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Taiwan Society for Simulation in Healthcare                                                                 

高擬真情境模擬師資工作坊 

從理論到課程實務(中部場) 

(Faculty Development Workshop for High-Fidelity Medical 

Simulation - From Theories to Practices) 

一、 學習目的:  

(一) 以情境學習與經驗學習之理論，學習情境模擬教學原理及應用。 

(二) 培訓單位情境模擬種子教師。 

(三) 可促進醫療人員於臨床實務之溝通、危機處理及團隊合作等能力。 

(四) 可將情境模擬成效，推廣至其他相關單位，以達高品質之醫療照顧。 

 

二、  訓練對象: 對情境模擬教學有興趣之醫療人員。  

 

三、 報名方式:  

(一) 鼓勵採成組報名以同性質科目教師共同組成一組，每組預計五名，預計共 20名。（實

際分組可依需求討論修改） 

(二) 報名時每組可初擬欲發展之情境模擬主題，例如:急救團隊合作、急重症休克評估與

處置、臨床交班溝通、精神暴力處置團隊訓練。 

 

四、 上課日期: 105年 7/23 及 7/24 (星期六、日) 08:00-17:00。 

 

五、 上課地點: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安康大樓五樓。 

 

六、 訓練內容: 共計 2 天，16 小時；課程設計包括：課室教學、小組討論、分組報告、情

境模擬操作演練等。 

 

七、 評值方法:  

(一)  進行教案寫作並實際完成並執行一份完整的情境模擬教案。 

(二)  課程內容評值：學員填寫課後評值等相關問卷。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Taiwan Society for Simulation in Healthcare                                                                 

八、 證書核發：全程參加課程並完成評值發予證書乙張，相關教育積分申請中。 

 

九、 主辦單位：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 

 

十、 報名費用：課程費用新台幣 30,000元/人，本會會員享有 7折優惠 

      非本會會員：新台幣 30,000元/人 

      本會會員：新台幣 21,000元/人 

       

十一、報名程序： 

1. 線上填寫報名表：請連結學會官網（www.tssh.org.tw）課程與學術活動專區。 

2. 報名後儘速繳費以確認報名成功，名額報滿為止。 

劃撥帳號- 42307563  劃撥戶名-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處填寫課程名稱及姓名) 

3. 將劃撥收據掃描回傳至學會信箱 taiwanssh@gmail.com，以完成報名。 

 

十二、報名繳費連絡電話：(07)312-1101分機 2137 轉 431 吳小姐 

報名繳費連絡信箱：taiwanssh@gmail.com 

課程聯絡人：( 04 )2205-2121分機 4610 傅小姐 

課程連絡信箱：n4839@mail.cmuh.org.tw 

http://www.tssh.org.tw/
mailto:taiwanssh@gmail.com
mailto:n4839@mail.cmu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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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擬真情境模擬師資工作坊 

從理論到課程實務 

(Faculty Development Workshop for High-Fidelity Medical 

Simulation - From Theories to Practices) 

(一)核心課程：7月 23日 星期六(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者 

8:00-8:30 簽到及前測  

8:30-8:40 長官致詞  

8:40-10:10 

情境模擬基本概念介紹: 

1. 情境模擬簡介與發展現況 

2. 學習目標設定與情境模擬工具選擇 

3. 情境模擬課程架構 

4. 情境模擬師資分工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0:10-10:30 休息 

10:30-12:00 

情境模擬教案編寫技巧: 

1. 選擇適當的臨床情境 

2. 以教育方法學為基礎之教案編寫 

3. 以科技或工具輔助之情境模擬 

4. 情境模擬中之教學方法 

5. 從教學方法為基礎的情境模擬到提升臨

床醫學技能 

6. 完成情境模擬教案架構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情境模擬課程示範一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4:00-14:20 休息 

14:20-15:20 情境模擬課程示範二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5:20-15:30 休息 

