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傷口師認證課程 (Woundexpert ICW®) 

招生簡章 
由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與德

國慢性傷口協會（Initiative of Chronic Wound, ICW）、國際品質監督體系德國萊茵

（TÜV Rheinland）合作之國際傷口師認證課程，即將於2023年5月19日假衛生福利

部雙和醫院開課。 

 

本培訓課程係由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

護理學會、德國慢性傷口協會（ICW）和國際品質監督體系德國萊茵

（TÜVRheinland）共同舉辦，培訓合格的學員將獲得由主辦單位及ICW聯合頒發，

TÜV認證的國際傷口治療師證書。培訓課程獲歐洲傷口協會（EWMA）認可，與美國

傷口管理協會（AWMA）的認證培訓等同，被認為當今國際最高水準的傷口管理培訓

課程之一。歡迎有意參加者，踴躍報名。 

 

一、 主辦單位：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造口及失

禁護理學會。 

 

二、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居家護理暨服務協會 

 

三、 協辦單位：台灣赫曼有限公司 

 

四、 培訓目的：因應高齡化社會與長者照護之需求，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從事傷口

治療與護理的高級傷口治療專業人才，提高其對現代傷口治療理論及各類傷口

的評估、處理、評價等技巧的認知及運用能力，具備獨立處理各類疑難傷口的

能力，並能帶動、提高和指導臨床醫務工作者傷口治療的整體水準。培訓國內

具國際認證之傷口照護人員，以提升慢性傷口照護品質。 

 

五、 課程內容及師資：培訓的課程設置分為理論教學和臨床實習兩部分。授課師資

將由國內知名專家組成，主辦單位將邀請具有豐富培訓經驗的講師以及臨床醫

療、護理專家授課。 



※本課程教材為英文編寫(搭配中文關鍵字)，中文授課。 

 

六、 報名資格條件：具合格證照之護理師(士)、專科護理師或臨床醫療從業人員。 

(一)工作上有照護慢性傷口需求之醫療人員。 

(二)臨床經驗1年以上內外科臨床護理經驗者。 

 

七、 訓練期程：需完成56堂的面授課程以及16小時的實習課程。 

(一) 理論教學： 

2023年5月19日(五)、5月20日(六)、5月21日(日)、5月26日(五)、5月

27日(六)、6月3日(六)、6月4日(日)，計7日。 

(二) 臨床實習： 

2023年6月8日(四)、6月16日(五)，計2天。 

 

八、 上課地點： 

(一) 理論教學： 

衛福部雙和醫院 行政大樓1F階梯教室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二) 臨床實習： 

三軍總醫院、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馬偕醫院、林口長庚、新光

醫院、雙和醫院。由主辦單位安排。 

 

九、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3年4月17日前額滿為止。 

 

十、 招生名額：正取25名，備取2名。主辦單位可依報名學員之臨床實務年資、傷

口處置相關經驗決定正取名單。 

 

十一、 報名方式：本次課程採線上報名審查，點此連結

(https://forms.office.com/e/qYAG7hRfbx ) 線上報名，並請於線上報名後3

日內(含報名當日)mail報名資格證明附件至david.cheng@hartmann.info，並

於主旨註明「報名國際傷口師認證課程-報名資格證明附件」。 

 

※報名資格證明附件為： 



1. 合格有效之護理師、專科護理師或醫師證書(請提供PDF檔) 

2. 合格有效之學位證明 

 

※線上報名後，請儘速將報名資格證明附件mail至協辦單位信箱

(david.cheng@hartmann.info)，以利主辦單位辦理行政審核，結果將陸續於

主辦學會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通知錄取當事人，通知錄取後請於一個星期內完

成繳費匯款，始完成報名程序。逾時未完成繳費，名額將由備取學員遞補。 

 

 

十二、 報名費用：每人新臺幣$45,000元整，若為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台灣傷

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及社團法人台灣居家護理暨服務協

會之學會會員，則優惠每人新台幣$36,000元 (主辦單位會主動跟各學會確認報

名學員的會員資格)。費用含餐點、講義，不含個人上課及實習期間住宿與往返

交通費。確認錄取後，將另行通知繳款，請於期限內繳款，以完成報名手續。 

 

十三、 評分方式及取得證書： 

(一)學員按培養計畫順利完成全部課程及臨床實習，通過專業理論考核─23題

中文問答題和案例書面報告後，可獲得由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台灣傷口

照護學會、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ICW頒發、TÜV、EWMA認證的國

際傷口治療師證書，證書有效期5年，期滿且修滿ICW認可的繼續教育學分(每

年需要8學分，5年共40學分) 後可更新。 

(二)若專業理論考核和案例書面報告有未通過者，有兩次補考機會，補考時將

酌收費用NT$1,000元/次。 

 

十四、 如有疑問請洽台灣赫曼，鄭先生。 

電話：(02)2790-7992分機11 

E-mail：david.cheng@hartmann.info 

或參考ICW台灣官方網站 : http://www.wound-care.com.tw 

 

 

 

