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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護理專案改善撰寫護理專案改善撰寫護理專案改善撰寫護理專案改善撰寫(一一一一)
�如何撰寫專案主題及前言如何撰寫專案主題及前言如何撰寫專案主題及前言如何撰寫專案主題及前言

�如何進行文獻查證及資料整理如何進行文獻查證及資料整理如何進行文獻查證及資料整理如何進行文獻查證及資料整理

�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

護理專案改善撰寫護理專案改善撰寫護理專案改善撰寫護理專案改善撰寫(二二二二)
�如何確立問題及目的如何確立問題及目的如何確立問題及目的如何確立問題及目的

�如何擬定解決方法如何擬定解決方法如何擬定解決方法如何擬定解決方法

�討論及成效評值討論及成效評值討論及成效評值討論及成效評值

�專案撰寫常見錯誤問題專案撰寫常見錯誤問題專案撰寫常見錯誤問題專案撰寫常見錯誤問題



知己知彼知己知彼知己知彼知己知彼-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紀錄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紀錄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紀錄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紀錄



相關資料下載相關資料下載相關資料下載相關資料下載





專案的特性專案的特性專案的特性專案的特性(蘇蘇蘇蘇、、、、謝謝謝謝，，，，2010)

(1)針對特定主題針對特定主題針對特定主題針對特定主題 (由單位內由單位內由單位內由單位內某一問題某一問題某一問題某一問題作出發點作出發點作出發點作出發點，，，，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證據確立問題及所有可能導因證據確立問題及所有可能導因證據確立問題及所有可能導因證據確立問題及所有可能導因)

(2) 有特定目標有特定目標有特定目標有特定目標 (解決該問題解決該問題解決該問題解決該問題/去除問題的導因去除問題的導因去除問題的導因去除問題的導因)
(3) 由一群相關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由一群相關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由一群相關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由一群相關工作人員共同完成(專案小組成員為核專案小組成員為核專案小組成員為核專案小組成員為核(3) 由一群相關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由一群相關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由一群相關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由一群相關工作人員共同完成(專案小組成員為核專案小組成員為核專案小組成員為核專案小組成員為核
心心心心，，，，可參與跨團隊合作可參與跨團隊合作可參與跨團隊合作可參與跨團隊合作)

(4) 運用有系統的方法運用有系統的方法運用有系統的方法運用有系統的方法 (針對問題及導因針對問題及導因針對問題及導因針對問題及導因，，，，運用文獻運用文獻運用文獻運用文獻
尋求可行方法尋求可行方法尋求可行方法尋求可行方法)

(5) 於特定時間內完成於特定時間內完成於特定時間內完成於特定時間內完成 (可行的時間表可行的時間表可行的時間表可行的時間表)
(6) 在一定花費或預算內完成在一定花費或預算內完成在一定花費或預算內完成在一定花費或預算內完成 (可行的資源可行的資源可行的資源可行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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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的主題方向專案的主題方向專案的主題方向專案的主題方向

�對對對對病患或家屬有幫助病患或家屬有幫助病患或家屬有幫助病患或家屬有幫助((((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

�對護理服務有幫助對護理服務有幫助對護理服務有幫助對護理服務有幫助((((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

�對機構有幫助對機構有幫助對機構有幫助對機構有幫助((((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

須為須為須為須為三三三三年內的創新專案年內的創新專案年內的創新專案年內的創新專案((((計畫期計畫期計畫期計畫期開始計算開始計算開始計算開始計算))))，，，，

不可修改日期後再送審不可修改日期後再送審不可修改日期後再送審不可修改日期後再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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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主題方向之後有了主題方向之後有了主題方向之後有了主題方向之後，，，，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重要性與重要性與重要性與重要性與((((或或或或))))創新性創新性創新性創新性

�不用專案不能改善嗎不用專案不能改善嗎不用專案不能改善嗎不用專案不能改善嗎?(?(?(?(行政命令即可解決的行政命令即可解決的行政命令即可解決的行政命令即可解決的?)?)?)?)

�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

�焦點問題焦點問題焦點問題焦點問題能夠量化能夠量化能夠量化能夠量化嗎嗎嗎嗎????�焦點問題焦點問題焦點問題焦點問題能夠量化能夠量化能夠量化能夠量化嗎嗎嗎嗎????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導因的證據導因的證據導因的證據導因的證據都能收集齊全嗎都能收集齊全嗎都能收集齊全嗎都能收集齊全嗎????

�主要導因主要導因主要導因主要導因可以被解決可以被解決可以被解決可以被解決嗎嗎嗎嗎????

�能在能在能在能在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架構內完成嗎架構內完成嗎架構內完成嗎架構內完成嗎????

