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108 年度第二期專科護理師訓練班簡章
108.03 制訂

壹、 訓練目的
因應醫療生態變化及民眾健康需求，拓展進階護理人員之角色功能，培育+
具備臨床知能之專科護理師人才，提升其專業自主性，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
性醫療照護服務。
貳、 主辦單位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暨培訓委員會、護理部
參、 訓練目標
一、 能評估及診斷成人及慢性健康問題
二、 能運用護理過程正確執行臨床進階照護活動
三、 能應用專科醫療照護理論與研究成果於個案臨床照護
四、 能參與個案照護相關之品質策進措施與活動
五、 能提供護理人員、個案與家屬專業諮詢與輔導
六、 能辨明危機事件，並應用批判性思維、溝通、協調等技巧正確決策與處
置危機事件
七、 能正確判斷專科護理師實務之困境與相關議題，並堅守倫理與法律規範
執業
八、 能展現臨床專科護理師之角色與功能，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整合性照護
肆、 課程設計
依據衛生福利部104年11月3日修正公布之「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辦理，分為學科訓練 (184小時)及臨床訓練(504小時)進行設計本院專科護
理師訓練課程。
伍、 訓練時間與地點
一、訓練時間：108年05月09日至109年04月01日共11個月；補充訓練18個月。
二、學科訓練：108年05月09日至10月31日，184小時。於本院護理教室上課。
三、臨床訓練：108年11月04日至109年04月01日，504小時。依訓練科別需
要於本院內科等護理單位進行實務臨床訓練。
四、補充訓練：109年04月02至110年10月01日，依據專科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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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第二項規範：訓練醫院得視護理師之實際狀況，於其訓練課程完
成後，予以補充臨床訓練(以下稱補充訓練)18個月。
五、其他5小時：開訓典禮1小時，病歷寫作2小時、課程結束總檢討1小時，結
束典禮1小時。
陸、 訓練對象及資格
一、 院內學員(需檢據相關證明)
(一)具護理師證照三年以上。
(二)學歷：大學（含)以上學歷。
(三)病房臨床實務經驗三年以上，具 N2 資歷。
(四)三年內考績至少二年考績甲等 。
(五)已完成急重症加護、ACLS 訓練等者優先參訓。
(六)完訓後有留院服務至少三年之意願者。
(七)每個單位推薦一名護理人員參訓，並單位主管及護理部同意。
二、院外學員(需檢據相關證明)
(一)具護理師證照三年以上。
(二)學歷：大學（含)以上學歷。
(三)臨床實務經驗三年以上，具 N2 資歷。（須檢附機構在職證明）。
(四)已完成急重症加護、ACLS 訓練等者優先參訓。
(五)需由機關發函推薦報名。
三、 訓練員額：內科16名
柒、 訓練內容：
一、 學科訓練：
（共25週，184小時）
(一)訓練方式：以課室教學、案例討論、實務技能操作演練方式進行。
(二)訓練時數：184 小時，108 年 05 月 09 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共 25 週，
依課程表每週授課 6~8 小時。
(三)訓練內容：
1.基礎核心課程 56 小時，每週四、五下午上課。
2.進階課程Ⅰ(64 小時；共通 30 小時、內科組 34 小時)。
3.進階課程Ⅱ(64 小時；共通 24 小時、內科組 4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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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床訓練：（共 21 週，504 小時）
(一)訓練方式：
以床邊教學、個別討論、模擬情境、分組練習及團體討論等方式進行。
1.院內學員：
(1)已具加護護理經驗者：依原服務科別屬性分配至內科護理單位完成實務
訓練。
(2)未具加護護理經驗者：進階實習Ⅰ（192 小時）分配至加護單位實務訓
練一週，其餘依原服務科別屬性分配至內科護理單位完成實務訓練。
2.院外學員：依訓練內容及送訓單位業務需求分配至內科護理單位完成實務
訓練。
(二)訓練時數：504 小時，108 年 11 月 04 日起至 109 年 04 月 01 日共 21 週，
依臨床訓練日程表每週臨床專科實務訓練三天，每日實習 8 小
時。
(三)訓練內容：
1.基礎核心實習：1 天 8 小時，每週 3 天，共 7 週，168 小時，完成與基礎
核心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應有 15 個案例。
2.進階實習Ⅰ：1 天 8 小時，每週 3 天，共 8 週，192 小時，完成與進階課
程Ⅰ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應有 15 個案例。
3.進階實習Ⅱ（內科）
：1 天 8 小時，每週 3 天，共 6 週，144 小時，完成與
進階課程Ⅱ相關之照護至少應有 10 個案例。
4.上述除「進階實習Ⅱ」為各科分科訓練外，其餘實習為共同實習課程。
捌、 訓練師資及比例：內科專科醫師：內科專科護理師：學員＝1：2：8。
一、 學科訓練師資
(一)一般內科組
(二)醫師 16 名；專科護理師 4 名比例
(三)授課講師資格：
1.主治醫師三年以上臨床經驗者。
2.部定講師（含）以上教師並具該講授主題專長者。
3.具護理碩士學位或領有專科護理師執照或具該證照之後兩年以上專科護
理師工作經驗者。