 

mailto:david.cheng@hartmann.info


十五、 其他梯次課程預告 

  理論教學醫院 臨床實習醫院 預計開放報名日期 課程起訖時間 名額 

高雄場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高醫、義大、成大、安南 2023.6.19 2023.8.18~9.15 25 

台中場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嘉基、中榮、彰基 2023.9.18 2023.11.17~12.15 25 

 

 

十六、 課程表：慢性傷口基礎照護課程 

理論教學 第一天： 2023 年 5 月 19 日 (五) 雙和  行政大樓 1F 階梯教室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始業式致詞     

1-1 0900-0945 
ICW and course concepts 

ICW 與課程概念 

ICW and course concepts  

ICW 與課程概念 
黃晴雯 

2-1 0945-1030 
Skin/skin care 

皮膚照護 

The Skin 

皮膚介紹 
鍾美智 

  1030-10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2-2 1045-1130 
Skin/skin care 

皮膚照護 

Skin care 

皮膚照護 
鍾美智 

3-1 1130-1215 
Wound types and wound healing 

傷口種類與傷口癒合 

Kinds of wounds and wound healing 

傷口種類與傷口癒合 
李孝貞 

  1215-1300 Lunch 午餐 

3-2 1300-1345 
Wound types and wound healing 

傷口種類與傷口癒合 

Impaired wound healing 

傷口癒合不良 
李孝貞 

3-3 1345-1430 
Biofilm 

生物膜 

  1430-14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5-1 1445-1530 Work shadowing/clinical practice 
and case report 

臨床見習課程與認證 

Accompany study book 

文獻回顧 
賴志昇 

5-2 1530-1615 
Sitting in and proofs of performance 

臨床見習課程與認證 



理論教學 第二天： 2023 年 5 月 20 日 (六) 雙和  行政大樓 1F 階梯教室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講師 

4-1 0900-0945 
Pain 

疼痛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ain 

疼痛的生理病學 
于博芮 

4-2 0945-1030 
Management of pain 

疼痛管理 

  1030-10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6-1 1130-1215 
Hygiene 

傷口衛生 

Fundamentals of infection control 

感染控制的基礎知識 
張立人 

6-2 1130-1215 
Problematic pathogens 

有問題的病原菌 

  1215-1300 Lunch 午餐 

6-3 1300-1345 
Hygiene 

傷口衛生 

Hygiene in wound treatment 

傷口治療的衛生 
張立人 

7-1 1345-1430 

Wound assessment and wound 
documentation 

傷口評估與傷口紀錄 

Wound assessment 

傷口評估 
蕭晴文 

  1430-14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7-2 1445-1530 Wound assessment and wound 
documentation 

傷口評估與傷口紀錄 

Technical wound documentation 

傷口紀錄 
蕭晴文 

7-3 1530-1615 
Ethics and data protection 

道德與資料保護 

理論教學 第三天： 2023 年 5 月 21 日 (日) 雙和  行政大樓 1F 階梯教室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講師 

8-1 0900-0945 Caring and quality of life 

慢性傷口患者的照護與生活品

質 

Quality of life 

生活品質 
林瑞萍 

8-2 0945-1030 
Caring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s 

慢性傷口患者的照護 

  1030-10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20-1 1045-1130 
Nutrition 

營養 

Assessment of nutrition 

營養評估 
吳益嘉 

20-2 1130-1215 
Nutrition and wound healing 

營養與傷口癒合 

  1215-1300 Lunch 午餐 

19-1 1300-1345 
Education 

教育 

Scope education in wound treatment 

傷口治療的教育範圍 
蕭晴文 



19-2 1345-1430 
Education 

教育 

  1430-14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19-3 1445-1530 
Education 

教育 

Patient centric care management techniques 

以病患為中心的護理管理技術 
蕭晴文 

19-4 1530-1615 
Active listening skill 

積極地傾聽技巧 

理論教學 第四天： 2023 年 5 月 26 日 (五) 雙和  行政大樓 1F 階梯教室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講師 

10-1 0900-0945 Pressure ulce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壓力性損傷預防與治療 

Prevention and Non surgical treatment 

預防和非手術的治療 
姚文騰 

10-2 0945-1030 
Pathophysiology of pressure injury 

壓力性損傷的病理學 

  1030-10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10-3 1045-1130 Pressure ulce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壓力性損傷預防與治療 

Diagnosis and Staging 

診斷與分期 
姚文騰 

10-4 1130-1215 
Surgical management 

外科管理 

  1215-1300 Lunch 午餐 

11-3 1300-1345 Diabetic foot syndrome 
prevention and therapy 

糖尿病足預防與治療 

Pathophysiology of diabetic foot syndrome 

糖尿病足的病理生理學 
張舜程 

11-4 1345-1430 
Treatment concepts 

治療概念 

  1430-14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11-1 1445-1530 Diabetic foot syndrome 
prevention and therapy 

糖尿病足預防與治療 

Foot care 

足部照護 
黃晴雯 

11-2 1530-1615 
Assessment of diabetic foot syndrome 

糖尿病足的評估 

理論教學 第五天： 2023 年 5 月 27 日 (六) 雙和  行政大樓 1F 階梯教室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講師 