�在自己足以負擔的資源範圍嗎在自己足以負擔的資源範圍嗎在自己足以負擔的資源範圍嗎在自己足以負擔的資源範圍嗎?(?(?(?(人力人力人力人力&&&&財力財力財力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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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書寫的方式主題書寫的方式主題書寫的方式主題書寫的方式
(先確立大方向先確立大方向先確立大方向先確立大方向，，，，可在專案進行或書寫過程再作微調可在專案進行或書寫過程再作微調可在專案進行或書寫過程再作微調可在專案進行或書寫過程再作微調)

9 2018/2/8

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焦點問題焦點問題焦點問題焦點問題、、、、(解決策略解決策略解決策略解決策略)、、、、動詞動詞動詞動詞



專案審查主要評審項目及內容專案審查主要評審項目及內容專案審查主要評審項目及內容專案審查主要評審項目及內容

一一一一、、、、摘要摘要摘要摘要5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前言前言前言前言5 分分分分
三三三三、、、、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20 分分分分

四四四四、、、、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5 分分分分

�以以以以20頁為限頁為限頁為限頁為限，，，，每頁每頁每頁每頁600

字字字字((((20字字字字☓☓☓☓30行行行行))))，，，，橫橫橫橫
式列印式列印式列印式列印

�不得出現所屬醫院名不得出現所屬醫院名不得出現所屬醫院名不得出現所屬醫院名四四四四、、、、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5 分分分分
五五五五、、、、專案目的專案目的專案目的專案目的5 分分分分
六六六六、、、、文獻查證文獻查證文獻查證文獻查證10 分分分分
七七七七、、、、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25 分分分分

八八八八、、、、結果評值結果評值結果評值結果評值10 分分分分
九九九九、、、、結論結論結論結論10 分分分分
十十十十、、、、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5 分分分分(最不應失分最不應失分最不應失分最不應失分)

�不得出現所屬醫院名不得出現所屬醫院名不得出現所屬醫院名不得出現所屬醫院名
稱與相關人員姓名稱與相關人員姓名稱與相關人員姓名稱與相關人員姓名



一一一一、、、、摘要摘要摘要摘要5 分分分分

�是否涵蓋全文是否涵蓋全文是否涵蓋全文是否涵蓋全文-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解決辦法解決辦法解決辦法解決辦法、、、、結果與結論結果與結論結果與結論結果與結論(5)
1111....應涵蓋全文應涵蓋全文應涵蓋全文應涵蓋全文----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目的目的目的目的、、、、解決辦法解決辦法解決辦法解決辦法、、、、
結果與結果與結果與結果與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每項一分每項一分每項一分每項一分。。。。依序書寫依序書寫依序書寫依序書寫結果與結果與結果與結果與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每項一分每項一分每項一分每項一分。。。。依序書寫依序書寫依序書寫依序書寫

2.2.2.2.文字簡要文字簡要文字簡要文字簡要、、、、流暢流暢流暢流暢、、、、摘要限制摘要限制摘要限制摘要限制300300300300 字內字內字內字內。。。。

3.3.3.3.獨立一頁獨立一頁獨立一頁獨立一頁，，，，不必寫關鍵字或名詞解釋不必寫關鍵字或名詞解釋不必寫關鍵字或名詞解釋不必寫關鍵字或名詞解釋。。。。

4.4.4.4.全文完成後再寫全文完成後再寫全文完成後再寫全文完成後再寫。。。。

2018/2/811



摘要評語摘要評語摘要評語摘要評語（（（（常見錯誤常見錯誤常見錯誤常見錯誤））））

1.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300字字字字
2. 未見解決辦法未見解決辦法未見解決辦法未見解決辦法、、、、未能涵蓋全文未能涵蓋全文未能涵蓋全文未能涵蓋全文

3.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動機動機動機動機、、、、目的不明確目的不明確目的不明確目的不明確

4.4. 摘要中的改善結果與結果評值中的數據不摘要中的改善結果與結果評值中的數據不摘要中的改善結果與結果評值中的數據不摘要中的改善結果與結果評值中的數據不
一致一致一致一致

5. 結論與主題及內文不一致結論與主題及內文不一致結論與主題及內文不一致結論與主題及內文不一致



二二二二、、、、前言前言前言前言5 分分分分

1 能說明引發做此專案之動機能說明引發做此專案之動機能說明引發做此專案之動機能說明引發做此專案之動機？？？？(2））））
2 能說明此專案之重要性及主旨能說明此專案之重要性及主旨能說明此專案之重要性及主旨能說明此專案之重要性及主旨？？？？(3)
─要有重要性之支持文獻要有重要性之支持文獻要有重要性之支持文獻要有重要性之支持文獻。。。。

