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助產學會 
助產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審定作業規範 

民國 97 年 12 月 15 日修訂 
民國 102 年 12 月 15 日修訂 
民國 109 年 03 月 19 日修訂 
民國 111 年 07 月 14 日修訂 
民國 111 年 10 月 13 日修訂 

第一條 台灣助產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依據「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三章繼

續教育第十三至二十條之規定辦理助產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審定作業，特訂定

本作業規範。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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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人員、護理人員或其他領域之講師，須具有政府核發之專業證書(助產人員

需具考試院助產師證書、護理人員具有護理師證書)，並符合下列資格： 
學歷 經歷(授課領域) 

碩士以上 3 年(含)以上 
大學 5 年(含)以上 
專科 7 年(含)以上 

(三)專科醫師領有證明文件者。 
(四)現(曾)任主管機關相關職務者。 
(五)其他相關領域學有專精，備相關文件經本委員會相關委員認可者。 

第三條 本會設置「助產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審定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召集

委員 1 人、副召集委員 1 人、委員 15 人，共 17 人組成，顧問若干人，另設專家小

組若干名，依業務量需要聘用之，委員會成員任期與當屆理事、監事任期相同。 
第四條 本學會為辦理助產人員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審定相關事宜，設專家小組及事務員若

干人。 
(一)專家小組： 
1.組成：由本委員會推選，共五位專家，依業務量需要增聘之。 
2.職責：督導及維護助產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品質。 
(二)事務員： 
1.組成：事務人員一至二人，依業務量需要增聘之。 
2.職責：處理助產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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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本會受理申請之助產人員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與積分採認作業如表列： 
款項 繼續教育實施方式 申請對象 人員屬性 積分(點) 計算單位 

一 

參加專科以上學校、醫學會、

學會、公會、協會、醫事人員

職業工會、醫療相關產業工

會、教學醫院企業工會、財團

法人、教學醫院、主管機關或

政府機關舉辦之助產及護理之

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機構/個人 

學員 1 小時 

擔任授課者 5 小時 



 
 

款項 繼續教育實施方式 申請對象 人員屬性 積分(點) 計算單位 

二 
參加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

之助產人員相關學術研討會 
機構/個人 

學員 2 小時 

擔任特別演講者 10 次 

發表論文 
或壁報者 

第一作者 3 篇 

其他作者 1 篇 

三 
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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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個人 

學員 1 小時 

擔任特別演講者 3 次 

發表論文 
或壁報者 

第一作者 2 篇 

其他作者 1 篇 

四 

參加經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或

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臨床討

論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註：六年超過五十點者，以五

十點計 

機構/個人 

學員 1 小時 

擔任主要報告 
或演講者 3 次 

五 

參加助產及護理相關網路繼續

教育 
註：六年超過八十點者，以八

十點計 

機構 學員 1 次 

六 

參加助產人員相關雜誌通訊課

程 
註：六年超過八十點者，以八

十點計 

機構 學員 2 次 

七 

在國內外具審查機制之助產、

護理與管理相關雜誌發表有關

之原著論文 
註：發表其他類論文者，積分

減半；六年超過五十點者，以

五十點計 

機構/個人 

發表助產

原著論文 

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 16 
篇 

第二作者 6 
其他作者 2 

發表其他

類論文 

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 8 
篇 

第二作者 3 
其他作者 1 

八 

在國內外大學進修助產相關課

程 
註：每學期超過十五點者，以

十五點計 

個人 學員 5 學分 

九 
講授衛生教育推廣課程 
註：六年超過十五點者，以十

五點計 
個人 授課者 1 次 



 
 

款項 繼續教育實施方式 申請對象 人員屬性 積分(點) 計算單位 

十 在國外執業或開業 個人 國外執業或開業者 25 年 

十一 

參加國內外助產專業機構研究

進修 
註：六年超過二十五點者，以

二十五點計 

個人 

短期進修者 
(累計一星期內) 2 日 

長期進修者 
(累計超過一星期) 5 星期 

十二 
參加助產人員教學醫院教學費

用補助計畫之訓練 
個人 學員 25 年 

十三 

各大專院校與助產相關之專任

護理教師至國內醫療或護理機

構產科相關實務學習 
註：六年超過二十五點者，以

二十五點計 

個人 專任護理教師 2 日 

於離島地區執業者，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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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一點五計。離島及偏遠地區範圍，以前行政院衛生