12-1 0900-0945 Principles of wound treatment 
and wound dressings 

傷口治療原則與傷口敷料 

Exudate and odour management (Exudate management) 

滲出液與氣味處理 
喬浩禹 

12-2 0945-1030 
Odour management 

氣味處理 

  1030-10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12-3 1045-1130 Principles of wound treatment 
and wound dressings 

傷口治療原則與傷口敷料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wound management 

跨領域的傷口管理 
喬浩禹 

12-4 1130-1215 
Choosing wound dressings 

傷口敷料選擇 

  1215-1300 Lunch 午餐 

12-5 1300-1345 Principles of wound treatment 
and wound dressings 

傷口治療原則與傷口敷料 

Advanced wound dressings and medical devices 

先進傷口敷料及機器 
喬浩禹 

12-6 1345-1430 
Phase related wound therapy 

階段性傷口治療 

  1430-14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13-1 1445-1530 
Wound cleaning/wound rinsing 

傷口清潔與沖洗 

Wound cleaning and wound rising (Debridement 
technique) 

傷口清潔與沖洗 吳思賢 

13-2 1530-1615 
Wound rising 

傷口沖洗 

理論教學 第六天： 2023 年 6 月 3 日 (六) 雙和  行政大樓 1F 階梯教室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講師 

15-1 0900-0945 
Case management 

案例管理 

Case management template 

案例管理 
曾元生 

15-2 0945-1030 
Case management template 

案例管理 

  1030-10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14-1 1045-1130 
Infection management 

感染管理 

Stages of wound infection 

傷口感染的階段 
唐慧君 

14-2 1130-1215 
Contamination and infection control 

汙染與感染控制 

  1215-1300 Lunch 午餐 

16 1300-1345 
Financing  

傷口治療的經濟問題 

Financing of wound treatment 

傷口治療的經濟問題 
方前量 

17 1345-1430 
Legal aspects 

傷口治療的法律層面 

Legal aspects of wound treatment 

傷口治療的法律層面 
林育賢 

  1430-14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18-1 1445-1530 
Miscellaneous wound situations 

複雜傷口的情況 

Miscellaneous wound situations 

複雜傷口的情況 
鄭乃禎 

18-2 1530-1615 
Miscellaneous wound situations 

複雜傷口的情況 



理論教學 第七天： 2023 年 6 月 4 日 (日) 雙和  行政大樓 1F 階梯教室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講師 

9-1 0900-0945 Leg ulce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下肢潰瘍的預防與治療 

Vascular ulcers 

下肢血管性潰瘍 
陳俊嘉 

9-2 0945-1030 
Vascular ulcers 

下肢血管性潰瘍 

  1030-10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9-3 1045-1130 Leg ulce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下肢潰瘍的預防與治療 

Compression 

壓力性治療 
陳俊嘉 

9-4 1130-1215 
Compression 

壓力性治療 

  1215-1300 Lunch 午餐 

9-5 1300-1345 Leg ulce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下肢潰瘍的預防與治療 

Clinical assessment 

臨床評估 
陳俊嘉 

9-6 1345-1430 
Clinical assessment 

臨床評估 

  1430-1445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21-1 1445-1530 
Intensification lesson 

課程回顧 

Intensification lesson 

課程回顧 
郭耀仁 

21-2 1530-1615 
Intensification lesson 

課程回顧 

  1615-1630 Coffee Break 課間休息 

  1630-1800 課後評量 課後評量   

臨床實習 第一天： 2023 年 6 月 8 日 (四)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實習機構 

22-1 0900-1700 
Work shadowing 

臨床實習 
三總、台大、北榮、林長、馬偕、新光、雙和 

臨床實習 第二天： 2023 年 6 月 16 日 (五) 

編號 時間 課程主題 實習機構 

22-2 0900-1700 
Work shadowing 

臨床實習 
三總、台大、北榮、林長、馬偕、新光、雙和 

※課程上課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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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者介紹﹔(依課程順序排列) 

鍾美智 臺大醫院傷造口護理師；WCET 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師認證；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秘書長 

李孝貞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于博芮 臺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理事長；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張立人 義大醫院醫學研究外科科主任兼任燒燙傷中心病房主任 

蕭晴文 臺大醫院傷造口護理師；WCET 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師認證；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專發委員 

林瑞萍 臺北榮民總醫院傷造口護理師、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學術主委 

陳俊嘉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任；台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秘書長 

姚文騰 馬偕紀念醫院燙傷中心主任 

張舜程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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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思賢 臺北榮民總醫院燒傷中心主任 

喬浩禹 三軍總醫院燒傷中心專責主治醫師 

唐慧君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曾元生 三軍總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方前量 戴德森醫療嘉義基督教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林育賢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吳益嘉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燒傷加護室主任 

鄭乃禎 台灣傷口照護學會理事長；臺大醫院專任主治醫師；臺大醫學院臨床教授 

郭耀仁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外科部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整形外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