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第五屆專業傷口照護訓練課程簡章 

TSBIWH 5
th

 Professional Wound Care Training Course  

（TSBIWH 5
th

 PWCT Course） 

一、主辦單位：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整形外科 

二、課程緣起： 

隨著人口老化，在台灣即將邁入超齡化社會之際，本學會為配合長期照護國家政

策，特別聘請本學會及整形外科醫學會具有傷口照護專業與實務經驗之燒傷醫療、專業

照護優良師資授課，提供不同傷口照護決策及相關處理方式，冀望能為長期照護政策盡

一份心力。 

三、課程訓練目的： 

為培養國內燒燙傷暨急慢性傷口照護專業人才，結合臨床傷口治療專家與護理專

家，提供臨床及居家醫療照護人員最先進的急慢性傷口知識與護理照護技巧，作為照護

各種複雜的急慢性傷口，提供不同傷口照護決策依據，課程主要涵蓋： 

(一)各類傷口病因學與處置： 

各種型態的傷口如脆弱性皮膚的照顧(如放射線皮膚損傷）、燒燙傷、外科傷口、壓

力性損傷傷口、失禁性皮膚炎及造口、惡性蕈狀傷口、糖尿病潰瘍傷口、下肢動靜

脈潰瘍傷口等。 

(二)影響傷口癒合的內外在因素(infection，failure to heal)。 

(三)應用適當的治療策略及處理複雜的傷口癒合問題。 

(四)示範及回覆示範教師處理的技巧，包括清創(debridement)、培養(cultures)、踝肱血

壓指數 ABI 測量(ABI measurement)、肢體包紮(compression wrapping)以及傷口評估

表的運用(documentation)。 

(五)使用學習原理教導病人、病人家屬、健康照護提供者，有關傷口照護相關的預防及

治療的知識與技巧。 

(六)參與傷口照護的護理師所肩負之責任與義務（角色發展、合作關係、病人指導與教

育、實證護理），討論傷口照護法律上、倫理及文化等相關議題。 

(七)分析居家傷口護理挑戰與照護處置。 

四、課程架構概念： 

透過傷口預防（prevention）、傷口評估（assessment）、傷口診斷（diagnosis）、傷口

處置（management）、傷口復健（rehabilitation）、傷口評值（evaluation），並藉由臨床

實務見習，提昇學習者在複雜性困難癒合傷口的知能，以期病人獲得更佳照護品質，嘉



惠皮膚損傷病人。 

五、學習目標： 

學員在完成此傷口處置訓練課程後將能了解急慢性傷口的病因學、評估方式、影響

傷口癒合因素、敷料選擇原則、不同傷口處置原則等，作為臨床及居家照護的依據。 

(一)了解皮膚損傷正常癒合的生理機轉反應。 

(二)應用傷口評估的技巧，區辨不同癒合階段的傷口。 

(三)整體性評估影響傷口癒合的因子（營養、灌流、病理變化）。 

(四)運用實證資料，選擇適切能夠改變傷口癒合的處置策略。 

(五)依據相關研究結果資料及評估病人的臨床情況，作為選擇適當照護模式。 

六、教學方式：面授課程 36 小時、示範教學 8小時、實習課程 24 小時及案例報告。 

七、報名資格：具合格證書之醫師、護理師(士)、專科護理師、居家護理師、學生或相關醫

療從業人員。 

八、上課日期： 

(一)面授課程：2021 年 10 月 16日(六)、10月 17日(日)、11 月 20日(六)、 

11月 21 日(日)、12 月 11日(六)。 

(二)示範教學：2021 年 12 月 12日(日) 

(三)實習課程(擇一梯次)：*配合衛生福利部因應新冠肺炎政令規劃 

第一梯次：2021 年 12月 22日(三)至 24日(五)，共三天。 

第二梯次：2022 年 01月 12日(三)至 14日(五)，共三天。 

(四)案例報告：2022 年 02月 19日(六)13:00-17:00 

※如遇颱風、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時，為顧及全體人員之安全，依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與縣市政府停班停課之公告辦理，上課日期則另行公告。 

九、上課地點：※學會保留調整及最終決定權限，將視報名人數進行調整。 

(一)面授課程(詳見課程表)：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系三樓 85309 階梯教室(台南市大學路 1 號成杏校區) 

(二)示範教學：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系三樓 85309 階梯教室(台南市大學路 1 號成杏校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二樓 207、208 教室及 B1臨床技能教室(台南市大學路 1 號) 

(三)實習課程： 

參考學員意願時段與各實習醫院的代訓計畫情況安排調整。 

(四)案例報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住院大樓 201 會議室(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十、課程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為止（或 2021 年 10月 05 日前）。 

