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療人員母乳哺育增能計畫
「新種子講師培育」報名簡章與訓練計畫
一、目的：藉由本計畫之實施，使受訓者能具備以實證為導向的臨床照護與教學知能，能指
導照護母嬰的工作人員如何實際協助哺乳家庭之成員，並能了解如何採取適切的
諮詢技巧以進行母乳哺育諮詢。在參與培訓的歷程中，亦協助受訓者重新檢視個
人在母乳哺育領域中的專業知識、建構自我學習的相關資源與策略，進而使其有
能力可以實踐母乳哺育種子講師之多元角色。
二、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民國 107 年 7 月 27、28、29 日(星期五、六、日) 三天
(二)、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第二會議室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三、實施方式：
(一)、本訓練包括實施前、中、後課程，訓練實施方式包括面授課程、非同步線上學習、
小組討論、情境模擬演練與教學回饋等。
(二)、訓練實施的過程，將邀請產學界護理實證與臨床專家參與教學，並邀請母乳哺育
種子講師之資深教師及專家擔任導師，以提供受訓者在學習歷程中相關的學習支
援。
(三)、訓練實施中的課程共計 3 天(24 小時)，內容包括：母乳哺育專業知識約 11 小時、
實證約 3 小時、教學方案規劃及創新教學約 10 小時，完成 3 天課程將頒發課程證
明書。
(四)、訓練實施前後受訓者須依據本計畫之說明完成受訓前、中、後各項指定作業。
四、評核方式：
(一)、本計畫採多元評估方式，分別於課程實施前、中、後進行，以檢視受訓者臨床教
學、哺乳知能、諮詢技巧等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多元角色之能力。
1.課程實施前：
(1)將進行母乳哺育相關知識之學前評估(前測)，此項不列入是否通過訓練之計分，
僅提供導師做為學習指導及課程實施之參考。
(2)學前評估(前測)方式將於計畫實施前一週公告給本計畫錄取之參訓者(將於錄取
之後公告)，並以 e-mail 及 line 群組通知，參訓者須於到課前完成。
2.課程實施中：
評估採計的項目及配分比率如下：
項目 課間參與 溝通諮詢 實際教學 教材教案 組員互評
合計(分)
比率(%)
15
15
20
20
10
80
3.課程結束後：
參與之受訓者須於課程結束後二週內完成母乳哺育相關知識之課後評量(後測)及完
成參訓心得報告一篇，並應於期限內自行規劃與辦理一場母乳哺育教育訓練，且
擔任講師。評估採計的項目及配分比率如下：
參訓心得報告
項目
課後評量成績
母乳哺育教育訓練
合計(分)
一篇
107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辦
比率(%)
10
10
20
理一場教育訓練。
1.規劃辦理一場至少有 10
說明
人以上(含 10 人)參加之

項目

課後評量成績

參訓心得報告
一篇

母乳哺育教育訓練

合計(分)

訓練並擔任授課教師。
2.對象為照顧母嬰之工作
人員(含實習學生)、志工
或孕、產家庭之成員均
可。
3.課程實施至少 50 分鐘。
4.需列出課程表與教案一
份，並交回簽到表影本
一份與至少 10 份滿意
度評估表。(滿意度評估
表由本計畫提供)
5.以上資料請於 107 年 10
月 10 日前寄回給本計
畫之助理。
6.本項目不計分但將列為
通過之必要項目。
(二)、各項評分總分為 100 分，通過成績須達 80 分(含 80 分)以上且於受訓之後完成一場
母乳哺育教育訓練之授課。通過本訓練由國民健康署頒發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證
書。
五、報名時間：民國 107 年 5 月 3 日至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止，並需將報名檢附資料於報名
截止日前寄至 100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 號景福館 201-A 室 台灣母乳哺育聯
合學會收 (以郵戳為憑)
六、名額：預定培育 30 名，正取 30 名及備取 5 名，核定錄取名單將於 107 年 6 月 10 日前於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網頁公告。
七、報名資格須同時符合以下項目：
(一)、學經歷：
1.具大學以上學歷並有母嬰照護實務經驗兩年以上具專業證照之醫師與醫事人員。
備註 4

2.若現任職於偏鄉、離島及原住民地區者，專科畢業可
。
(二)、教育訓練：3 年內參加過不同主題(研習課程的題目不可重複)之母乳相關研習課程
至少 21 小時。
(三)、機構支持：
1.經機構或主管推薦且同意其參與受訓。
2.完訓後，機構或主管同意除在原機構授課外並可支援其他機構授課。
3.若為母乳哺育相關專業團體(協會、學會)推薦者，須經該專業團體之理監事會議審查
通過並同意推薦者。
八、審查方式與錄取原則：
(一)、報名資料經行政審查，書面資料完備、完全符合本簡章所列之報名資格。
(二)、行政審查通過後，名單將提交本計畫之「母乳哺育推動小組」召開會議並依據以
下原則進行評選：
1.參考 106 年各縣（市）嬰兒出生數與 106 年度效期內種子講師人數比等推估 107 年
度各縣市培育人員錄取人數。
2.鼓勵離島或偏遠地區衛生機關資深（至少 1 年）母乳業務承辦人參與。