署 95 年 11 月 15 日衛署醫字第 0950215400 號公告附表(如附表一)中之離島鄉、山

地鄉及偏遠地區為認定標準。 
備註： 
1.實施方式一之「課程」及四之「專題演講」以線上同步方式（例如直播、視訊或

其他方式）辦理者，應有講師同步授課、線上簽到（退）及確核學員在線與否之

機制，並應輔以多元教學評量方式評核學員學習成效。 
2.實施方式五之「網路繼續教育」，係指事前預先錄製完成課程內容，放置於專科以

上學校、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醫事人員職業工會、醫療相關產業工會、

教學醫院企業工會、財團法人、教學醫院、主管機關或政府機關相關網站，不限

上課時間，可隨時上網學習之課程。但課後應有線上評量方式評核學習成效。 
3.「偏遠地區」包括：(1)山地地區。(2)「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

方案」公告之施行區域。(3)「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公告之施行區

域。上開公告之施行區域，如有變動，原已施行區域得繼續施行。 
第六條 本作業處理流程： 

(一)案件申請方式： 
1.開課單位：應於舉辦日期之三十天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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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上傳課程表、講師資料、課程

大綱至系統登錄，逾期得以急件處理，本會於收件後十五個工作天內

完成審查，並回覆審查結果及繳費通知單，若開課單位對審查結果有

異議，於回覆後五個工作天內提出複審，複審以一次為限。 
2.個人申請：本會受理辦理期限為今(102)年十月九日起，自行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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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於收件後四週內完成審查，並回覆審查結果及繳費通知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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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附資料：課程表、授課者學經歷資料及課程大綱。 
(三)課程結束後四週內，開課單位自行於系統登錄學員名單，並上傳學員簽名掃描檔

至「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成果送審，學員簽名需以親



 
 

筆簽名，不得蓋章，本會得隨機查核。若使用刷卡機，請上傳簽到匯出檔。 
(四)已通過本會核可之助產人員繼續教育積分，若有積分疑慮或有錯誤簽到等資料更

正，需於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線上申請異動，經本會審

定小組審核後予以更正。 
(五)申請助產人員繼續教育積分之注意事項： 
1.一律由線上申請，填妥各項課程相關資料(課程內容應包括主題、辦理日期、地

點、各堂課程時間等)，並輸入講師學經歷資料及課程摘要內容(或上傳講師授課講

義作為附件)。 
2.申請時數以實際授課時間，不含報到、開幕、致詞、考試、見(實)習、休息及午餐

等。繼續教育積分時數會由系統會自動計算，1 分鐘 0.02 積點。 
3.實體課程其申請期限以半年為限，即自開課日起至最後一堂課結束日期以半年為

限。 
4.不同類型之繼續教育實施方式申請積分時應檢附之相關文件，詳參「繼續教育積

分審定申請資料及文件準備」，如附表二。 
第七條 作業監督方法： 

(一)現場查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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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限期內改善。開課單位若無法於期限內改善者，經本會審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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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參加者簽名單正本或電子檔應自行保留

三年備查，必要時，本會得要求開課單位提供相關資料查核。 
第八條 課程及積分採認品質管理方式： 

(一)授課者品質管理：繼續教育課程之各授課者需符合本作業規範之第二條之規

定。 
(二)簽到簽退規定：繼續教育課程每場應於課前簽到、課後簽退，超過四小時者每

半日簽到、簽退一次。繼續教育課程之出席簽名單，需由參加者

親筆簽名或電子化認證，不得以蓋章替代。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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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會於審查認定前，開課單位不得自行公告或刊登審查通過之類似廣告。若違

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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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同一案件已向其他助產團體申請，不得重複申請積分，違者不予計分，且當年

度不再受理其申請之其他積分。  
(六)繼續教育課程不可作為招攬及推銷商業產品之行為。 
(七)除本會自行辦理或委託辦理之繼續教育課程外，各單位自行舉辦繼續教育課程

之經費由承辦單位自籌，本會概不予補助。若接受廠商補助者應事先聲明。 
第九條 相關文件保存： 

(一)本會審定小組所負責之文件(專用檔案)應保存七年。 
(二)本會設置專用電腦設備，相關電子資料應保存七年。 

第十條 收費項目及金額： 
1.急件送審（開課前二～四週內），審查費用則二倍計算。 
2.機關團體申請： 

http://www.twna.org.tw/frontend/un20_education/webPage_1/file/10201.pdf
http://www.twna.org.tw/frontend/un20_education/webPage_1/file/10201.pdf


 
 

依辦理活動時間收取所需之費用分列如下： 
課程認證積分 審查行政費 
≦4 小時 四 00 元 
5~16 小時 六 00 元 
＞16 小時~48 小時 八 00 元 
48 小時以上 八 00 元+五 0 元*小時 