二、 臨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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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練師資：
1.醫師：持有內科專科醫師證書並擔任本院主治醫師職務者。
2.護理師：
(1)具內科專科護理師證書，且實際從事內科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至少二年
者。
(2)具該專科實務經驗之護理師（護理學士者需具 5 年經驗、護理碩士者需
具 3 年之經驗）。
(二)師資比例：
1.一般內科組
2.內科醫師 11 名；內科專科護理師 4 名
玖、 訓練評值與回饋機制
一、 學科課程評值：100%（學科課程總成績 60 分為合格）
(一)出席率不得低於 80％。
(二)學後測驗：
1.基礎課程：筆試成績 60 分以上、身體評估 70 分以上為合格。
2.進階 I 及進階 II 課程：各階段筆試成績 60 分為合格。
各階段筆試成績未達 60 分、身體評估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得以補考一
次，補考及格，筆試成績一律以 60 分、身體評估以 70 分列計，任一部
份測驗未通過者不能繼續下一部分之課程訓練，並核予退訓處置不得要
求退費。
(三)課室教學後執行課程滿意度調查，以作為下次課程設計、教學方式教學
環境砥礪或改進之參考。
(四)教學課程結束後舉辦討論會，檢討訓練課程內容及提供學員、指導者雙
向回饋之機制。
二、 臨床實務訓練評值：100%（臨床訓練總成績 70 分為合格）
(一)個案照護書面報告（35%）
：以入院病歷記錄方式呈現（含病史收集、臨
床身體評估、鑑別診斷形成過程/問題解決過程）
，依三階段完成 40 個案
例數。
(二)個案報告（30％）
：包括口頭報告（15％）與書面報告（15 ％）
。每階段
二份，合計六份。
(三)臨床能力評估測驗（20％）
：以 OSCE 概念評估學員之病史詢問、身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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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臨床推理與決策及溝通等專業能力學習成效。
(四)臨床表現（15％）
：團體討論參與性（5％）
、實習心得（5％）
、綜合能力
評值表（5％）
三、 訓練班課室教學及實務訓練全程結束後，於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會議中，
針對課程及實務訓練之過程及學員所回饋意見，進行檢討與評值。
拾、 學員注意事項
一、 受訓學員必須在各臨床指導師之實務訓練指導下，按專科護理師工作職
責執行實務訓練業務。
二、 受訓學員應在臨床指導師監督下，對所照顧之病人詳細觀察、紀錄並提
供合宜之照護。
三、 受訓學員應維護病人安全，遵守受訓機構有關「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
之各項規定。
四、 受訓學員除照護病人外，應特別注意護理專業倫理及法律概念。
五、 受訓學員應遵守該專科之各項規定，實務訓練期間應參加科內或機構內
舉辦之各項學術活動（如病例討論會、讀書會、專題演講等）
。
六、 受訓學員在實務訓練期間如有言行異常，干擾病人安全或違反受訓醫院
規定情形時，視情節輕重本院保留隨時停止訓練之權利，學員不得異議。
七、受訓期間未經許可，不得私自取得或影印院內文件。
八、院外學員選習全程訓練者：
(一)應依規定於訓練班開訓一週內，發函核備服務機構之地方（縣市）衛生局，
副本請知照本院。
(二)須檢附代訓合約書（附件三）、個人切結書（附件四）、B 型肝炎免疫切
結書（附件五）及學員近三個月胸部 X 光報告診斷證明書(需有醫師診斷
與核章)。
(三)院外學員於訓練期間發生醫療糾紛或其他法律責任時，依代訓合約書、個
人切結書內容辦理。
拾壹、 報名方式
一、 院外學員僅接受機關推薦，恕不接受個人報名，送訓機關於傳真報名後，
請發函薦送，推薦函請檢附一吋照片一張、切結書（附件）
，及相關證件
（畢業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工作經歷證明正本、執業執照影本）
向訓練機構提出申請，由代訓機構簽核後始得接受委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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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理訓練收費：
1.僅選習部分學科訓練：依該堂課程講師費及差旅費平均計算每人費用。
2.選習全學科訓練：費用新台幣貳萬伍仟元整。
3.選習全學科訓練與部分實習：費用新台幣肆萬元整。
4.選習全程訓練者費用新台幣伍萬元整。
請於傳真報名表上註明參訓項目，並於確認錄取後，以郵寄匯票繳費，
匯票抬頭請註明「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以掛號方式郵寄。
310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八十一號 護理部洪月美 副主任 收
三、 膳宿自理。
四、 中途終止受訓，不予退費。
五、 因特殊事故無法參加者，最晚請於開課前七天告知，並檢附收據至本院
出納室辦理退費。
六、 受訓期間成績不符規定、曠課或請假超過規定時數、課程開始後因個人
因素才通知無法參加者，恕不退費，此訓練課程亦不接受現場報名。
七、 報名日期：108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5 月 7 日止
八、 課程諮詢聯絡人： 洪月美 副主任

