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課程表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專科護理師進階(實證及照護指引)培育工作坊 

壹、 活動目的： 

專科護理師的主要任務在於與醫師共同提供連續性整合性的護理跟醫療照護，

以預防減少醫療疏失，提升醫療照護品質和病人照護成效。為達此目標，專師應在

臨床執業時能以實證、學理為解決臨床問題的基礎。 

本會專師進階制度明定，各階層職業能力指標在展現臨床職業與成效上，於

NP IV時應能以實證方法解決病人問題，並完成實證案例報告，NP V則能發展、應

用及評價現行的臨床照護指引，進而修正更新並發展新的臨床照護指引，依實證依

據做出正確的臨床判斷並提供最佳證據之個別化照護計畫，或以系統性方法發展合

適的醫療照護建議，以確保照顧品質與成效，因此本會擬辦理一系列工作坊，協助

學員熟悉以實證為基礎的個案報告書寫方式、臨床照護指引發展、更新與應用之結

構與操作要點，藉由實務練習，掌握專師進階報告書寫書寫的原則和技巧，以及應

有的重要知識和核心技能，並能選擇合適工具，完成具有品質之進階報告。 

歡迎參與者在帶自己有興趣的照顧指引議題或相關文獻做為研習會演練的材

料。同時完成一系列課程，經由評核通過，將領有本會頒發之完訓證明，未來一同

推廣以實證為基礎的執業模式，協助有興趣進階 NP IV、NP V的專科護理師完成臨

床照護指引發展(或應用研究)報告的進階審核。 

貳、 主辦單位：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 

參、 培訓對象(由醫院推薦須符合以下資格之一)： 

A. 領有專師證書者，以及國內教學醫院臨床照護經驗 5年

以上，具有實證醫學基礎。 

B. 擔任該院專科護理師教學師資 

C. 已通過本會(或有興趣)NP IV、NP V進階升等者。 

肆、 辦理日期/課程/地點： 

日期 課程主題   地點 

109年 12月 26日(星期六) 臨床照護指引發展 
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民生校區(台中

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3號) 
110年 01月 09日(星期六) 臨床照護指引應用 

110年 01月 23日(星期六) 臨床照護指引更新 

110年 02月 06日(星期六) 實證案例報告 

報名 QR CODE 



2 

專科護理師進階(實證及照護指引)培育工作坊 Part I 

臨床照護指引發展 

壹、 主辦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 

貳、 辦理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3號) 

參、 辦理時間：2020年 12月 26日 (星期六) 

肆、 議    程：  

時間 主題 大綱 主講者／主持人 

08:50-09:00 

09:00-09:10 

報到 

長官致詞與課程介紹 

 

 

蔡秀鸞教授/理事長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09:10-10:40 臨床照顧指引發展 
指引發展要點與具品質之臨床照

顧指引發展 
穆佩芬教授/蔡秀鸞教授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20 指引評讀與整合 
證據評讀、資料整合、評值與 

執行 
蔡榮美副主任/蔡秀鸞教授 

12:20-13:10 午餐/交流時間 

13:10-14:40 
指引發展實作研討

(一) 

書寫的整合、完整性與品質 

書寫結構與原則、常見問題、討

論與建議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4:40-14:50 休息時間 

14:50-16:20 
指引發展實作研討

(二) 

文獻評讀、AGREE II與證據整

合實作與討論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6:20-16:30 綜合討論/close remarks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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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進階(實證及照護指引)培育工作坊 Part II 

臨床照護指引應用 

壹、 主辦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 

貳、 辦理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3號) 

參、 辦理時間：2021年 01月 09日 (星期六) 

肆、 議    程：  

時間 主題 大綱 主講者／主持人 

08:50-09:00 

09:00-09:10 

報到 

長官致詞與課程介紹 

 

 

蔡秀鸞教授/理事長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09:10-10:40  

採用與推行以

實證為基礎之

臨床照顧指引

(一) 

