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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暨台灣傷口照護學會 

居家慢性傷口及造口基礎照護專業課程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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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針對社區常見慢性傷口，如”壓力性損傷護理，下肢潰瘍

護理、癌症傷口護理、基礎造口護理、管路護理”疾病機轉與照護

原理進行綜論介紹。進而提升社區醫療人員於臨床居家慢性傷口照

護實務之能力，以提高社區傷造口失禁之照護品質。 

三、 課程內容與方式:  

第一階段:線上視訊課程:包含傷口癒合與傷口床準備概念、急慢性傷口

成因、傷口感染徵候與處置，傷口評估與護理、常見造口種類介

紹，造口用具簡介，常見敷料介紹與運用、失禁護理與皮膚照護，

傷口相關之照護與治療等跨領域課程，共 8 堂課程，每堂課為 50

分鐘以課堂面授方式讓各專業學員了解慢性傷造口相關照護領

域之基礎知識。 

第二階段:實作技術觀摩及實務操作訓練課程，依專業分組進行實務操作

實務練習(200 分鐘):課程進行方式:將學員依專業分組，共分為居

家護理師、照專個管、居服員 共 2-3 組(視學員報名狀況而更動)

實地示範講授評估及處置技術，以分站闖關方式，實地參與慢性

傷口基礎評估 (各類傷口案例評估 )、皮膚清潔與照護技巧 (模

型模擬 )、 基礎造口評估(造口模型 )、傷口評估與換藥(模型模

擬 )並讓學員實際操作練習、回覆示教，最後進行實務操作測驗。 

四、 課程認證考試: 

1. 完成線上課程相關程序，即可獲得本課程各類醫事人員之繼續教育

積分:護理人員，專科護理師積分認證，長期照護積分認證等。 

2. 完成線上測驗，未來亦可參加本會舉辦第二階段臨床技術觀摩及實

務操作訓練課程。若完成二階段課程並完成基礎造口與慢性傷口之

專業知識及技能測驗，將核發發給本學會認可之 TLWOC 認證證書。 

五、 線上視訊課程上課時間:2021 年 10 月 2 日 (週六)  8:30-17:30 

六、 面授課程上課時間：(將視疫情滾動式調整，以學會網站公告為主) 

     北區： 2021 年 11 月 20 日 (週六) 上午場 8:30-13:00; 

下午場 13:30-18:00 

     南區： 2021 年 12 月 18 日 (週六)上午場 8:3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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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 13:30-18:00 

面授課程上課地點： 

北區：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6 樓任顯群醫學講堂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南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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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報名資格： 

(1) 醫事相關人員 (包含從事長照居家護理師、照專個管師，居家照

服員等 ) 

(2) 相關科系學生 

(3) 相關產業人士 

八、招生名額： 

1. 視訊線上課程1000名，額滿截止。上課當日須完成線上簽到與簽退，

與滿意度調查後，方可獲相關醫事人員持續教育積分。(為方便學員

課程認證，可分上下午參與課程，採上下午場之認證方式)。 

2. 預參加第二階段課程之學員，須完成 10/2 線上課程與測驗及格後，

本學會將於網頁公告並個別 Email 通知上課相關訊息，考量場地及

教學效果，學會將公布錄取名單，每場次 60 名。 

九、線上課程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額滿為止 

實作課程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北區)額滿為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南區)額滿為止 

十、報名及錄取方式： 

(1) 本課程採線上預約報名，網址：(http//www.twocna.org.tw)，恕不接

受現場報名。 

十一、費用及繳費方式 

(一) 第一階段線上課程報名費:免費。 

(二) 第二階段面授課程報名費:公布錄取名單後再繳費。 

1. 一般醫療人員 TWD 1,500 元(若符合入會資格可擇一成為台灣傷口

照護學會或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2021 年之活動會員，享

有會員各項優惠。) TLWOC 認證考試及證書等費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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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D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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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產業人士新台幣 2,000 元(若符合入會資格可擇一成為台灣傷

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2021 年之活動會員，

享有會員各項優惠。) 

※以上費用包含當日茶點與講義、實務操作課程材料、TLWOC 認

證考試及證書等費用。 

4. 本次未通過認證考試者，於日後再次報名 TLWOC 課程時可享報名

費折扣優惠。 

附件一 

北區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線上議程/南區奇美醫院線上議程：10/02 

時間 主     題 主 講/主持人 

08:30-08:40 線上簽到(1) 蕭晴文傷造護理師 

8:40-09:00  

課程簡介 

致歡迎詞(理事長、司長，主辦單位長官、來

賓致詞) 

于博芮理事長 

鄭乃禎理事長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

照護司 司長蔡淑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陳綉琴副院長 

9:00-09:50 社區護理體系整備與前瞻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

照護司司長蔡淑鳳 

09:50-10:40 認識居家常見急慢性傷口的評估與處置 張舜程醫師 

10:40-10:50 休息(德國失禁照護模式宣傳) 

10:50-11:40 
傷口敷料選擇與運用  

(需含敷料運用及負壓傷口治療) 
黃傑慧醫師 

11:40-12:30 Complicated Skin & Soft Tissue Infection 鄭乃禎醫師 

12:30-13:30 休息/午餐(線上簽到退 2) 

13:30-14:20 壓力性損傷照護原理與趨勢 蕭晴文傷造護理師 

14:20-15:10 失禁性皮膚炎的預防與處置 鍾美智傷造護理師 

15:10-15:20 休息/ (德國失禁照護模式宣傳) 

15:20-16:10 傷口床準備與濕潤癒合概念與癌症傷口照護 黃晴雯傷造護理師 

16:10-17:00 常見造口的種類與照護(含灌食管路…) 王廷光傷造護理師 

17:00-17:30 雙向回饋/線上測驗(線上簽退 3) 
于博芮理事長/蕭晴文

傷造護理師 

北區: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面授議程(11/20)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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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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晴文傷造護

理師 

08:50-09:00 
致歡迎詞(理事長、主辦單位長官) 

課程簡介 

輔大醫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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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美智(台北) 

蕭晴文(台北) 

黃晴雯(台北) 

王廷光(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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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照護 

分組教師: 

鍾美智(台北) 

蕭晴文(台北) 

黃晴雯(台北) 

王廷光(台北) 

 

11:40-12:30 臨床實務操作測驗 分組教師 

12:30-13: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師 

 

 

 

 

北區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面授議程(11/20) 下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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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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晴文傷造護

理師 

13:50-14:00 
致歡迎詞(理事長，主辦單位長官) 

課程簡介 

輔大醫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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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美智(台北) 

蕭晴文(台北) 

黃晴雯(台北) 

王廷光(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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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美智(台北) 

蕭晴文(台北) 

黃晴雯(台北) 

王廷光(台北) 

16:40-17:30 臨床實務操作測驗 分組教師 

17:30-18: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師 

 

 

南區奇美醫院面授議程(12/18)上午場： 

時間 主     題 主 講/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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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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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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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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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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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淑鳳  衛生福利部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司長 

張舜程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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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傑慧  臺大醫院整形外科醫師 

鄭乃禎  臺大醫院整形外科醫師 

王廷光  萬芳醫院專科護理師、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專業發展

委員會委員 

蕭晴文  臺大醫院傷造護理師、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專業發展

委員會委員 

黃晴雯  雙和醫院燒燙傷傷口整合照護中心技術組長、台灣傷口造口及

失禁護理學會專發委員 

鍾美智  臺大醫院傷造護理師、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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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