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師及醫事人員 

OSCE 實務工作坊 
(Ⅰ) 實作總論  (Ⅱ) 考題撰寫 

舉辦日期：2017 年 06 月 10-11 日（星期六-日） 

舉辦地點：高雄醫學大學-臨床技能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3 樓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課程介紹 

臨床能力評量不能只測驗學生的知識，而要能掌握學生所展現的能力 (competency/ 

performance)，更須涵蓋專業素養，及溝通與人際關係等。OSC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是測驗這類臨床技能的必要工具，如今 OSCE 已普遍施行於世界各地，

不但用於輔助臨床教學，更成為醫療界一種必要的高標準測驗(high-stake examination)，其

相關施行知識與技術因此引起各界高度關注。為了施行高品質及標準化的 OSCE，培養具實作

能力的教師群實為當務之急。本訓練課程分兩階段進行: (Ⅰ) OSCE 實作總論; (Ⅱ) OSCE 考題

撰寫。 

(Ⅰ) OSCE 實作總論 

提供建構 OSCE 的重要基礎概念，從 OSCE 的施做理論到應用。此工作坊旨在培育醫

療人員 OSCE 團隊之領導者，將透過討論、實作演練，輔以影片，由 OSCE 基本概念開始，

建構考場，到完整執行 OSCE，學員將啟動 OSCE 考試規劃、在準備、執行及檢討的各層

面問題。于此工作坊中，學員將討論「如何選擇案例」、「制訂題目藍圖」、經驗到「撰寫

考題」與「標準化病人演出」、「評分」與「訓練各類人員」間環環相扣的問題，參加者可

以從建立 OSCE 測驗中心、軟體設備、建立 OSCE 工作團隊、到規劃及啟動一場 OSCE，

最後並訓練標準化病人及評分考官，在考試情境中經歷這些相關人員的角色與任務，以具

備完整執行 OSCE 的能力。 

 

(Ⅱ)OSCE 考題撰寫工作坊 

OSCE 考題(教案)的品質是整個 OSCE 測驗施行成敗的基礎，在攸關學生前途的高標

準臨床考試中尤其影響重大。OSCE 考題(教案)應有劇本、考生/考官指引、告示牌、查核

表及評分表，用以訓練標準化病人/考官、傳達測驗目標，提供必要且正確的案例及試場

資料，在護理人員發展高階 OSCE 之始，建立有能力撰寫好考題(教案)之專家群實為當務

之急。 

本工作坊旨在培育撰寫護理人員專業 OSCE 考題(教案)之專家，將透過小組討論、腦

力激蕩、實際撰寫劇本、各樣表單及評分表，輔以示範及試演影片。講員將說明撰寫案例

之注意事項、介紹一個撰寫考題(教案)之模式、指導適當案例之挑選、示範教案撰寫的步



        

 
 

驟，將讓參與者實際走過一遍考題(教案)之撰寫，最後練習評分之共識凝聚法。為了使教

師在面對各種學員、不同的測驗目標、或進行不同測驗規格時，能夠有效率地靈活製作案

例，本研討會將包括群組案例撰寫法 (case cloning)，使教師發揮事半功倍的教案撰寫成

效。課程對象：教學醫院之中醫、護理或醫事教育主管、臨床教師、護理或中醫學院/系

之教育者、參與中醫、護理或醫事人員 OSCE 研究者、教育單位專員或標準化病人訓練者。 

 課程日期：2017 年 06 月 10-11 日（星期六-日） 

 課程地點：高雄醫學大學-臨床技能中心（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國際學術研究大

樓 3 樓） 

 課程對象：教學醫院之醫師或醫事人員教育主管、臨床教師、各醫療職類學院/系之教育

者、參與 OSCE 研究者、教育單位專員或標準化病人訓練者。 

 課程費用：新台幣 10,000 元／人 (費用皆含午餐、茶水、講義及【OSCE 實務】乙本) 

