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護理學會 函 
      機關地址：106439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281 號 4 樓 
      聯 絡 人：洪喜娟專員 
      電    話：（02）27552291 轉 14 
      傳    真：（02）23258652 
      電子信箱： jane@twna.org.tw 

受文者：文列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 年 8 月 4 日 
發文字號：王字第 1090001255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課程表 

主旨：本會將舉辦「109 年度臨床教學策略與模式競賽(學校教師組)」複審競賽，敬請

惠予公告周知並鼓勵護理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 

一、 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 

二、 辦理地點：台灣護理學會 9 樓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281 號) 

三、 辦理單位：台灣護理學會護理教育委員會 

四、 報 名 費：免費(午餐自理)  

五、 參加對象：本會活動會員，以對護理臨床教學有興趣之實習指導教師為優先。

複審競賽參賽者由本會報名。 

六、 學員名額：25 人，額滿為止。(※為嘉惠多數校院教師，本會保有名額調整權利) 

七、 報名日期：109 年 8 月 7 日中午 12 時起至 109 年 8 月 14 日止，逾期報名者需

繳交 300 元行政作業費。 

八、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請學員至本會網站：www.twna.org.tw，點選

網頁右側【線上報名學術活動】專區進行報名。報名後可直接查詢上課名單，

恕不受理現場或其他方式報名。 

九、 為珍惜資源及確保其他會員權益，當年度研習會二次未到者，第三次報名需繳

交報名費 300 元。不克出席者請自行上網取消報名，開課前 7 天(不含開課當

日)即無法取消，若未出席且無依前述規定取消者，則記錄一次。 

十、 本課程不發予研習會證明書，活動當天請攜帶身分證／健保卡依規定辦理簽到

(退)，完成全程課程者，本會將於課後 1 個月內協助登錄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

分及上傳公務人員時數；請學員於課後 1 個月，再登入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

口網，連結至繼續教育護產積分管理資訊系統，查詢或下載上課紀錄。 

十一、 響應防疫新生活運動，請與會者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凡須居家自主健康管

理或有發燒症狀者，請勿參加研習會。 

十二、 請攜帶智慧型手機／平版以掃描 QR code，於時限內完成線上滿意度調查；並

請自備環保杯參與活動。 



 

 

十三、 為維護參賽者智慧財產權，本活動不提供講義，全程嚴禁拍照或錄影、錄音，

敬請見諒！ 

正本：各護理院校、各級學校、醫療院所、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各縣市衛生局、中華民國護理師護

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國防部軍醫局、各護理相關團體等單位。 
副本：本會理監事及相關委員會 

理事長   



 

 

附件一 課程表 

台灣護理學會 
109 年度臨床教學策略與模式競賽(學校教師組)複審競賽 

( 2020 Clinical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odel Contest ) 
【研習會代碼：109049  護理師/士教育積分：4.4(申請中)】 

一、辦理單位：台灣護理學會護理教育委員會 
二、辦理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 
三、辦理地點：台灣護理學會 9 樓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281 號) 
四、程 序 表：《註：參賽者發表順序將於活動當天現場抽籤》 

時間 內容 參賽者／主持人 
09:30~09:45 簽到 工作人員 
09:20~09:45 評審委員共識會議(地點：4樓第一會議室，僅開放評審委員參加) 

09:45~09:50 
致歡迎詞 

台灣護理學會代表致詞 
胡文郁 主任委員 
王桂芸 副理事長 

09:50~09:55 參賽者發表順序抽籤 馮容芬 委    員 
09:55~10:00 複審評審介紹 ＆ 複審規則說明 馮容芬 委    員 

 順序 參賽編號 主題 參賽者 

10:00~10:20 1    

10:20~10:40 2    

10:40~11:00 3    

11:00~11:10 休             息 

11:10~11:30 4    

11:30~11:50 5    

11:50~12:10 6    

12:10~13:00 午             餐 

13:00~13:10 下   午   簽   到 

 順序 參賽編號 主題 參賽者 

13:10~13:30 7    

13:30~13:50 8    

13:50~14:10 9    

14:10~14:20 休            息 

14:20~14:40 10    

14:40~15:00 11    

15:00~16:00 交   流 / 複審評審會議 
16:00~16:30 公佈複審結果 馮容芬 委    員 

PS.每個作品安排 20 分鐘，包含發表及展示作品 15 分鐘，評審詢答 5 分鐘。



 

 

