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指導教師教學研習會 (南區) 
【研習會代碼：S2021120937827 繼續教育積分：14.8 點  】 

一、辦理目的： 
本課程規劃乃以臨床教學核心技巧為主，以兩天的研習提升實習指導教師臨床教學知

能。第一天為臨床實習指導應具備的教學概念，包含: 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以解決問

題為核心之課程規劃、多元教學策略應用、臨床教學實作策略(One minute preceptor的

應用)；第二天則以護理過程做為解決問題的架構，由評估、診斷到策略執行，引導學生

應用批判性思考與臨床推理於護理過程，融入第一天課程的概念，引導教師熟悉、應用

護理過程，提升學生解決問題能力。 

二、辦理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系 
三、協辦單位：臺灣護理教育學會、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四、辦理日期： 111 年 04 月 09 日、111 年 04 月 16 日（星期六） 
五、辦理地點：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78 號) 
六、報 名 費：免費(含午餐) 
七、課程內容︰如下表 
八、參加人員︰學校指派帶實習之專任臨床實習指導教師(不限科別)，預計 50 人。  
九、報名方式︰僅開放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oBgCfoPCpbbJHXFc9,QR cord: )  
十、課程內容︰ 

Part I  有效的臨床教學策略 

111 年 04 月 09 日星期六(南區)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課程目標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簽到 工作人員 

08:50-09:00 致歡迎詞 / 課程簡介 
長官致詞 
陳夏蓮教授 

09:00-10:30 
臨床的教與學 
討論：教學風格與以學生為中

心教學的可行性與困難 

1. 熟悉教學典範與教育理

念的轉變 
2. 體認自身教學型態與學

生為中心教學理念的重

要性 
3. 以學習者為中心，能力

為導向的教學規劃 

陳夏蓮教授/ 
南區長官 

10:30-10:40 茶點休息 

10:40-12:10 

解決問題能力之教學規劃～以

Bloom 認知範疇的目標為例 
議題：如何在各科教學融入不

同階層的教育目標引導學生學

習 

1. 熟悉知識向度與 Bloom 
認知歷程的關聯 

2. 規劃融入不同階層的教

學目標於教學計畫以提

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陳夏蓮教授/ 
南區長官 

12:10-13:00 午餐 

13:00-14:40 臨床多元教學策略之應用 
1. 臨床教師的角色及有效

教育策略在臨床教學上

的重要 

區載怡助理教授/
陳夏蓮教授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課程目標 主講人/主持人 
2. 熟悉教學策略的理論基

礎與臨床常用教學策略 
3. 有效教學策略應用之研

討 
14:40-14:50 茶點休息 

14:50-16:20 

1. One minute preceptor 概念

與應用 
2. 與學生的互動並營造正向

的教學環境 
議題：示教與小組討論 

1. 與新世代的互動並體認

營造正向的教學環境的

重要性 
2. 熟悉並應用 One minute 

preceptor 概念 

陳祖裕教授/ 
陳夏蓮教授 

16:20-16:40 綜合討論 
16:40~ 賦歸 

Part II 護理過程的教與學：批判思考與臨床推理的應用 

111 年 04 月 16 日星期六(南區)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課程目標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簽到 工作人員 

08:50-09:00 
致歡迎詞 
課程簡介 

長官致詞 
陳夏蓮教授 

09:00-10:30 
批判性思考與臨床推理於護

理過程之應用：評估到診斷 

1. 能應用觀察、會談溝通技

巧收集健康史 
2. 能應用批判思考技巧，收

集、解讀、分析收集的資

料以確立診斷 

張黎露主任/ 
陳夏蓮教授 

10:30-10:40 茶點休息 

10:40-12:10 

護理過程計畫、執行與評

值：學理與實證、系統與資

源的應用 
議題：融入批判思考與臨床

推理於護理過程之案例討論 

1. 以病人為中心的照顧理念 
2. 應用學理與實證於護理過

程 
3. 病人與系統資源的整合 

張黎露主任/ 
陳夏蓮教授 

12:10-13:00 午餐 

13:00-14:40 

以問題為焦點之護理過程應

用 
討論：由作業反思臨床推理

之教學 

1. 熟悉臨床指導常見問題 
2. 熟悉護理過程指導策略 

張黎露主任/ 
陳夏蓮教授 

14:40-14:50 茶點休息 

14:50-16:20 學習成效之評值與回饋 

1. 了解學習成效評值與回饋

的要點 
2. 營造正向學習環境的秘訣 
3. 演練學習成效評值與回饋

的方法 

江孟冠教育專員/ 
陳夏蓮教授 



十一、講師及主持人介紹(依授課順序排列，本研習會保有更動講師之權利) 

陳夏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教授 
區載怡 長榮大學 護理系助理教授 
陳祖裕 大林慈濟醫院院長室 顧問 
張黎露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護理進階教育中心主任 
江孟冠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護理進階教育中心教育專員 

十二、注意事項︰ 
1. 本研習會將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積分取得方式如下 

(1) 上午簽到、下午簽到、下午簽退共計 3 次，確實完成簽到退方可認證護理人

員積分。 
(2) 簽名不得以蓋章替代，且勿替他人代為簽到退，一經查證屬實，該學員無積

分外，開課單位一年內將無法申請積分！ 
2. 本研習會提供電子講義 
3. 為響應環保，請自帶水杯 

十三、交通指引 
 大眾運輸 

搭火車或公車至台南火車站前站, 沿中山路步行, 右轉民族路即達。 
 國道 

從北部: 國道一號, 下永康交流道往台南方向, 沿中正北路/中正南路/公園路至

民族路左轉即達。 
從北部: 國道一號, 下大灣交流道往台南方向, 沿復興路/小東路/北門路/中山路

右轉民族路即達。 
從南部: 國道一號, 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方向, 沿中山路/東門路至東門圓環, 右
轉入北門路, 左轉民族路即達。 

 高鐵 
至高鐵台南(沙崙)站, 轉搭台鐵沙崙線列車至台南火車站前站, 沿中山路步行, 
右轉民族路即達。 

4. 以 mentor 角色進行學習

成效評值 
5. 成為護理師/護生專業榜

樣(role model) 

16:20-16:40 綜合討論 

16:4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