─應說明現況困難以呈現動機應說明現況困難以呈現動機應說明現況困難以呈現動機應說明現況困難以呈現動機，，，，─應說明現況困難以呈現動機應說明現況困難以呈現動機應說明現況困難以呈現動機應說明現況困難以呈現動機，，，，

─具體數據資料具體數據資料具體數據資料具體數據資料，，，，或現況描述或現況描述或現況描述或現況描述。。。。

─儘量以病人為中心儘量以病人為中心儘量以病人為中心儘量以病人為中心



三三三三、、、、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20 分分分分
1.現況分析切題且具客觀性現況分析切題且具客觀性現況分析切題且具客觀性現況分析切題且具客觀性、、、、時效性時效性時效性時效性、、、、正確性和完整性正確性和完整性正確性和完整性正確性和完整性(8)
2.資料的收集方法應呈現資料的收集方法應呈現資料的收集方法應呈現資料的收集方法應呈現調查期間調查期間調查期間調查期間、、、、工具工具工具工具、、、、人員人員人員人員、、、、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個案數個案數個案數個案數

(5) 

3.問題的評估方法能有效找出重要原因問題的評估方法能有效找出重要原因問題的評估方法能有效找出重要原因問題的評估方法能有效找出重要原因(7) 
– 資料是指可證實資料是指可證實資料是指可證實資料是指可證實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跟跟跟跟原因原因原因原因的所有證據的所有證據的所有證據的所有證據– 資料是指可證實資料是指可證實資料是指可證實資料是指可證實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跟跟跟跟原因原因原因原因的所有證據的所有證據的所有證據的所有證據

– 資料收集需切題資料收集需切題資料收集需切題資料收集需切題、、、、且與主題相關且與主題相關且與主題相關且與主題相關(ex:正確性正確性正確性正確性?完整性完整性完整性完整性?)。。。。
– 呈現資料具客觀性呈現資料具客觀性呈現資料具客觀性呈現資料具客觀性(不應只有主觀資料不應只有主觀資料不應只有主觀資料不應只有主觀資料)、、、、時效性時效性時效性時效性(應含目前資應含目前資應含目前資應含目前資
料料料料，，，，也可加上過去資料說明也可加上過去資料說明也可加上過去資料說明也可加上過去資料說明)、、、、正確性和完整性正確性和完整性正確性和完整性正確性和完整性。。。。

– 採用有效的問題評估方法採用有效的問題評估方法採用有效的問題評估方法採用有效的問題評估方法：：：：

�觀察法觀察法觀察法觀察法，，，，會談法會談法會談法會談法，，，，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查閱文件紀錄查閱文件紀錄查閱文件紀錄查閱文件紀錄，，，，實地測實地測實地測實地測
量法量法量法量法等等等等。。。。

�資料圖表呈現應在內文中提供文字說明資料圖表呈現應在內文中提供文字說明資料圖表呈現應在內文中提供文字說明資料圖表呈現應在內文中提供文字說明。。。。
2018/2/814



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有效的問題評估方法有效的問題評估方法有效的問題評估方法有效的問題評估方法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單位特性單位特性單位特性單位特性」，」，」，」，更重要的是應說明本專案的更重要的是應說明本專案的更重要的是應說明本專案的更重要的是應說明本專案的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及及及及原因原因原因原因評估是評估是評估是評估是採用哪些方法採用哪些方法採用哪些方法採用哪些方法，，，，並一一說明哪並一一說明哪並一一說明哪並一一說明哪
些些些些人人人人負責評估負責評估負責評估負責評估、、、、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工具是否可靠有效工具是否可靠有效工具是否可靠有效工具是否可靠有效、、、、是在是在是在是在何何何何
時時時時從事評估從事評估從事評估從事評估、、、、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多久多久多久多久、、、、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對象對象對象對象與與與與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時時時時從事評估從事評估從事評估從事評估、、、、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多久多久多久多久、、、、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對象對象對象對象與與與與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個案數個案數個案數個案數等等等等。。。。

(交代不清楚交代不清楚交代不清楚交代不清楚，，，，容易讓審查委員認為所得資料恐怕不切題容易讓審查委員認為所得資料恐怕不切題容易讓審查委員認為所得資料恐怕不切題容易讓審查委員認為所得資料恐怕不切題、、、、
不夠正確不夠正確不夠正確不夠正確、、、、不夠客觀不夠客觀不夠客觀不夠客觀、、、、不具時效性等不具時效性等不具時效性等不具時效性等)

�在分析原因時在分析原因時在分析原因時在分析原因時，，，，應盡可能考慮應盡可能考慮應盡可能考慮應盡可能考慮所有可能因素所有可能因素所有可能因素所有可能因素。。。。

(否則現況分析的完整性容易受到質疑否則現況分析的完整性容易受到質疑否則現況分析的完整性容易受到質疑否則現況分析的完整性容易受到質疑)

