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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PDA)工作坊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協辦單位：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時間地點：本課程為兩日連續性課程，報名後需全程參與兩日課程如下： 

 需求調查與實證應用 ： 5 月 20 日，9:00-16:2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中醫中心 8 樓多功能教室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00 號） 

 PDA 內容製作 ： 6 月 28 日，9:00-16:00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B1 國際會議廳第 33、35、36 會議室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296 號國泰人壽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報名訊息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5 月 10 日或額滿為止，每家醫療機構限報名一組團隊，每組團隊 1-3 人。 

 報名網址： 醫策會教育訓練入口網站（http://jctlearning.jct.org.tw/index.php   ） 

 課程對象： 希望開發決策輔助工具並已有開發主題目標之團隊。 

團隊成員中需包括主題相關臨床專業、臨床使用者代表，至少 1 名成員需熟悉 EBM 方

法，並建議團隊為跨職類組隊報名(如醫師、護理師、個管師、藥師…等)。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為兩日連續性課程，報名後需完成兩次課程。 

2. 為確保學習成效，請學員務必完成課前作業，攜帶議程中所列之上課用品。 

3. 為響應環保，請與會者自備環保杯；請攜帶保暖衣物，以防空調溫度造成不適。 

講師介紹 
 

講師 職稱 服務單位 

廖熏香 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郭寶仁 醫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整型外科 

陳可欣 
1.助理教授 

2.執行長 

1.臺北醫學大學學士後護理學系 

2.臺北醫學大學考科藍台灣研究中心 

劉人瑋 副主任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 

劉又瑄 共同創辦人 Re-lab 資訊設計顧問公司 

劉建良 主任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神經內科 

吳碧娟 專案管理師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品質組 
  

http://jctlearning.jct.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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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第一日課程：需求調查與實證應用 

 課程目標： 學會如何找出使用者可能在意的事，利用實證醫學的技巧找到可以安心提供給病人的資料。 

 課前作業： 自選一個 PDA 主題，畫出決策地圖，找出該主題的適用對象與情境，將決策地圖帶至課堂上。 

(線上學習資源：http://bit.ly/2TDXdMF   9 分 20 秒～) 

 上課用品： (1)決策地圖、(2)本次課程包含電腦實作，請務必自備電源充足之電腦、網路及紙筆。 

現場不提供電源與無線網路。 

時間 分鐘 課程內容 講師 

9:00-9:20 20 簽到  

9:20-9:25 5 致詞  

9:25-9:55 30 PDA 研發流程 廖熏香副執行長 

9:55-10:25 30 PDA 開發與運用實例分享 郭寶仁醫師 

10:25-10:40 15 休息  

10:40-12:10 90 
病人在意的事和我們想的一樣嗎？ 

-使用者決策需求調查- 
陳可欣執行長 

12:10-13:30 80 午餐時間（請自理）  

13:30-15:00 90 

打造一個安心與信賴的 PDA： 

 如何研發實證為基礎的 PDA 

 實證資料檢索、數據應用實作 
劉人瑋副主任 

15:00-15:10 10 休息 

15:10-16:00 50 
PDA 研發過程與成品符合標準嗎？ 

如何嚴格評讀 PDA 

16:00-16:20 20 QA 與綜合討論 
廖熏香副執行長、郭寶仁醫師 

陳可欣執行長、劉人瑋副主任 

16:20~  ~賦歸～  

第二日課程：PDA 內容製作 

 課程目標： 學會如何提升 PDA 的可讀性和可理解度，進行 PDA 測試、修訂，以及更新的方法 

 課前作業： 完成一份 PDA（至少初稿），並攜帶至課堂上 

 上課用品： 本次課程包含實作練習，請自備(1)紙筆、(2)紙本 PDA、(3)三種顏色螢光筆 

時間 分鐘 課程內容 講師 

9:00-9:25 25 簽到  

9:25-9:30 5 致詞  

9:30-10:00 30 PDA 淺白化技巧與常見問題 廖熏香副執行長 

10:00-11:00 60 資訊視覺化溝通技巧-案例與練習-PART. I 劉又瑄執行長 

11:00-11:10 10 休息  

11:10-12:10 60 資訊視覺化溝通技巧-案例與練習-PART. II 劉又瑄執行長 

12:10-13:30 80 午餐時間（請自理）  

13:30-14:20 50 決策輔助工具測試 劉建良主任 

14:20-14:30 10 休息  

14:30-15:20 50 PDA 更新與維護 劉人瑋副主任 

15:20-15:30 10 休息  

15:30-16:00 30 2019 年 PDA 競賽辦法 吳碧娟專案管理師 

16:00~  賦歸  

 課程連絡資訊：電話：02-8964-3000 # 3027(許競允)、3023(李于嘉) E-mail：sdm@jct.org.tw 

http://bit.ly/2TDXdMF
mailto:sdm@j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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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PDA)工作坊-交通資訊 

5 月 20 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中醫中心 8 樓多功能教室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00 號) 

 

高鐵：搭乘高鐵至台北站，轉乘

捷運板南線於西門站下車

後步行 5 分鐘。 

捷運：搭乘捷運板南/松山新店

線，於西門站下車後步行

5 分鐘。 

公車及停車資訊：

http://bit.ly/2CMLVQV 

6 月 28 日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國際會議廳 B1 第 33、35、36 會議室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296 號國泰人壽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高鐵：搭乘高鐵至台北站，轉乘

捷運板南線於忠孝敦化站

下車後步行 10 分鐘。 

捷運：搭乘捷運板南線於忠孝敦

化站下車後步行 10 分鐘

（3 號出口步行至 216 巷

右轉，到仁愛路）。 

接駁車資訊：

http://bit.ly/2TNh642 

公車及停車資訊：

http://bit.ly/2TIcHiV 

注意：活動場地是在國泰人

壽大樓 B1 

 

 

http://bit.ly/2CMLVQV
http://bit.ly/2TNh642
http://bit.ly/2TIcH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