十一、招生名額：60人(教室採梅花座入座)。 

※因考量場地及教學效果，限制參與課程學員數，敬請見諒。 

※本次課程若正取未滿 20名學員，將不開班授課，已完成繳費之學員將全額退費。 



十二、報名及錄取方式： 

(一)本次課程採線上報名併課前資格審查，點此連結(https://forms.gle/Pya5Qt1YLw3aPjZR8)

線上報名，並請於線上報名後 3日內(含報名當日)將報名資格證明附件掃描後mail

至 tsbiwh2018@gmail.com，並於信件主旨註明「報名第 5屆專業傷口照護訓練課

程-臨床實習資格證明」。 

※臨床實習資料審核實為各代訓單位，因臨床實習需求，請提前繳交，以利秘書處進

行後續臨床實習資料送審，資料附件如下，三項皆須繳交： 

1.合格有效之護理師、專科護理師或醫師證書影本。 

2.執業執照影本。 

3.ACLS 及格證書影本(申請訓練期間須為有效及格證書)，若無 ACLS 證明，可先

繳交其他如：PALS/NRP/BLS 及格證書。 

※若您已完成接種 COVID-19 疫苗，請您檢附接種紀錄卡(黃卡)影本至學會信箱，以

配合防疫及臨床實習計畫。 

(二)線上報名後，請儘速將上述附件 mail 至學會信箱(tsbiwh2018@gmail.com)，以利學

會秘書處辦理資格審核，資格確認無誤後將以 E-mail 通知錄取當事人，通知錄取

後請於 5天內完成繳費匯款，方完成報名程序，逾時未完成繳費，名額將由備取

學員遞補。 

(三)完成繳費匯款後，務必來信告知完成匯款或劃撥完成，並提供匯款/劃撥資訊(匯

款/劃撥日期、匯款帳號後 5碼)，俾利秘書處確認資訊。 

(四)郵局對帳作業需 3-4個工作天時間，秘書處完成對帳作業後，將以 E-mail通知對

帳結果。 

十三、報名費用（含餐點、講義、證書費）：每人 NT$36,000 元。 

※會員優惠價 NT$30,000 元(限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入會

滿一年之活動會員) 

※學生優惠價 NT$24,000 元(限已取得合格醫事人員證書之大學或專科在學生)。 

十四、繳費方式： 

(一)臨櫃： 

郵局劃撥帳號：16713649     

戶名：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 

請於通訊欄內註記：○○○(您的姓名) 繳交 PWCT 課程報名費 

(二)匯款 (ATM 轉帳、WebATM、網路銀行)：  

1.跨行轉帳：  

金融機構代碼：700 (中華郵政) 

帳號：700001016713649 (15 碼) 

2.郵局金融卡轉帳： 

劃撥帳號：16713649 (8 碼)  

如果您是以匯款的方式繳費者，請務必來信告知匯款帳號後 5 碼及匯款日期，俾利秘



書處做確認與統計，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十五、退費政策：為避免日後有不必要的爭議，課程退費相關辦法如下： 