(蘇蘇蘇蘇、、、、謝謝謝謝，，，，2008)



資料的客觀資料的客觀資料的客觀資料的客觀、、、、正確正確正確正確、、、、完整應包含完整應包含完整應包含完整應包含:
(1)明確的明確的明確的明確的用詞用詞用詞用詞

�以以以以「「「「護理人員交班內容護理人員交班內容護理人員交班內容護理人員交班內容」」」」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使用相同用詞使用相同用詞使用相同用詞使用相同用詞:交班內容的交班內容的交班內容的交班內容的完整性完整性完整性完整性?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擇擇擇擇
一一一一)

�說明意義及計分方式說明意義及計分方式說明意義及計分方式說明意義及計分方式:�說明意義及計分方式說明意義及計分方式說明意義及計分方式說明意義及計分方式:

�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實際每人執行項目之總和實際每人執行項目之總和實際每人執行項目之總和實際每人執行項目之總和) ÷÷÷÷(每人應執行的每人應執行的每人應執行的每人應執行的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00

�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計算方式==(實際每人實際每人實際每人實際每人正確正確正確正確執行的項目之總和執行的項目之總和執行的項目之總和執行的項目之總和) ÷÷÷÷(每人應每人應每人應每人應
執行的項目執行的項目執行的項目執行的項目××××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00 【【【【不正確或未執行皆不算分不正確或未執行皆不算分不正確或未執行皆不算分不正確或未執行皆不算分】】】】



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的要點的要點的要點的要點

�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作業規範作業規範作業規範作業規範、、、、流程流程流程流程或或或或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儀器儀器儀器儀器、、、、設備設備設備設備之功能狀況之功能狀況之功能狀況之功能狀況

�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人的質與量人的質與量人的質與量人的質與量((((認知認知認知認知、、、、共識共識共識共識、、、、人力安人力安人力安人力安�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與問題相關之人的質與量人的質與量人的質與量人的質與量((((認知認知認知認知、、、、共識共識共識共識、、、、人力安人力安人力安人力安
排排排排)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執行與執行與執行與執行與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作業流程落差作業流程落差作業流程落差作業流程落差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未依據標準作業未依據標準作業未依據標準作業未依據標準作業執行的原因執行的原因執行的原因執行的原因

{{{{避免用一句話帶過避免用一句話帶過避免用一句話帶過避免用一句話帶過，，，，要要要要深深深深入探討各種因素為何產生入探討各種因素為何產生入探討各種因素為何產生入探討各種因素為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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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的書寫要點現況分析的書寫要點現況分析的書寫要點現況分析的書寫要點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先先先先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再寫再寫再寫再寫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

�與專案主題有關的部分才需要交代與專案主題有關的部分才需要交代與專案主題有關的部分才需要交代與專案主題有關的部分才需要交代

�要有明確有效的測量要有明確有效的測量要有明確有效的測量要有明確有效的測量工具工具工具工具；；；；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時機時機時機時機；；；；

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及正確分析及正確分析及正確分析及正確分析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說明測量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及正確分析及正確分析及正確分析及正確分析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原因分析依分類原則書寫原因分析依分類原則書寫原因分析依分類原則書寫原因分析依分類原則書寫((((例如例如例如例如:4P:4P:4P:4P原則原則原則原則))))，，，，以加強以加強以加強以加強
邏輯性邏輯性邏輯性邏輯性

審查委員只能靠書面資料去想像問題及現況審查委員只能靠書面資料去想像問題及現況審查委員只能靠書面資料去想像問題及現況審查委員只能靠書面資料去想像問題及現況，，，，請努力將問題請努力將問題請努力將問題請努力將問題
情境跟分析過程寫清楚情境跟分析過程寫清楚情境跟分析過程寫清楚情境跟分析過程寫清楚；；；；讓人摸不著頭緒的內容可能也會讓人摸不著頭緒的內容可能也會讓人摸不著頭緒的內容可能也會讓人摸不著頭緒的內容可能也會
影響其他部分的評分影響其他部分的評分影響其他部分的評分影響其他部分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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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要因圖特性要因圖特性要因圖特性要因圖(置於置於置於置於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或或或或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皆可皆可皆可皆可)

�又稱因果圖又稱因果圖又稱因果圖又稱因果圖、、、、石川圖石川圖石川圖石川圖、、、、魚骨圖魚骨圖魚骨圖魚骨圖

�用以探索問題與原因之間的關係用以探索問題與原因之間的關係用以探索問題與原因之間的關係用以探索問題與原因之間的關係。。。。

�焦點問題寫在焦點問題寫在焦點問題寫在焦點問題寫在右邊右邊右邊右邊((((魚頭魚頭魚頭魚頭))))，，，，再自左至右劃再自左至右劃再自左至右劃再自左至右劃�焦點問題寫在焦點問題寫在焦點問題寫在焦點問題寫在右邊右邊右邊右邊((((魚頭魚頭魚頭魚頭))))，，，，再自左至右劃再自左至右劃再自左至右劃再自左至右劃
一一一一箭頭直線箭頭直線箭頭直線箭頭直線