從實證到應用：知識的轉譯 

採用與推行以實證為基礎之臨床照

顧指引  

蔣立琦教授/陳夏蓮教授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20 

採用與推行以

實證為基礎之

臨床照顧指引

(二) 

資料萃取與形成建議指引方案與成

效評值範例應用與建議 
蔣立琦教授/陳夏蓮教授 

12:20-13:10 午餐/交流時間 

13:10-14:40 

採用與推行以

實證為基礎之

臨床照顧指引

(三) 

臨床指引應用常用之系統與工具

NPV照顧指引應用書寫結構、與常

見問題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4:40-14:50 休息時間 

14:50-16:20 

採用與推行以

實證為基礎之

臨床照顧指引

(四) 

應用範例討論與實作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6:20-16:30 綜合討論/close remarks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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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進階(實證及照護指引)培育工作坊 Part III 

臨床照護指引更新 

壹、 主辦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 

貳、 辦理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3號) 

參、 辦理時間：2021年 01月 23日 (星期六) 

肆、 議    程：  

時間 主題 大綱 主講者／主持人 

08:50-09:00 

09:00-09:10 

報到 

長官致詞與課程介紹 

 

 

蔡秀鸞教授/理事長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09:10-10:40  
臨床照顧指引與

專師的角色功能 

由實證、臨床照顧指引看專師的

角色與功能 

臨床指引更新常用之系統與工具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20  
指引更新發展架

構與書寫原則 

指引發展與更新之架構 

簡介 CheckUp  

指引更新之應用與範例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2:20-13:10  午餐/交流時間 

13:10-15:10 
指引更新之書寫

原則 

書寫結構與原則、常見問題、討

論與建議、掌握書寫之完整性與

品質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4:40-14:50 休息時間 

15:10-16:20 
指引更新結果之

書寫技巧與範例 

案例討論與實作～由證據到決策

之架構、建議結果之統合與撰寫

討論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6:20-16:30 綜合討論/close remarks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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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進階(實證及照護指引)培育工作坊 Part IV 

實證案例報告 

壹、 主辦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 

貳、 辦理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民生校區(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3號) 

參、 辦理時間：2021年 02月 06日 (星期六) 

肆、 議    程：  

時間 主題 大綱 主講者／主持人 

08:50-09:00 

09:00-09:10 

報到 

長官致詞與課程介紹 

 

 

蔡秀鸞教授/理事長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09:10-10:40 

NP IV 實證案例

報告之結構與書

寫(一) 

書寫結構、常見問題、討論與建議

(前言、案例簡介與評估、問題分

析與確立、由問題到 PICO)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20 

NP IV 實證案例

報告之結構與書

寫(二) 

書寫結構、常見問題、討論與建議 

(搜尋證據、評讀、臨床運用、成

效評值)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2:20-13:10 午餐/交流時間  

13:10-14:40 
案例實作與討論

(一) 

分組討論與問題交流 

依書寫結構評讀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4:40-14:50 休息時間 

14:50-16:20 
案例實作與討論

(二) 

分組討論與問題交流 

比較結構與書寫品質的差異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16:20-16:30 綜合討論/close remarks 陳夏蓮教授/蔡秀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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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講者介紹(依課表順序) 

 

 

蔡秀鸞教授 

大葉大學護理學系院長暨教授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理事長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編輯委員會主委 

 

陳夏蓮教授 

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護理系教授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第五屆編輯委員會委

員、甄審行政委員會顧問 

  

穆佩芬特聘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護理研究所教授暨所長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副理事長 

台灣護理學會卓越中心知識轉譯組委員 

考科藍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 

蔡榮美副主任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實證醫學中心副主任 

馬偕醫學院護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理事 

 

蔣立琦教授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台灣護理學會候補理事暨卓越中心研究創新與政策組委員 

台灣實證醫學會理事暨交流委員會主委 

台灣氣喘諮詢學會常務理事 

國際護理榮譽學會中華民國分會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