附件二 109 年度臨床教學策略與模式競賽(學校教師組)初審通過名單 

台灣護理學會 
109 年度臨床教學策略與模式競賽(學校教師組)初審通過名單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賽者 
姓名 

服務單位 

109A002 
以問題導向模式運用實證護理於產科實習
－運動介入改善產後憂鬱之成效 

劉素芬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A003 
『護 and 癌？ㄞˊ配席捲防空洞』 
～知識型桌遊與分組議題討論融入血液腫
瘤科實習歷程～ 

劉佩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9A004 
就要醬樣玩～以賓果綜合遊戲策略提升護
生對精神科藥物副作用的學習成效 

周美嫻 義守大學 

109A005 
運用鷹架學習理論於社區衛生護理實習課
程～「衛教情境的傳遞，教學種子我可
以！」 

黃郁晴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9A008 

愛的(ATDE)雲端線上翻轉學習（Flipped 
learning）『產科臨床照護技能』---融入翻轉
學習與創造思考教學模式於婦產科護理學
實習 

徐禎美 輔英科技大學 

109A009 
雙螺旋的共舞－應用螺旋式課程於「內外
科校內護理實習」 

徐麗琴 長庚科技大學 

109A011 
結合 ARCS 動機模式與遊戲式學習於精神
科護理實習之應用 

林玉春 長庚科技大學 

109A014 
以「ARCS」模式應用於內科護理學實習－
內視鏡檢查護理 

林錦穗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A015 
跳脫文字迷宮－以圖像及「習護之道」教
學模式提升心血管照護能力 

陳幸眉 國立成功大學 

109A016 
Caring 教學模式引領護生初次實習之創新
教學策略 

陳芃橋 國防醫學院 

109A018 
一無所有，無所不有－以虛擬美學意象概
念融入情境模擬教學於在校精神科護理學
實習 

魏黛如 長庚科技大學 

 



 

 

附件三 研習活動上課須知及簽到退注意事項 

台灣護理學會 
研習活動上課須知及簽到退注意事項  

一、本會若辦理電子化簽到退，請學員當天務必攜帶身分證／健保卡。 

二、本會辦理之研習活動須完成全程課程後，始得到認證積分時數。 

三、簽到／退規定： 

（一）全天研習活動，學員需於上、下午第一堂課開始前辦理簽到，課程全

部結束後辦理簽退，共需完成 3 次。 

（二）半天研習活動，學員需於第一堂課開始前辦理簽到，課程全部結束後

辦理簽退，共需完成 2 次。 

（三）未依前述規定辦理簽到及簽退者，本會恕無法給予護理人員繼續教育

積分。 

四、遲到及早退規定： 

（一）遲到：指第一堂課程上課後 15 分鐘內未到。 

（二）早退：指最後一堂課程結束前 15 分鐘提早離席。 

（三）課程實際簽到及簽退時間，依研習會活動實際時間為準。 

      凡遲到或早退者，報到現場恕不受理簽到、退作業。 

五、不得以他人頂替上課、簽到或簽退，違者經查獲將取消護理人員繼續教育

積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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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助上傳公務人員

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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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登入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

https://ma.mohw.gov.tw/maportal/Default.aspx，登入後再連結「護產積分管理

系統」。） 

因應 COVID-19 疫情，為維護與會者健康，敬請響應防疫新生活運動！ 

(一)凡須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或有發燒症狀者，請勿參加研習會。 

(二)與會者請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若未配戴口罩者，將婉拒入場參加。 

(三)進入會場請配合量測體溫、落實手部清潔，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四)會場內禁止飲食；用餐時間及休息時間，避免近距離交談。 

(五)本活動配合「實聯制」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作為疫情調查需求時使用，

不另做其他用途，且於活動結束 28 天後刪除。 



 

 

附件四 台灣護理學會交通資訊 

台灣護理學會交通資訊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281 號 9 樓 (電話：02-27552291) 

捷運： 

搭乘火車或高鐵至台北車站轉捷運： 

火車：請由第 11 節車廂下手扶梯後步行至捷運站，轉搭象山線 

高鐵：請由第 9 節車廂下手扶梯後步行至捷運站，轉搭象山線 

再搭乘捷運象山線至信義安和站 5 號出口(車程約 15 分鐘)，出站後左轉 (往 101 大樓

方向步行約 2 分鐘)，經過一個紅綠燈、麥當勞，至上海銀行、安泰銀行樓上即可。 

公車： 

從捷運台北車站 8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至青島西路及公園路口，轉搭信義幹線，公車車

程約 20-25 分鐘，站名：信義通化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