(0938910331)

電 話：(03)5962134 轉 430 e - mail：n0074@vhc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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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院內學員報名表
訓練日期：108年05月09日(四)至109年4月01日(三)
所屬單位：

所屬單位護理長同意並簽章：

學員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H）

、（O）

、（行動）

護理師證號：
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

年

學歷：□專科

□碩士

□大學

月(算至108年04月30日止)

護理進階：□N2 □N3 □N4 □其他____________
說明事項：
1.為儲備本院專科護理師人才，院內學員首次參訓以公假免費參加，第二次參訓
以自假免費參加，第三次參訓以自假自費參加。
2. 參訓不論是否考取證照，自受訓結束起，需於本院服務二年，未滿二年，需繳
回訓練費用五萬元整。
3. 考取證照後，為本院「儲備專師」仍由護理部依臨床單位需求安排護理工作，
俟內部專師職務出缺，再由護理部調任專師職務。
4. 受訓結束未考上證照者，不具訓練中專師資格，需接受護理部調整職務。
5. 本院參訓學員因特殊原因中途需退訓者，需簽陳 副院長以上長官同意。
6. 為節能減碳，請正楷填寫後E-mail本報名表，e-mail至n0074@vhct.gov.tw
7. 報名表e-mail後，請電話確認寄件(公務機: 840092)，護理部有權篩選參訓學員
名單。
8. 報名內容無誤，且同意甲方上述受訓規定，同意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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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院外學員報名表
機構名稱：
機構屬性：□輔導會屬機構 □區域教學醫院 □區域醫院 □地區教學醫院
□地區醫院 □其他
學員姓名：
職

稱：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聯絡電話：（H）

日

、（O）

、（行動）

護理師證號：
臨床護理工作年資：

年

月(計算至108年04月30日止)