3.104-106 年間，種子講師培育計畫報名錄取或參訓後，但無故未報到或未完訓者將不
再錄取。
4.當年度同一機構以錄取一名參訓為原則。
5.同一縣市報名人員錄取之順序將依據 3 年內完成之母乳哺育專業研習之總時數排序，
教育時數愈多者優先錄取。
十、報名費用：報名費全免，並提供三天之午餐。其餘交通、晚餐與住宿請參訓者自理。
十一、報名方式與資料檢核：
(一)、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Q2ZUxL (請將該網址貼到
Google Chrome 網頁瀏覽器開啟報名表填寫)
(二)、報名檢附資料：線上報名後，請將以下相關資料於報名截止日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前寄至 100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 號景福館 201-A 室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收
(以郵戳為憑)
1.107 年醫療人員母乳哺育增能計畫-新種子講師培育申請資料查檢表
2.107 年醫療人員母乳哺育增能計畫-新種子講師培育申請表(附件一)
3.107 年醫療人員母乳哺育增能計畫-新種子講師培育機構同意書(附件二)
4.若為母乳哺育相關專業團體推薦者，須檢附母乳哺育相關專業團體委員審查通過推
薦書。(附件三)
5.母乳哺育基礎及進階教育課程時數表 (提供三年內完成之母乳哺育專業研習之時數
證明影本，或提供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或研習相關證明。佐證資料請
依序編號以利查驗) (附件四)
6.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7.醫事人員專業證書(影本)
(三)、錄取名單於報名截止後 10 個工作天後公告於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網站上，同時
以 E-MAIL 通知上課注意事項。
(四)、如有報名資料與事實不符且經查證屬實，本會將取消其受訓資格。
(五)、如有報名相關事宜，請聯絡計畫助理：陳又溶 電子信箱：
breastfeedingcase@gmail.com 連絡電話：(02)2314-7585。
(六)、報名檢附資料僅供本報名專用，供專家進行資格審查後即以水銷方式銷毀，不再
寄回申請者。
十二、完訓義務：
本訓練乃由「菸品健康福利捐」之政府公共財支出，為協助母乳哺育工作推動，母乳
哺育種子講師應協助醫療院所訓練相關醫護人員，並提供相關諮詢。
十三、備註：
(一)、人員錄取種子講師訓練參訓資格後，將由學會正式函文其工作單位，敬請核予公
假出席。
(二)、若有任何無法出席情形，請於收到公文的一週內告知主辦單位，並由主辦單位通
知候補名單。為確保報名人員之權利，恕不接受私下更換受訓人員名單。
(三)、種子講師培育耗費相當大的人力及經費資源，且錄取名額十分有限，凡錄取後無
故缺席者，將彙整名單及機構名稱，列為後續辦理類似參訓資格核可之參考。
(四)、「山地、離島及偏僻地區」依據衛生福利部最新公告之定義辦理：
參考資料網址：
http://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4010/ch08/type3/gov70/nu
m31/OEg.pdf

教學團隊：
計畫主持人：郭素珍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助產研究所 教授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常務理事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導師
計畫協同主持人：林盈慧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護理部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理事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導師
導師：(依姓氏筆畫排序)
李敏駿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小兒科主任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理事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導師
林晶晶 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醫院護理督導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理事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導師
胡怡芬 台南市立醫院健康管理中心 衛教師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導師
孫嘉霙 郭綜合醫院產後護理之家護理長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導師
賴美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護理部 督導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監事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導師
蘇秦明 上醫囝囡診所 院長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導師

副主任

107 年醫療人員母乳哺育增能計畫
新種子講師培育 日程表
時間
08:00-08:10
08:10-08:20
08:20-08:30
08:30-08:50
08:50-09:00
09:00-09:40
09:40-10:00

7 月 27 日(星期五)

7 月 28 日(星期六)

7 月 29 日(星期日)
摩拳擦掌(20’)

溫故知新(30’)
報到，領資料(20’)
訓練計畫簡介-破冰

臨床哺乳教學(80’)
演練順序 21-24
臨床哺乳教學(100’)
演練順序 1-5

種子講師的角色與職責
（認識我的小組）(35’)
各組隊呼發表(5’,1 分鐘/組)

休息時間(20’)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20-11:50

休息時間(10’)
哺乳臨床實務困境與因應
（世界咖啡館活動）
1. 母嬰親善推動的現況
2. 臨床中常見哺乳的困境
3. 克服臨床哺乳困境的策
略
（認識我的學習夥伴）(90’)

休息時間(20’)

臨床哺乳教學(80’)
演練順序 6-9

實證導向的臨床教學與實務
應用
講師：待聘
(110’)
(課程)

11:50-12:00

檢視我的學習歷程 (10’)

12:00-13:20

午餐

12:30-13:20

導師會議(50’)

13:20-13:30

活絡筋骨與舒展心靈(10’)

13:30-14:30

14:30-15:30

讓學習變好玩-教案製作與臨
床教學策略
(課程)(60’)
我的百寶箱-教材製作概論
講師：待聘
(課程與演練)(60’)

臨床哺乳教學
(120’)
演練順序 10-15

臨床哺乳教學(120’)
演練順序 25-30 (120’)

休息時間(15’)

15:30-15:45
15:45-16:45
60’

醫病共享決策(SDM)於臨床
哺乳照護之應用
(課程)(60’)

16:45-17:25
40’

妝點與發表我的教材
教材協作(40’)

17:25-17:45
20’

-知識與技巧釐清
-檢視我的學習歷程

臨床哺乳教學
(100’)
演練順序 16-20
-知識與技巧釐清
-檢視我的學習歷程
(導師時間)

哺乳新知何處尋
(課程)
課程學習評量
結業典禮
平安喜樂返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