第一會議室(臺 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號 )

主持人 :高 美玲理事長

聯絡人及電話 :李 惠萍 (飽V827-兜∞ 、lU2)28” -71Ul分機 ”∞

備註 :

一 、lU6年 常年會費已經開始繳納 ,為不影響您的會員權益 ,請記得先行劃撥或匯款或轉帳

繳交會費 ,大會當日備有紀念品致贈出席會員 ,誠摯邀請各位會員踴躍出席 。

二 、會員如不克出席 ,敬請填寫委託書(每位會員僅能接受一位會員之委託)〕 並事先於 3月

埩 日(星期一)前 mail或 傳真至本會 ,以利本會前置作業 ;大會當天被委託之會員於報到
時務必攜帶委託書正本領取委託人之贈品 ,以行使相關權利 。

三 、如對本會有任何建議或提案 ,惠 請事先填妥提案單於 1U6年 3月 13日 (星期一)前 mail、

傳真或郵寄至本會 ,以 利彙整及印製大會手冊 。

四 、檢附議程 、委託書 、提案單 ,為 利各項前置準備工作 ,敬請有意參加本次活動之會員 ,

於 1U6年 3月 2U日 (星期 一 )前 ,至 llttps:〃 gUU.gl/山 rms/AlwULbhGbmTCLqvH2線 上 報 名 ,

以利統計出席人數及準備大會紀念品 。

正本 :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 :內 政部社會 司 、台灣助產學會

理事長癮麤鰳



台灣助產學會 
第 19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學術討論會 

 

主辦單位：台灣助產學會 

協辦單位：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中興院區護理科、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助產及婦女健

康照護系、中華民國助產師(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北市助產師(士)公會 

活動時間：106 年 3 月 25 日(星期六) 09:30~17:10 

活動地點：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中興院區第一會議室(臺北市大同區鄭州路 145 號) 

報名名額：150 位，額滿為止 

    ◎不接受現場報名，若報名後無故缺席，將取消下次研習會報名資格 

參加對象：本會會員、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師生、助產人員及醫療院所、產後護理

機構或坐月子中心之從事母嬰照護之醫護人員 

課程費用：(含講義及便當；報名及繳費完成後，恕難退費） 

1、會員：免費（台灣助產學會） 

2、各縣市助產師(士)公會會員：300 元 

3、非會員：500 元 

繳費方式：銀行匯款或 ATM 轉帳繳納 

◎銀行：第一銀行天母分行(007) 帳號：19050389361 戶名：台灣助產學會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https://goo.gl/forms/AlwoLbhGbmTCLqyH2 

◎繳費成功始可線上報名 

◎需繳費學員請掃描繳費憑證，並 mail 至 taipeimidwife@gmail.com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年 3 月 20 日(一)截止，額滿為止 

報名確認：106 年 3 月 21 日（二）公佈錄取學員名單於台灣助產學會網站 

          http://midwife.org.tw 

申請積分：助產師（士）、護理師（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洽詢單位：台灣助產學會【聯絡電話(02)2827-9265  李小姐】 

課程若有異動將於台灣助產學會網站公告，不另行通知 

◎為響應環保，不提供紙杯，請自備餐具、茶杯或水壺，謝謝 



活動流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 

09:30-09:50 報到  

09:50-10:00 主席/貴賓致詞 
高美玲 理事長 

許秀麗 助產師 

10:00-11:00 

生產的荷爾蒙對母嬰生產結果的影響 

Hormonal Physiology of Childbearing and its impact 

on maternal-infant outcomes 

高美玲 教  授 

11:00-12:00 
如何設計促進正常分娩的生產環境？ 

How birth space can influence normal birth？ 
郭素珍 教  授 

12:00-13:30 
午餐 

(台灣助產學會會員召開會員大會) 
 

13:30-14:30 
表觀遺傳學於周產期照護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Epigenetics in Perinatal Nursing Care 
周雪棻 助理教授 

14:30-14:50 
Hypertension Women’s Social Support, Stress, and 

Depression during the Prenatal Period 
羅惠敏 

黃美荏 助理教授 14:50-15:10 
提升護理人員對尿布性皮膚炎照護知識與技能之

在職教育專案 
陳恩惠 

15:10-15:30 
入院待產教育方案於婦女焦慮、不確定感、生產控

制及待產處置之成效 
梁慧敏 

15:30-16:00 休息(海報展及投票)  

16:00-16:20 
社會支持、親子同室時間與產後壓力之關係：中介

與調節效應之測試 
江慧琴 

盧玉嬴 助理教授 16:20-16:40 提升新生兒照護護理指導成效之專案 陳曉慧 

16:40-17:00 
第二產程腹部用力教育方案介入後醫護人員的主

觀經驗探討 
高千惠 

17:00-17:10 綜合討論及頒獎(論文發表&最佳人氣獎) 高美玲 理事長 

 

講師簡介：〈依課程順序排序〉 

高美玲—台灣助產學會理事長、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助產及婦女健康照護系教授 

許秀麗—美國加州柏克萊 Alta Bates Summit Medical Center 助產師 

郭素珍—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助產及婦女健康照護系兼任教授 

周雪棻—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助產及婦女健康照護系助理教授 

黃美荏—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護理科助理教授 

盧玉嬴—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系助理教授 



台灣助產學會 
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委託書 

本人因不克出席本會第 19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茲委託本會會員            代表本人出席會員大會，並代為行使相關之權利及義務。 

委託人 姓名：            蓋章： 

會員證號： 

服務機構： 

受委託人 姓名：            蓋章： 

會員證號： 

服務機構：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註：1.請保管此委託書，並於大會當日由受託人攜至會場繳交。 
2.限委託本會會員代理出席，且每位會員代表僅能接受一位會員委託。 

 
 

 

台灣助產學會 

第 19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提  案  單 

案    由 
 

說    明 
 

具體辦法 
 

審查意見 

(由本會填寫 

提案人勿填) 

 

提 案 人：                         （簽章）會員證號： 

 

連署人一：                         （簽章）會員證號： 

 

連署人二：                         （簽章）會員證號： 
 

註：1.提案人興連署人均須為本會會員。 

2.提案人與連署人均須簽名蓋章並註明會員號。 

3.連署人必須兩人以上。 

4.凡與以上各項規定不符合者，提案不能成立。 

5.無提案者，則此提案書免寄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