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函 

    
 

    

受文者：文列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台傷護于字第 1101014 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主旨： 舉辦「居家慢性傷口及造口基礎照護專業課程_第二階段(南區)」，敬請第

一階段錄取人員報名參加。 

說明：      

  一、 主辦單位：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台灣傷口照護學會 

合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二、 日期：1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上午場 8:30-13:00; 下午場 13:30-18:00 擇一報名 

  三、 地點：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國際會議廳 

      (臺南市永康區甲頂里 9 鄰中華路 901 號)    

  四、 報名方式：符合第一階段錄取人員才能報名，上午場、下午場課程相同擇

一報名，為便於作業需要，請務必填入錄取編號，否則不予處理，每一機

構限 1-2 人，採網路報名，檢附課程內容及報名方式，如附件 

  五、 報名截止日期：110 年 11 月 30 日前（限上午、下午各 60 名，額滿截止），

報名後會發信通知繳費，接到通知才可進行繳費。。 

  六、 完成課程者，可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4 小時）、護理人員繼續教育

積分、長照積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七、 聯絡人：胡麗霞、張美英、李豫芸小姐，電話(02) 25010852 

 
 

   正本：本會會員、本會理監事及學術委員會 

 

       

  理事長       

       

 

通訊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92 號 13 樓之 3 

電子信箱：ostomy94@gmail.com   聯絡人：胡麗霞 

傳    真：(02)25010862          電話：02-25010852 

網    址：http：//www.twocna.org.tw/       
                                     



附件： 

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居家慢性傷口及造口基礎照護專業課程_第二階段(南區) 

【活動代號：110303   公務人員人數 4 小時 】 

一、  主辦單位：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合辦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二、 舉辦日期：1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上午場 8:30-13:00; 下午場 13:30-18:00 

三、 地    點：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國際會議廳 

               (臺南市永康區甲頂里 9 鄰中華路 901 號) 

四、 報名辦法：本學會會員、台灣傷口照護學會、協辦單位指定成員、在學學生 TWD 

500 元，一般醫療人員 TWD 1,500 元，相關產業人士新台幣 2,000 元，採網站報

名 (http//www.twocna.org.tw)。110 年 11 月 30 日前額滿截止（限上午、下午各

60 名）。  
五、 繳費方式：接到繳費通知才進行繳費，ATM 轉帳合庫石牌分行帳號

006-1427765442149，完成轉帳請告知您的存摺帳號後 5 碼，聯絡電話：

(02)25010852；未完成繳費手續即自動刪除報名；已繳費未參加者不予退費。 

             為響應環保與會者請自備環保杯、防疫期間務請全程戴口罩。 

六、 課程表:  

南區奇美醫院面授議程(12/18) 上午場 (0830-1300)： 

時間 主     題 主 講/主持人 

08:30-08:50 分組報到(學員依專業類別進行分組) 傷造護理師 

08:50-09:00 
致歡迎詞(理事長、主辦單位長官) 

課程簡介 

奇美醫院代表 

學會長官代表 

9:00-10:30 

護理師組: 

A1 傷口評估與敷料運用

(含負壓治療介紹) 

B1 壓力性損傷與失禁性

皮膚炎之評估與照護 

C1 進階造口護理 

D1 翻身擺位與皮膚清潔

照護 

照專、個管、居服組: 

A2 基礎傷口評估與換

藥技術 

B2 認識壓力性損傷與

失禁性皮膚炎 

C2 基礎造口護理 

D2 翻身擺位與皮膚清

潔照護 

分組教師: 

陳春敏(台南) 

歐素妃(台南) 

魏秀慧(台南) 

莊玟玲(台南) 

10:30-10:40 休息 

10:40-11:40 

護理師組: 分組講師帶領

執行回覆示教與討論)  

A1 傷口評估與敷料運用

(含負壓治療介紹) 

B1 壓力性損傷與失禁性

皮膚炎之評估與照護 

C1 進階造口護理 

D1 翻身擺位與皮膚清潔

照護 

照專、個管、居服組 :

分組講師帶領執行回覆

示教與討論  

A2 基礎傷口評估與換

藥技術 

B2 認識壓力性損傷與

失禁性皮膚炎 

C2 基礎造口護理 

D2 翻身擺位與皮膚清

分組教師: 

陳春敏(台南) 

歐素妃(台南) 

魏秀慧(台南) 

莊玟玲(台南) 



潔照護 

11:40-12:30 
 

臨床實務操作測驗 

分組教師: 

陳春敏(台南) 

歐素妃(台南) 

魏秀慧(台南) 

莊玟玲(台南) 

12:30-13: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師 

 

南區奇美醫院面授議程(12/18)下午場 (1330-1800)： 

時間 主     題 主 講/主持人 

13:30-13:50 分組報到學員依進行專業分組 傷造護理師 

13:50-14:00 
致歡迎詞(理事長，主辦單位長官) 

課程簡介 

奇美醫院代表 

學會長官代表 

14:00-15:30 

護理師組: 

A1 傷口評估與敷料運用

(含負壓治療介紹) 

B1 壓力性損傷與失禁性

皮膚炎之評估與照護 

C1 進階造口護理 

D1 翻身擺位與皮膚清潔

照護 

照專、個管、居服組: 

A2 基礎傷口評估與換藥技術 

B2 認識壓力性損傷與失禁性

皮膚炎 

C2 基礎造口護理 

D2 翻身擺位與皮膚清潔照護 

 

分組教師: 

陳春敏(台南) 

歐素妃(台南) 

魏秀慧(台南) 

莊玟玲(台南) 

15:30-15:40 休息 

15:40-16:40 

護理師組: 分組講師帶領

執行回覆示教與討論)  

A1 傷口評估與敷料運用

(含負壓治療介紹) 

B1 壓力性損傷與失禁性

皮膚炎之評估與照護 

C1 進階造口護理 

D1 翻身擺位與皮膚清潔

照護 

照專、個管、居服組:分組講

師帶領執行回覆示教與討論  

A2 基礎傷口評估與換藥技術 

B2 認識壓力性損傷與失禁性

皮膚炎 

C2 基礎造口護理 

D2 翻身擺位與皮膚清潔照護 

分組教師: 

陳春敏(台南) 

歐素妃(台南) 

魏秀慧(台南) 

莊玟玲(台南) 

16:40-17:30 
 

臨床實務操作測驗 

分組教師: 

陳春敏(台南) 

歐素妃(台南) 

魏秀慧(台南) 

莊玟玲(台南) 

17:30-18: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師 

 

 

 



講師簡介：（依授課先後順序） 

于博芮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理事長 

歐素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護理長、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監事 

陳春敏  高雄長庚醫院腸造口治療室 組長 

魏秀慧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傷造口護理師 

莊玟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傷造口護理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