�寫出導致問題的因素寫出導致問題的因素寫出導致問題的因素寫出導致問題的因素，，，，成為支箭成為支箭成為支箭成為支箭，，，，通常以通常以通常以通常以
4M1E或或或或4P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分類分類分類分類，，，，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勿超過勿超過勿超過勿超過8888支支支支
(Ishikawa(Ishikawa(Ishikawa(Ishikawa，，，，1982) 1982) 1982)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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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要因圖示例特性要因圖示例特性要因圖示例特性要因圖示例

大骨

60 度角 背骨

魚頭

品質

大要因

60 度角 背骨

細骨 ( 細要因素 )

小骨 ( 次要因素 )

中骨 ( 主要因素 )

品質

特性



現況分析完成後的自我檢視現況分析完成後的自我檢視現況分析完成後的自我檢視現況分析完成後的自我檢視

�將魚骨圖畫出來將魚骨圖畫出來將魚骨圖畫出來將魚骨圖畫出來，，，，確認魚頭確認魚頭確認魚頭確認魚頭(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跟魚骨跟魚骨跟魚骨跟魚骨(導因導因導因導因)之之之之
間的間的間的間的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因果關係是否成立是否成立是否成立是否成立?
�乳癌病人因為乳癌病人因為乳癌病人因為乳癌病人因為知識不足知識不足知識不足知識不足，，，，所以導致所以導致所以導致所以導致自我照顧認知不足自我照顧認知不足自我照顧認知不足自我照顧認知不足?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缺乏稽核制度缺乏稽核制度缺乏稽核制度缺乏稽核制度，，，，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乳癌病人自我照顧認知不足乳癌病人自我照顧認知不足乳癌病人自我照顧認知不足乳癌病人自我照顧認知不足?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魚頭的措詞魚頭的措詞魚頭的措詞魚頭的措詞與現況分析中一致與現況分析中一致與現況分析中一致與現況分析中一致�確認確認確認確認魚頭的措詞魚頭的措詞魚頭的措詞魚頭的措詞與現況分析中一致與現況分析中一致與現況分析中一致與現況分析中一致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魚骨所使用的措詞魚骨所使用的措詞魚骨所使用的措詞魚骨所使用的措詞與現況分析一致與現況分析一致與現況分析一致與現況分析一致

�確認每一根魚骨確認每一根魚骨確認每一根魚骨確認每一根魚骨(導因導因導因導因)都在現況分析中有客觀的都在現況分析中有客觀的都在現況分析中有客觀的都在現況分析中有客觀的
證據證據證據證據



四四四四、、、、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5 分分分分

1.問題之確立與現況分析相關問題之確立與現況分析相關問題之確立與現況分析相關問題之確立與現況分析相關(3) 
2.問題與導因之因果陳述正確問題與導因之因果陳述正確問題與導因之因果陳述正確問題與導因之因果陳述正確(2) 
─確認問題與主題相關且明確確認問題與主題相關且明確確認問題與主題相關且明確確認問題與主題相關且明確，，，，建議以建議以建議以建議以「「「「病人導向病人導向病人導向病人導向/病人中病人中病人中病人中
心心心心」」」」書寫書寫書寫書寫。。。。

─問題因果陳述要明確問題因果陳述要明確問題因果陳述要明確問題因果陳述要明確。。。。例如使用特性要因圖例如使用特性要因圖例如使用特性要因圖例如使用特性要因圖:
(1)特性要因圖的特性要因圖的特性要因圖的特性要因圖的「「「「魚頭魚頭魚頭魚頭」」」」即問題點即問題點即問題點即問題點---果果果果。。。。

(2)列出主要肇因列出主要肇因列出主要肇因列出主要肇因(由現況分析所得由現況分析所得由現況分析所得由現況分析所得)；；；；導致魚頭的魚骨即導致魚頭的魚骨即導致魚頭的魚骨即導致魚頭的魚骨即
導因導因導因導因---因因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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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的要點的要點的要點的要點

�寫法並未有統一規定寫法並未有統一規定寫法並未有統一規定寫法並未有統一規定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寫出焦點問題寫出焦點問題寫出焦點問題寫出焦點問題、、、、及導致焦點問題的原因及導致焦點問題的原因及導致焦點問題的原因及導致焦點問題的原因，，，，以以以以「「「「病人導向病人導向病人導向病人導向
////病人中心病人中心病人中心病人中心」」」」書寫書寫書寫書寫，，，，突顯重要性突顯重要性突顯重要性突顯重要性

