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第五屆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 報名表 (範本)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第五屆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  報名表 

競賽項目:長照個案自立支援(緩和失能)成效競賽 

申請單位: 作者:(最多三位) 

地址: 

連絡電話:                       (手機) 

活動聯絡人: 

競賽項目: □自立支援(緩和失能)成效   □安寧療護成效 

照顧個案所達成的成效內容(可複選): 

□移除尿布 □移除約束物 □移除輪椅 □移除鼻胃管 □移除導尿管 

□增進如廁 □增進移位、步行、站立或爬樓梯 □增進進食與咀嚼 □增進水分

攝取 □增進排便 □增進睡眠 □增進營養與電解質 □增進穿脫衣鞋襪 □增進

舒適(減輕疼痛) □增進認知功能 □增進情緒與行為穩定 

□其他成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個案疾病史說明:  

個案病史簡介，說明個案疾病診斷，過去病史、開刀史、住院史及生活上特殊習

慣。 

二、 個案整體評估結果:  

整體評估內容至少應包括生命徵象穩定度、意識狀態、呼吸系統、營養與排泄、

口腔評估、肢體活動、日常生活功能評估、皮膚與周邊評估、認知功能評估、睡

眠評估、人際互動、行為與情緒、疼痛、ADL IADL等等。 

可以以機構的評估表當附件，但是不能超過正反四張，且必須在本表中說明評估

結果。 

問題確立:依評估結果明確寫出要幫個案移除或增進的問題。 

三、 預設照顧成效目標:  

目標是量化可測量、依照個案設立預計的成效目標，目標不一定要有短、中、長，

但要有期程，且具體。 



四、 擬定照顧策略 

照顧策略具體、周詳，具個別性與可行性。 

1. 提升基本照顧，須說明策略有水份、進食等營養設計足夠情形。 

2. 不管是甚麼主題，須說明策略有活動或運動的規劃設計。 

3. 針對要移除或增進的問題擬定策略。 

4. 照顧個案所達成的成效內容(基本要達成): 

□如何提升基本照顧(飲水每日 1500cc、飲食每日 1500大卡、至少三天自然

排便乙次及運動 30分鐘)的策略及技巧 

□如何達到不臥床的策略及技巧 

□如何做到不約束基本照顧的策略及技巧 

□如何做到不尿布基本照顧的策略及技巧 

□其他成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照顧計畫擬定與執行: (以 5W2H)說明策略執行情形 

如何以 5W2H來說明照顧計畫執行情形: 

WHERE 何處,在什麼地方，~空間。 

WHEN 何時，在什麼時候~時間。 

WHAT 何者是什麼東西/事~生產對象。 

WHO 何人，是什麼人做~生產主體。 

WHY 為何，為什麼如此。 

HOW 如何，用什麼方法。 

HOW MUCH多少，需使用多少。 

範例: 

7/12 開始每天早上飯前(WHEN)由照顧服務員協助個案(WHO)於房間內浴室

(WHERE)先幫忙腹部順時鐘按摩後，將雙腳墊高坐在馬桶上(WHAT & HOW)，讓個

案產生腸子蠕動且容易產生肛門口的力量(WHY)，進行排便約 20 分鐘，7/12 個

案解出量中軟便(HOW MUCH)。 

<請提供照片並附上說明> 

六、照顧計畫中所提出的照顧創意 

說明照顧計畫中所提出的照顧創意可能是照顧創意輔具、照顧創意作品、照顧創

意做法等照顧創意設計。 

1. 本次照顧創意產生的動機 

2. 使用安全性 

3. 便利性 

4. 經濟效益 

5. 未來臨床推廣性說明。 

<請提供照片並附上說明> 

七、照顧成效評值及後續照顧計畫 

1. 與原預設的照顧成效目標進行評值。 

2. 有無其他附加成效說明。 

3. 後續照顧計畫說明，如何維持已經移除或增進的功能地維持。 

4. 後續想幫個案再移除或增進功能的照顧問題及計畫簡略說明。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第五屆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 報名表  (範本)   
競賽項目:品質管理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作者(最多三位)多拉 A夢 