（每超過一小時，以五 0 元計） 
網路繼續教育課程：申請課程以一年為限，每堂課有 1 點之積分，審查費用 400
元/堂。 
通訊課程：每次通訊課程有 2 點之積分，審查費用 300 元/次。 
雜誌發表：雜誌社統一為作者申請積分者，審查費用 800 元/每本雜誌。 
若開課單位於同一年度向本會申請積分採認累計滿五次，第六次起將提供八五折

優惠服務；開課單位如為助產公會及助產所，審查費用提供八折優惠服務。 
3.個人申請：依個人申請積分數收取費用，每一積點為叁拾元整。 
若為本會活動會員，向本會申請積分採認，將提供半價優惠服務。 

4.繳費方式： 
本會行政審核資料齊全後，會以 e-mail 通知繳交審查費用，確認收到款項後即進

行專業審查。 
 金融機構名稱 戶名 帳號 

銀行匯款 
ATM轉帳 

第一商業銀行 
天母分行(007) 

台灣助產學會 19050389361 

請以銀行匯款或自動提款機轉帳方式繳交審查費，請務必於將匯款收據或轉帳明

細傳真或掃描 mail 至本會，並註明以下事項：款項用途、案件編號、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收據寄件處(註明郵遞區號)及收件人，以利優先處理。 
5.聯絡方式： 
本會積分申請專線：(02)2827-9265，傳真：(02)2826-3974， 
e-mail: midwife.tw@gmail.com。 

  



 
 

附表一 

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一覽表 

縣別 山地郷 離島鄉 偏僻地區 
臺北縣 烏來鄉   
桃園縣 復興鄉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縣 泰安鄉  獅潭鄉 
台中縣 和平鄉   
南投縣 仁愛鄉、信義鄉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大埔鄉 
雲林縣   古坑鄉 
高雄縣 茂林鄉、桃源鄉、三民鄉   
屏東縣 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

鄉、泰武鄉、春日鄉、來義

鄉、獅子鄉、牡丹鄉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花蓮縣 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   
台東縣 海端鄉、延平鄉、金峰鄉、

達仁鄉 
蘭嶼鄉、綠島鄉 長濱鄉、大武鄉 

澎湖縣  馬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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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坵鄉 
 

連江縣  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

東引鄉 
 

 

  



 
 

附表二 

台灣助產學會 
繼續教育積分審定申請資料及文件準備 

一、無論是開課單位(機構)或個人申請繼續教育積分，均需備妥以下資料及檢附證明文件至繼

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或醫事系統入口網做線上申請。(資料不齊將被退件) 
二、提醒各位參與課程之人員，需對以下重點有所認識: 

1.應先向開課單位(機構)了解此課程是否已通過助產師(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申請，避免上

完課程無積分。 
2.若課程未送審，則您應先了解是否為「與助產相關」之課程活動，再考量是否參加。 
3.若參加未由開課單位申請助產師(士)繼續教育積分審定之課程活動，請於活動結束後，由

參與課程之學員自行以個人申請方式提出申請，個人申請審查費每積分(點)30 元(若為本

會活動會員，向本會申請積分採認，將提供半價優惠服務)。 
4.款項八~十三申請方式僅能以個人方式提出審查申請。 

款

項 
實施方式 

獲取積分之 

人員身份及積分 

申請

方式 
檢附資料 

一 

參加專科以上學校、

醫學會、學會、公

會、協會、教學醫

院、主管機關或政府

機關舉辦之助產及護

理之專業相關繼續教

育課程 

1.學員：每小時積分 1 點 
2.演講者：每小時積分 5 點 機構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含課程內容、講

師學經歷及每堂課摘要) 
2.上傳課程表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活動資料:機構資

料、活動名稱、辦理日期、地

點；課程內容:每堂課名稱、屬

性、時間、地點等) 
2.上傳課程表 
3.上傳研習/授課證明電子檔 

二 

參加公開徵求論文及

審查機制之助產人員

相關學術研討會 

1.學員：每小時積分 2 點 
2.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

積分 10 點 
3.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

第一作者積分 3 點，其他

作者積分 1 點 

機構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含課程內容、講

師學經歷及每堂課摘要，壁報

之作者、摘要及論文之作者、

摘要) 
2.上傳學術研討會議程表、論文

發表日程表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活動資料:機構資

料、活動名稱、辦理日期、地

點；課程內容:研討會議題、屬

性、時間、地點等) 
2.上傳學術研討會議程表、論文

發表日程表 
3.上傳研習/授課證明或接受函(論
文發表者)電子檔 

三 

參加公開徵求論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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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員：每小時積分 1 點 
2.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