     符合下列一項資格者即享 85 折優惠： 

     1.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個人會員 

     2.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團體會員機構報名五位以上同仁 

 課程人數：共 30 名，額滿為止；全程參加並核實完成簽到退者核發研習證書。 

 報名程式：連結至學會官網填寫報名表；www.tssh.org.tw 課程與學術活動專區 

     待確認收到報名表後，會另行郵件通知繳費帳號資訊。 

 連絡電話：(07)312-1101 分機 2137 轉 431 吳小姐 

連絡信箱：taiwanssh@gmail.com 

 主辦單位：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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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介紹： 

蔡淳娟醫師 醫師, 博士 

 現任：高雄醫學大學 副教務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副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醫學系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小兒科主治醫師 

   臺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理事長 

 學歷：加拿大 University of Calgary 醫學教育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畢業 

 

 

 

 

 交通資訊：高雄醫學大學-臨床技能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3 樓) 

 教室位置圖如下 

 

 

http://www2.km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kmu14041001&Category=287


 

 

 (Ⅰ)OSCE 實作總論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in Healthcare 

 (TSSH 課程編號 1001) 

 

 舉辦日期：2017 年 06 月 10 日(星期六) 

 學習目標：本訓練課程結束時，學員將具備下列能力： 

（一） OSCE 的理論及其應用 

（二） 建立 OSCE 測驗中心，及其軟體設備 

（三） 建立 OSCE 工作團隊 

（四） 規劃及啟動一場 OSCE  

（五） 認識考題之製作 

（六） 訓練標準化病人、評分考官 

 

活動議程(詳細活動議程以當日公告為主)： 

時  間 主  題 工   作 

09:15-09:30 15 報   到 

09:30-09:45 15 引言與前導活動 暖身/互相認識/認識課程 

09:45-10:20 35 【WHAT & WHY】認識 OSCE 正確認知 OSCE 之運用 

10:20-11:00 40 組織 OSCE 團隊 演講/討論 

11:00-11:20 20 Break 照相 

11:20-12:10 50 空間與軟硬體設備 
規劃工作/腦力激蕩 

實地參訪 

12:00-13:00 60 午   餐 

13:00-13:50 50 撰寫教案簡介 認識考題案例的組成 

13:50-14:40 50 訓練 SP 及訓練者 實作 

14:40-15:00 20 訓練考官 實作 

15:00-15:15 15 Break 

15:15-15:55 40 啟動考試：練習 OSCE 上演 

15:55-16:45 50 【成果分享】 各組報告 

16:45-17:10 25 總   結 



 

 

(Ⅱ)OSCE 考題撰寫 

OSCE Case Writing for Healthcare Personnel 

 (TSSH 課程編號 1002) 

 

 舉辦日期：2017 年 06 月 11 日(星期日) 

 學習目標：本訓練課程結束時，學員將具備下列能力： 

（一） 依據 OSCE 測驗目標建構案例  

（二） 製作考題之各樣表單 

（三） 製作評分表 

（四） 執行考題之修正過程 

（五） 有效率地靈活製作群組案例 

活動議程(詳細活動議程以當日公告為主)： 

時  間 主    題 工    作 

09:00-09:15 15 報 到 

09:15-09:30 15 引言與前導活動 暖身/互相認識/認識課程 

09:30-10:20 50 
【WHY & WHAT】 

尋找好的 OSCE 案例 

依據 OSCE 之測驗目標選擇適當

的案例 

10:20-10:50 30 OSCE case 的各樣表單 案例撰寫之要訣 

10:50-11:10 20 Break / 照相 

11:10-12:10 60 
OSCE case 的各樣表單 

Case clone 
示範與撰寫 

12:10-13:00 50 午餐 

13:00-13:50 50 製作 checklist 
腦力激蕩與實作: 寫出「病史查

核表」&「體檢查核表」 

13:50-14:50 60 製作評分表 討論與實作 

14:50-15:05 15 Break 

15:05-16:05 60 OSCE on OSCE 批評與修改 

16:05-16:45 40 【成果分享】 各組報告 

16:45-17:00 15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