(一)完成報名繳費但未獲正取之備取者，若未獲遞補，將退回所有費用。 

(二)完成繳費後，於 2021 年 10 月 05 日前(含)提出退費申請者(需由本人致電學會秘

書處辦理)，將酌收 10%之行政手續費，退還報名費 90%。 

(三)2021年 10 月 06 日起，因所占名額已影響講師與其他學員之權益，恕不接受任何

退費申請。 

十六、證書： 

完成課程並通過評量及臨床見習者，核發本學會『專業傷口照護訓練課程合格證書』，

未通過評量者，授予本學會『專業傷口照護訓練課程研習時數證明』。 

十七、聯絡窗口： 

如有疑問請洽學會秘書處劉怡妏小姐 

連絡電話：(06)235-3535 分機 2512 

E-mail：tsbiwh2018@gmail.com 

十八、課程主題 

編號 面授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講師 

1 病房常見心理症狀辨識與困難醫病溝通 50分鐘 王鼎嘉臨床心理師 

2 國際傷口照護趨勢剖析 50分鐘 何建良醫師 

3 脆弱性皮膚照護─老人、嬰幼兒 50分鐘 吳佳玲副護理長 

4 人工真皮及其他進階敷料 50分鐘 吳思賢醫師 

5 外科傷口照護案例分析(含失禁性皮膚炎及造口) 50分鐘 吳麗月護理師 

6 肢體循環對傷口癒合的影響 50分鐘 李政翰醫師 

7 傷口癒合的營養評估與處置 50分鐘 李蕙馨營養師 

8 特殊傷口照護（天皰瘡、SJS、TEN、泡泡龍…等） 50分鐘 邱齡頤護理長 

9 傷口照護的實證醫學(含醫病共享決策) 50分鐘 孫宗伯醫師 

10 糖尿病足潰瘍傷口照護及處置與案例分析、Biofilm 50分鐘 張立人醫師 

11 認識皮膚與照護 50分鐘 許釗凱醫師 

12 放射線損傷皮膚照護與處置 50分鐘 黃文佩護理師 

13 外科傷口感染處置(SSI) 50分鐘 黃書鴻醫師 

14 成本分析在傷口照護應用 50分鐘 歐素妃護理長 

15 傷口輔助療法(HBO、VAC、遠紅外線，局部氧療) 50分鐘 潘信誠醫師 

16 下肢動、靜脈潰瘍傷口照護及處置與案例分析 50分鐘 鄭旭棠醫師 

mailto:tsbiwh2018@gmail.com


17 細胞治療於慢性傷口的角色 50分鐘 薛元毓醫師 

18 脆弱性皮膚照護─特殊族群傷口照護 50分鐘 羅淑芬副教授 

19 惡性蕈狀傷口照護 50分鐘 羅淑芬副教授 

20 全人照護之傷口模式 50分鐘 羅淑芬副教授 

21 急慢性傷口癒合過程病生理機轉及外科處置 100分鐘 王天祥醫師 

22 
傷口復健(含口腔癌、乳癌、糖尿病足、截肢) 

及相關輔具的應用 
100分鐘 徐秀雲職能治療師 

23 壓力性損傷傷口評估、照護處置 100分鐘 張雪吟護理長 

24 燒傷傷口治療與重建 100分鐘 陳琮琳醫師 

25 燒燙傷病人護理(含居家照護、疤痕…等) 100分鐘 陳媺媺護理長 

26 各類敷料於傷口照護之應用 100分鐘 黃慧夫醫師 

27 
與傷口共存(Living with Wounds)(含心理層面) 

邀請傷友現身分享 
100分鐘 歐素妃護理長 

28 急慢性傷口評估、傷口床準備概念、分類與應用 100分鐘 羅淑芬副教授 

編號 示範教學課程內容 課程時數 講師 

2 

傷口處置相關技術教授： 

清創(debridement)、踝肱血壓指數 ABI 測量(ABI 

measurement)、包紮(compression wrapping)、敷料選

擇等技巧、與傷口對話、傷口輔助療法_VAC 

150分鐘 

林秀華護理長 

莊孟蓉督導長 

曾鳳美護理長 

歐素妃護理長 

邱齡頤護理長 

張雪吟護理長 

3 臨床情境案例模擬教學 160分鐘 
張雪吟護理長 

歐素妃護理長 

4 臨床情境案例模擬報告 30分鐘 
張雪吟護理長 

歐素妃護理長 

編號 示範教學課程內容 課程時數 備註 

5 臨床實習 24小時 3天 

※課程安排主辦單位保留更改的權利，若有更改會立即於學會網站更正。 



十九、面授課程講師介紹(依授課時間及講師姓氏順序排列) 

王鼎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燒燙傷復健暨急性後期照護中心臨床心理師 

何建良：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長 

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門診部部主任 

吳佳玲：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燒傷中心副護理長 

吳思賢：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常務理事 

臺北榮民總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吳麗月：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腫瘤個案管理師 

李政翰：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心臟血管科主治醫師 

成大醫學院醫學系副教授 

李蕙馨：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營養部營養師 

邱齡頤：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燒傷中心護理長 

孫宗伯：奇美醫學中心品質管理中心主任 

奇美醫學中心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張立人：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秘書長 

義大醫院醫學研究外科科主任兼任燒燙傷中心病房主任 

許釗凱：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皮膚部主治醫師 

成大醫學院醫學系皮膚學科副教授 

黃文佩：奇美醫院傷口護理師 

黃書鴻：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歐素妃：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整形外科護理長 

潘信誠：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整形外科科主任 

成大醫學院醫學系外科副教授 

鄭旭棠：亞洲大學附屬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薛元毓：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成大醫學院醫學系外科臨床助理教授 

羅淑芬：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護理委員會委員 

慈濟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王天祥：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 

臺北榮民總醫院重建整形外科主任 

徐秀雲：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部職能治療師 

成大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臨床副教授 



張雪吟：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 

三軍總醫院燒傷中心護理長 

陳琮琳：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燒傷中心主任 

成大醫學院醫學系外科副教授 

陳媺媺：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監事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燙傷中心護理長 

黃慧夫：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副理事長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二十、示範教學講師介紹(依授課時間及講師姓氏順序排列) 

林秀華：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燒傷中心護理長 

林素娥：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 

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護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邱齡頤：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燒傷中心護理長 

張雪吟：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 

三軍總醫院燒傷中心護理長 

莊孟蓉：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監事 

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曾鳳美：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整形外科病房護理長 

歐素妃：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理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整形外科護理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