15:30-17:00 

小組教案討論及回饋： 

1. 完成情境模擬教案 

2. 情境模擬課程架構與師資分工 

3. 情境模擬示範準備工作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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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擬真情境模擬師資工作坊 

從理論到課程實務 

(Faculty Development Workshop for High-Fidelity Medical 

Simulation - From Theories to Practices) 

   (二)情境模擬：7月 24日 星期日(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者 

8:00-8:30 簽到  

8:30-9:30 情境模擬分組示範準備 各組成員 

9:30-10:05 第一組情境模擬分組示範 35 min 各組成員 

10:05-10:40 綜合討論 35 min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0:40-11:00 休息及準備 

11:00-11:35 第二組情境模擬分組示範 35 min 各組成員 

11:35-12:10 綜合討論 35 min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2:10-13:00 午餐 

13:00-13:35 第三組情境模擬分組示範 35 min 各組成員 

13:35-14:10 綜合討論 35 min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4:10-14:30 休息及準備 

14:30-15:05 第四組情境模擬分組示範 35 min 各組成員 

15:05-15:40 綜合討論 35 min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5:40-16:00 休息 

16:00-16:30 課程檢討反思 30min 各組成員 

16:30-17:00 完成教案修訂 30 min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17:00-17:30 
講師回饋及討論 

後測及課後評值 

周致丞、楊志偉 

蕭政廷、傅憶如 

備註:每一組情境模擬分組示範 35分鐘包括:10 分鐘模擬前介紹、10分鐘情境模擬、15分鐘

帶領回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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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擬真情境模擬師資工作坊 

從理論到課程實務 

(Faculty Development Workshop for High-Fidelity Medical 

Simulation - From Theories to Practices) 

師資團隊簡介： 

本教師團隊曾於 2013AMEE歐洲醫學教育年會舉辦醫學模擬師資培訓工作坊，為台灣在

此世界最大型醫學教育國際研討會第一次舉辦研討會工作坊之團隊。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33896.aspx#.VRwOazuUfzs） 

 

周致丞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急診部主治醫師，中國醫藥大學醫

學系臨床助理教授，台灣急診醫學會核心能力里程推動小組召集人、急診醫學會教育委員、

台灣急重症模擬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科技大學科學教育與數位學習博士候選人，研究重點包涵科技輔助臨床醫學教育如

blended learning, medical simulation。 

醫學模擬年資八年餘，平均每週進行一次醫學模擬課程，負責規劃執行 CMUH從 Clerk 到 

PGY 基於 BEME Guide (最佳實證醫學教育指引) 的 Spiral Medical Simulation Curriculum，

重視符合教育原理且整合於整體臨床醫學教育的醫學模擬課程規劃。 

 

楊志偉 

現任台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所)臨床助理教授、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教學部專

任主治醫師、台大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台灣急重症模擬醫學會學術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灣急診醫學會教育委員會委員 

醫學模擬教育資歷九年餘，曾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擔任訪問學者一年，主修醫學教育，

曾擔任 2011年亞太醫學情境模擬研討會聯合主席，負責設計整合台大醫院各職類的情境模擬

訓練課程之發展、推廣、與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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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政廷 

現任嘉義長庚醫院醫教會執行副主席、師培中心主任 、台灣急診醫學會常務理事及訓練委員

會主任委員、台灣急重症模擬醫學會常務理事、AHA BLS 及 ACLS instructor。曾任急診科主

任、臨床技能中心主任，現今專注投入醫學教育並於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教育組進

修。協助醫策會推動 TRM 與跨領域合作照護訓練，推動長庚醫院的各項急救及醫學模擬訓

練。 

 

傅憶如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專任教學護理師 

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護理系從事臨床護理資歷 19 年，轉任專任教學護理師 6年，為 AHA BLS 

instructor醫學模擬年資六年，專任醫學模擬課程助教，從課程管理、模擬環境設置、模擬與

回饋裝備準備、課程紀錄與回饋整理到醫學模擬教育研究皆有豐富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