23

////病人中心病人中心病人中心病人中心」」」」書寫書寫書寫書寫，，，，突顯重要性突顯重要性突顯重要性突顯重要性

�可視為現況分析內容的統整性整理可視為現況分析內容的統整性整理可視為現況分析內容的統整性整理可視為現況分析內容的統整性整理

�常輔以特性要因圖作圖示說明常輔以特性要因圖作圖示說明常輔以特性要因圖作圖示說明常輔以特性要因圖作圖示說明((((若現況分析未用若現況分析未用若現況分析未用若現況分析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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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專案目的專案目的專案目的專案目的5 分分分分

1.目的合理目的合理目的合理目的合理(2) 
2.具體可測量具體可測量具體可測量具體可測量(3) 

1.合理合理合理合理：：：：能說明訂定目的指標之依據理由能說明訂定目的指標之依據理由能說明訂定目的指標之依據理由能說明訂定目的指標之依據理由（（（（如文獻如文獻如文獻如文獻、、、、標竿標竿標竿標竿
、、、、醫院政策等醫院政策等醫院政策等醫院政策等）。）。）。）。、、、、醫院政策等醫院政策等醫院政策等醫院政策等）。）。）。）。

2.具體具體具體具體、、、、可測量可測量可測量可測量：：：：應具體可測量應具體可測量應具體可測量應具體可測量(量化量化量化量化)，，，，以利比較改善前以利比較改善前以利比較改善前以利比較改善前
後差異之數據後差異之數據後差異之數據後差異之數據。。。。

3.3.3.3.應包含應包含應包含應包含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及及及及設定理由設定理由設定理由設定理由



專案目的訂定之依據專案目的訂定之依據專案目的訂定之依據專案目的訂定之依據，，，，可參考可參考可參考可參考:

�WHO所訂的標準所訂的標準所訂的標準所訂的標準

�國家衛生政策國家衛生政策國家衛生政策國家衛生政策

�醫院品質閾值醫院品質閾值醫院品質閾值醫院品質閾值

25

�醫院品質閾值醫院品質閾值醫院品質閾值醫院品質閾值

�標竿醫院或其他醫學中心的常模標竿醫院或其他醫學中心的常模標竿醫院或其他醫學中心的常模標竿醫院或其他醫學中心的常模

�文獻中的建議文獻中的建議文獻中的建議文獻中的建議

�由小組成員自訂由小組成員自訂由小組成員自訂由小組成員自訂(無法找到合適的參考值時無法找到合適的參考值時無法找到合適的參考值時無法找到合適的參考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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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文獻查證文獻查證文獻查證文獻查證10 分分分分

1.應呈現與主題相關之概念應呈現與主題相關之概念應呈現與主題相關之概念應呈現與主題相關之概念(3) 
2.文獻整理有系統文獻整理有系統文獻整理有系統文獻整理有系統、、、、有組織有組織有組織有組織、、、、有條理有條理有條理有條理、、、、與主與主與主與主
題相關題相關題相關題相關(4) 

3.能呈現與解決辦法相關之文獻能呈現與解決辦法相關之文獻能呈現與解決辦法相關之文獻能呈現與解決辦法相關之文獻(3) 3.能呈現與解決辦法相關之文獻能呈現與解決辦法相關之文獻能呈現與解決辦法相關之文獻能呈現與解決辦法相關之文獻(3) 
�文獻應在文獻應在文獻應在文獻應在5 年內年內年內年內，，，，包含中包含中包含中包含中、、、、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引用文獻以期刊為主引用文獻以期刊為主引用文獻以期刊為主引用文獻以期刊為主、、、、使用第一手資料使用第一手資料使用第一手資料使用第一手資料

�依學會規定書寫依學會規定書寫依學會規定書寫依學會規定書寫--APA 第第第第6 版格式進行引用版格式進行引用版格式進行引用版格式進行引用

�將文獻進行重新組織後將文獻進行重新組織後將文獻進行重新組織後將文獻進行重新組織後，，，，再依自己的條理作呈現再依自己的條理作呈現再依自己的條理作呈現再依自己的條理作呈現
，，，，不可將他人的文句整段抄寫不可將他人的文句整段抄寫不可將他人的文句整段抄寫不可將他人的文句整段抄寫。。。。

�若有實證的文獻會更好若有實證的文獻會更好若有實證的文獻會更好若有實證的文獻會更好
2018/2/826



護理專案中護理專案中護理專案中護理專案中，，，，文獻查證之目的文獻查證之目的文獻查證之目的文獻查證之目的

�提供專案主題提供專案主題提供專案主題提供專案主題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即改善之必要性即改善之必要性即改善之必要性即改善之必要性))))