分 3 點 
3.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

機構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含課程內容、講

師學經歷及每堂課摘要，壁報

之作者、摘要及論文之作者、

摘要) 
2.上傳學術研討會議程表、論文



 
 

款

項 
實施方式 

獲取積分之 

人員身份及積分 

申請

方式 
檢附資料 

第一作者積分 2 點，其他

作者積分 1 點 
發表日程表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活動資料:機構資

料、活動名稱、辦理日期、地

點；課程內容:研討會議題、屬

性、時間、地點等) 
2.上傳學術研討會議程表、論文

發表日程表 
3.上傳研習/授課證明或接受函(論
文發表者)電子檔 

四 

參加經醫院評鑑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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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六年超過五十點

者，以五十點計 

1.學員：每小時積分 1 點 
2.擔任主要報告或演講者：

每次積分 3 點 

機構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含課程內容、講

師學經歷及每堂課摘要) 
2.上傳課程表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活動資料:機構資

料、活動名稱、辦理日期、地

點；課程內容:每堂課名稱、屬

性、時間、地點等) 
2.上傳課程表 
3.上傳研習/授課證明電子檔 

五 

參加助產及護理相關

網路繼續教育 
註：六年超過六十點

者，以六十點計 

學員：每次積分 1 點 
機構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含各課程內容並

檢附摘要) 
2.上傳課程計畫書(或各課程教學

目標及課程大綱、講師學經歷) 

六 

參加助產人員雜誌通

訊課程 
註：六年超過六十點

者，以六十點計 

學員：每次積分 2 點 
機構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含各課程摘要及

講師學經歷) 
2.上傳通訊雜誌 

七 

在國內外具審查機制

之助產、護理與管理

相關雜誌發表有關之

原著論文 
註：發表其他類論文

者，積分減半；六年

超過五十點者，以五

十點計 

1.發表助產原著論文：每

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積

分 16 點，第二作者 6
點，其他作者積分 2 點 

2.發表其他類論文：每篇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積分 8
點，第二作者 3 點，其他

作者積分 1 點 

機構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含雜誌名稱、出

刊日期及各篇論文之作者、摘

要) 
2.上傳雜誌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含雜誌資料:發行

單位、名稱、出刊日期及論文

資料:題目、論文之擔任角色、

性質是原著或其他) 
2.上傳雜誌抽印本 

八 

在國內外大學進修助

產相關課程 
註：每學期超過十五

點者，以十五點計 

學員：每學分積分 5 點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學校資料、課程

資料(含名稱、學分、時間、地

點等) 
2.上傳學校學分證明 

九 

講授衛生教育推廣課

程 
註：六年超過十五點

者，以十五點計 

授課者：每次積分 1 點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活動資料及課程

資料(含時間、名稱、地點等) 
2.上傳機構證明文件(姓名、課程

名稱、時間、地點) 



 
 

款

項 
實施方式 

獲取積分之 

人員身份及積分 

申請

方式 
檢附資料 

十 

在國外執業或開業者 國外執業者或開業者：每

年積分 25 點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機構資料及執業

狀況、執業時間及工作內容摘

要 
2.上傳機構證明文件，並有台灣

駐外單位之證明 

十

一 

參加國內外助產專業

機構研究進修 
註：六年超過二十五

點者，以二十五點計 

1.短期進修者(累計一星期

內)：每日積分 2 點 
2.長期進修者(累計超過一

星期)：每星期積分 5 點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機構資料、課程

資料(含課程名稱、學分、時

間、地點等) 
2.上傳機構證明文件(姓名、課程

名稱、時間、地點) 

十

二 

參加助產人員教學醫

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之訓練 

學員：每年積分 25 點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機構資料、課程

資料(含訓練名稱、訓練內容、

起迄時間、地點、訓練單位等) 
2.上傳國內醫療機構開具證明文

件(姓名、身分證字號、起迄年

月日、訓練單位) 

十

三 

各大專院校與助產相

關之專任護理教師至

國內醫療或護理機構

產科相關實務學習 
註：六年超過二十五

點者，以二十五點計 

專任護理教師：每日積分 2
點 

個人

申請 

1.線上申請填寫機構資料、課程

資料(含課程名稱、起迄時間、

地點等，請逐日填寫) 
2.上傳國內醫療機構開具證明文

件(姓名、身分證字號、起迄年月

日、每週實際天數、實務學習單

位) 
於離島地區執業者，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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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一點五計。離島及偏遠地區範圍，以前行政院衛生署 95 年 11 月

15 日衛署醫字第 0950215400 號公告附表(如附表一)中之離島鄉、山地鄉及偏遠地區為認

定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