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活動聯絡人: 

主題: 任意門 

壹、 摘要(500字內)-主題如何選定及活動計畫擬定 

貳、 文獻探討 

參、 現狀把握（數據蒐集分析） 

肆、 目標設定 

伍、 要因解析 

陸、 執行對策（含人、事、時、地、物）擬定 

柒、 對策執行成果(至少四張照片說明執行前後情形) 

捌、 目標評值（效果確認及標準化是否完善） 

玖、 討論及檢討改善 

＊附上 上台簡報製作（每組 10至 15分為限/依報告組數秘書處作微調） 

審查委員:                祕書處:              

 

理事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第五屆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 報名表    (範本) 
競賽項目:活動計畫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作者(最多三位)多拉 A夢 

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活動聯絡人: 

活動名稱:任意門 

壹、 摘要(500字內)-主題如何選定及活動計畫擬定 

貳、 活動類型介紹： 

             1.功能、2.參加人數、3.使用道具、4.活動創意程度 

參、 文獻探討 

肆、 活動預期目標設定(具生活化、實用性程度) 

伍、 活動後的目標與評值(創意成效) 

陸、 檢討改善(整體結果) 

柒、 至少附上四張照片說明執行情形 

捌、 將活動拍攝成影片附上光碟，活動過程必須一鏡到底(只可剪接活

動前後。(評值帶領技巧、活動環境的安排佈置、趣味性 結構化與流

暢化程度) 

審查委員:                祕書處:              

 

理事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第五屆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 甄選活動 
 

切  結  書 

    宜靜       護理之家 參加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所辦理

之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所提供之作品絕無抄襲他人之嫌，如經主辦單位

查證有抄襲屬實，願意接受取消得獎資格，歸還獎金及獎牌，從此不得再

參加貴單位舉辦之學術研討暨照護創意比賽。特此聲明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聲明人姓名：多拉 A夢  (印章)        簽章 

 

   單位職稱： 魔術師    

 

   服務單位： 護理組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第五屆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 甄選活動 
 

肖 像 權 同 意 書 

     宜靜         護理之家 (以下簡稱甲方)參加社團法人台灣護

理之家協會(以下簡稱乙方)所辦理之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願意無償拍

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甲方之競賽作品肖像權，並於相關網站、電子、

平面…等媒體進行宣傳，及同意乙方自行或授權第三人將前開影像資料作

為學術研討宣傳之用。乙方亦需同意關於本人肖像權之運用，絕不逾越學

術研討用途。 

甲方亦同意上述內含本人/本單位服務對象肖像之影像著作，由乙方

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特此聲明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聲明人姓名：多拉 A夢 (印章)                簽章 

 

   單位職稱：  魔術師 

 

   服務單位：  護理組                
 

 

 

 

 

 

 



 

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第五屆學術研討暨照護競賽 甄選活動 

 

同  意  書 

 

   宜靜     護理之家參加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第五屆學術研

討暨照護競賽活動，一經評選表現優異，同意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

將得獎作品統一製作海報並公開展示，且願意配合學術發表規範，於年度

會員大會親自上台發表得獎作品，及將得獎作品刊登於貴會會訊裡，若未

能配合以上規定，將自動放棄得獎資格，且不會有異議。 

 機構名稱：  宜靜護理之家   (機構大章)            (簽章) 

代 表 人：  負責人 (機構小章)                (簽章) 

用餐類別:□葷 □素 

□ 同意社團法人台灣護理之家協會將得獎作品統一製作海報並公開

展示，及本人或機構於年度會員大會上發表，並同意刊登於貴會會

訊裡。 

□ 不同意以上規定: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 勾選不同意者， 貴機構參賽作品也將留存本會備查。 

 

 
附    註：本回函及同意書請於報名時一併填寫寄回。 

聯 絡 人：吳怡樺 執行秘書 

電    話：04-22470221  傳真：04-22491241   

E-Mail：tnha.taiwan@gmail.com  

mailto:tnha.taiw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