臨床護理服務科別：
參訓科別 ： 內科
選習項目 ： □選習部分學科訓練

□選習全學科訓練

□選習全學科訓練與部分實習 □全程訓練
停車證需求： □ 汽車 □ 機車
機構聯絡人：（姓名）

（電話）

報名流程：
1. 為節能減碳，請正楷填寫後e-mail本報名表，e-mail至n0074@vhct.gov.tw
2. 報名表e-mail表後請來電0938-910-331確認名額。
3. 為節能減碳，院內外學員報名請一律以電子郵件報名，本院有權篩選院外參加
學員，會以電子信件及電話同時通知錄取與劃撥帳號再行繳費。
4. 送訓醫院需於訓練前一週先發公文函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推薦所屬參
訓，隨函請附寄一吋照片一張、護理師證書影本及臨床工作經驗證明書正本各
一份，需停車證者請於函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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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第二期專科護理師訓練班
代訓合約書
受委託代訓機構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人
委託代訓機構 （以下簡稱乙方）
茲甲方同意接受乙方參訓人員參加「第二期專科護理師訓練班」，在甲方指定場所進行臨
床實務學習，雙方同意簽訂合約，約定條款如下：
一、臨床訓練期間：自民國108年11月04日至民國109年04月01日止。
二、臨床訓練期間乙方參訓人員應遵守甲方所訂之作業準則，如有違反，甲方得立即停止
訓練，情形嚴重者，甲方並得終止訓練合約，乙方或參訓人員不得異議。
三、甲方對乙方參訓人員訓練之申請、核定、訓練單位分配、訓練報告、訓練評值考核等事務，
均依甲方訓練規定執行。
四、乙方參訓人員在甲方臨床訓練期間，參訓人員所照護之病人如發生醫療糾紛或其他損害賠
償等法律責任，概由乙方及參訓人員負連帶賠償及相關法律責任，該醫療糾紛或其他損害
賠償事件依法院判決或與受害人或依法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在訴訟上或訴訟外達成和
解，需給付損害賠償金者，乙方同意於判決確定或和解成立時如數給付甲方，以供賠償
給付。
五、乙方參訓人員在甲方臨床訓練期間，如有損毀甲方財物或招致甲方其他任何損失，概由乙
方及參訓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乙方應於接到甲方請求賠償通知日起三十日內，給付甲方
所請求之全額賠償金。
六、乙方參訓人員在訓練期間，如有行為失當或損害他人情事，由乙方及參訓人員自行負責，
概與甲方無涉。
七、臨床訓練期間乙方參訓人員膳、宿、交通費等自行負責。
八、如因本約爭訟，雙方合意以甲方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九、本合約書乙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持一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 責 人：彭家勛
統一編號：48301407
地 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八十一號
電話號碼：03-5962134
乙 方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話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9

日

附件四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第二期專科護理師訓練班
院外學員個人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服務機構：

）自願參加由臺北榮民總

醫院新竹分院辦理之「第二期專科護理師訓練班」訓練，本人願確實遵守下列各項約定：
一、 培訓期限自108年05月09日至109年04月01日止，訓練期間應遵守代訓機構之出勤及作業
規定，如 有違反，得立即停止訓練，情形嚴重者得終止訓練合約，委託代訓機構或立切
結書人不得異議。
二、 培訓結束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者不發給證書。總成績以100分為滿分，60 分(含)以上為及
格，評值方式依訓練計劃內容執行之。
三、 培訓結訓後應依代訓機構離訓手續規定辦理，未辦清離訓手續者，除不發予證書外，通
知其委託代訓機構，並停止受理該機構所屬專科護理師指導者訓練之申請代訓。
四、 委託代訓機構選派人員在代訓機構受訓，如發生醫療糾紛時，由委託機構及代訓機構一
併處理，法律責任依代訓合約書辦理。
五、 立切結書人為確實履行本切結書，特邀約連帶保證人保證負責切結書內所規定事項之連
帶賠償責任，並願放棄民法之『先訴抗辯權』。
六、 如因本切結書涉訟時，立切結書人與連帶保證人合意以甲方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此 致
代訓機構
立切結書人：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戶 籍 住 址：
電 話：

簽章：

連帶保證人：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戶 籍 住 址：

簽章：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10

日

附件五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第二期專科護理師訓練班
院外學員B 型肝炎免疫情形切結書

學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推薦機構：
B 型肝炎免疫情形如下：請勾選
□未篩檢B 型肝炎免疫情形
□Anti-HBsAb(－)、HBsAg(＋)
□Anti-HBsAb(+)、HBsAg(－)： B 型肝炎疫苗注射 □有 □無
□Anti-HBsAb(－)、HBsAg(－)：未曾接受B 型肝炎疫苗注射。
□ Anti-HBsAb(－)、HBsAg(－)：已完成全程B 型肝炎疫苗注射，但B 型肝炎表
面抗體仍呈陰性反應。請另附注射疫苗及檢驗證明。
為防止因職業傷害而感染B 型肝炎，參訓者至代訓機構訓練前須完成B 型
肝炎表面抗體及抗原之篩檢，若表面抗體及抗原皆呈陰性應完成全程疫苗施打，
且提出B 型肝炎表面抗體陽性證明。如因施打疫苗後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抗體
仍呈現陰性者，在實務訓練過程中，發生有感染B 型肝炎疑慮事件時，依代訓
機構「醫療尖銳物品扎傷處理流程」辦理。
參訓者應簽具切結書，表示知悉代訓機構肝炎的措施及要求，並願意遵守；
如未依規定完成施打疫苗者，應自負檢驗、治療費用及相關法律責任。
推薦機構部門主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簽章：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