�找出可能使用的找出可能使用的找出可能使用的找出可能使用的解決方法解決方法解決方法解決方法

�找出過去找出過去找出過去找出過去類似專案的進行結果類似專案的進行結果類似專案的進行結果類似專案的進行結果以提供參考以提供參考以提供參考以提供參考�找出過去找出過去找出過去找出過去類似專案的進行結果類似專案的進行結果類似專案的進行結果類似專案的進行結果以提供參考以提供參考以提供參考以提供參考

�使專案的進行有使專案的進行有使專案的進行有使專案的進行有學理的依據學理的依據學理的依據學理的依據

�避免別人的錯誤避免別人的錯誤避免別人的錯誤避免別人的錯誤發生在自己身上發生在自己身上發生在自己身上發生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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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內容涵蓋的範圍文獻內容涵蓋的範圍文獻內容涵蓋的範圍文獻內容涵蓋的範圍

�突顯主題突顯主題突顯主題突顯主題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迫切性迫切性迫切性的文獻的文獻的文獻的文獻

�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理論或概念理論或概念理論或概念理論或概念

�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2018/2/828

�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與主題相關的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造成不良影響造成不良影響造成不良影響造成不良影響((((主題做不好主題做不好主題做不好主題做不好))))的的的的原因原因原因原因的文獻的文獻的文獻的文獻

�改善問題的改善問題的改善問題的改善問題的策略策略策略策略與方法與方法與方法與方法((((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問題解決後的問題解決後的問題解決後的問題解決後的成果或好處成果或好處成果或好處成果或好處



文獻與資料的來源文獻與資料的來源文獻與資料的來源文獻與資料的來源

�已出版的文獻已出版的文獻已出版的文獻已出版的文獻

�書籍書籍書籍書籍 學術期刊學術期刊學術期刊學術期刊 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

�電子期刊資料庫電子期刊資料庫電子期刊資料庫電子期刊資料庫((((華藝華藝華藝華藝CEPSCEPSCEPSCEPS電子期刊全文服務電子期刊全文服務電子期刊全文服務電子期刊全文服務，，，，中華中華中華中華

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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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

�政府出版品政府出版品政府出版品政府出版品

�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行政院衛生署資料庫行政院衛生署資料庫行政院衛生署資料庫行政院衛生署資料庫))))

�未出版的文獻未出版的文獻未出版的文獻未出版的文獻

�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A.P.A.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學術論文寫作要求的出版格式之一學術論文寫作要求的出版格式之一學術論文寫作要求的出版格式之一學術論文寫作要求的出版格式之一

�指美國心理協會指美國心理協會指美國心理協會指美國心理協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所出版的出版手冊所出版的出版手冊所出版的出版手冊所出版的出版手冊內所要求的寫作格式內所要求的寫作格式內所要求的寫作格式內所要求的寫作格式 。。。。

�詳細規範撰寫研究論文最常用的規定詳細規範撰寫研究論文最常用的規定詳細規範撰寫研究論文最常用的規定詳細規範撰寫研究論文最常用的規定，，，，包括包括包括包括﹕﹕﹕﹕（（（（1111））））文文文文
章結構章結構章結構章結構（（（（2222））））文獻引用文獻引用文獻引用文獻引用（（（（3333））））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4444））））圖表製作圖表製作圖表製作圖表製作（（（（5555
））））數字與統計符號數字與統計符號數字與統計符號數字與統計符號，，，，以及以及以及以及（（（（6666））））其他常用格式其他常用格式其他常用格式其他常用格式…………等等等等。。。。

�APA出版手冊於出版手冊於出版手冊於出版手冊於1944年出版年出版年出版年出版﹐﹐﹐﹐1974年二版年二版年二版年二版﹐﹐﹐﹐ 1983年三版年三版年三版年三版，，，，
1994年第四版年第四版年第四版年第四版，，，，於於於於2001年年年年發行第五版發行第五版發行第五版發行第五版，，，，2009年年年年第六版問世第六版問世第六版問世第六版問世。。。。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台灣護理學會的要求為台灣護理學會的要求為台灣護理學會的要求為台灣護理學會的要求為APAAPAAPAAPA第六版格式第六版格式第六版格式第六版格式((((唯中文文獻唯中文文獻唯中文文獻唯中文文獻
不需加英譯不需加英譯不需加英譯不需加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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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格式與範例格式與範例格式與範例格式與範例〈〈〈〈第六版第六版第六版第六版〉〉〉〉文獻列表文獻列表文獻列表文獻列表 2/3
詳見護理學會網站詳見護理學會網站詳見護理學會網站詳見護理學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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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格式與範例格式與範例格式與範例格式與範例〈〈〈〈第六版第六版第六版第六版〉〉〉〉文獻列表文獻列表文獻列表文獻列表 3/3
詳見護理學會網站詳見護理學會網站詳見護理學會網站詳見護理學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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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25 分分分分

1.應針對問題提出可行方案並有足夠理由支持建議方案應針對問題提出可行方案並有足夠理由支持建議方案應針對問題提出可行方案並有足夠理由支持建議方案應針對問題提出可行方案並有足夠理由支持建議方案(5) 
2.能呈現正確且完整的執行計畫進度能呈現正確且完整的執行計畫進度能呈現正確且完整的執行計畫進度能呈現正確且完整的執行計畫進度，，，，如甘特圖如甘特圖如甘特圖如甘特圖(5) 
3.計畫期計畫期計畫期計畫期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內容詳實(5) 
4.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內容詳實並有描述並有描述並有描述並有描述所遭遇之困難與修正情形所遭遇之困難與修正情形所遭遇之困難與修正情形所遭遇之困難與修正情形(5) 4.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內容詳實並有描述並有描述並有描述並有描述所遭遇之困難與修正情形所遭遇之困難與修正情形所遭遇之困難與修正情形所遭遇之困難與修正情形(5) 
5.評值期評值期評值期評值期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內容詳實，，，，並說明並說明並說明並說明評值期間評值期間評值期間評值期間、、、、工具工具工具工具、、、、人員人員人員人員、、、、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個案數個案數個案數個案數(5) 

�具體說明整個專案進行的步驟與過程具體說明整個專案進行的步驟與過程具體說明整個專案進行的步驟與過程具體說明整個專案進行的步驟與過程

�執行過程的分期執行過程的分期執行過程的分期執行過程的分期：：：：計劃期計劃期計劃期計劃期、、、、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評值期評值期評值期評值期。。。。

�訂定執行計劃訂定執行計劃訂定執行計劃訂定執行計劃、、、、進度進度進度進度、、、、以以以以甘特圖甘特圖甘特圖甘特圖或或或或PDCA 方式呈現方式呈現方式呈現方式呈現
(timeline 要清楚要清楚要清楚要清楚）。）。）。）。

�說明執行內容說明執行內容說明執行內容說明執行內容，，，，步驟步驟步驟步驟、、、、細節細節細節細節、、、、困難困難困難困難、、、、修正修正修正修正(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2018/2/833



錯誤的錯誤的錯誤的錯誤的甘特圖甘特圖甘特圖甘特圖

4
月月月月

5月月月月 6
月月月月

7
月月月月

8月月月月 9月月月月 10月月月月

一一一一、、、、計畫期計畫期計畫期計畫期

1.主題選定主題選定主題選定主題選定

2.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

3.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

◎◎◎◎ ◎◎◎◎

◎◎◎◎ ◎◎◎◎

◎◎◎◎3.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問題確立

4.專案目的專案目的專案目的專案目的

5.文獻查證文獻查證文獻查證文獻查證

◎◎◎◎

◎◎◎◎ ◎◎◎◎

二二二二、、、、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 ◎◎◎◎ ◎◎◎◎ ◎◎◎◎ ◎◎◎◎ ◎◎◎◎ ◎◎◎◎ ◎◎◎◎ ◎◎◎◎

三三三三、、、、評值期評值期評值期評值期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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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執行期(執行過程執行過程執行過程執行過程)

�具體說明實際執行過程具體說明實際執行過程具體說明實際執行過程具體說明實際執行過程((((與甘梯圖一致與甘梯圖一致與甘梯圖一致與甘梯圖一致))))

�寫出執行期程寫出執行期程寫出執行期程寫出執行期程((((年月周年月周年月周年月周orororor日日日日~~~~年月周年月周年月周年月周orororor日日日日))))

�一個解決策略以一個段落呈現一個解決策略以一個段落呈現一個解決策略以一個段落呈現一個解決策略以一個段落呈現

35

�一個解決策略以一個段落呈現一個解決策略以一個段落呈現一個解決策略以一個段落呈現一個解決策略以一個段落呈現

�如如如如::::[[[[執行執行執行執行XXXXXXXX技巧在職教育訓練技巧在職教育訓練技巧在職教育訓練技巧在職教育訓練]]]]

�所有的解決策略實際如何進行所有的解決策略實際如何進行所有的解決策略實際如何進行所有的解決策略實際如何進行????

�執行人員執行人員執行人員執行人員？？？？何時何時何時何時？？？？何地何地何地何地？？？？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如何進行及進行什麼如何進行及進行什麼如何進行及進行什麼如何進行及進行什麼????

6W:how when where what who how6W:how when where what who how6W:how when where what who how6W:how when where what who how

2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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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結果評值結果評值結果評值結果評值10 分分分分
1.能有效的解決問題能有效的解決問題能有效的解決問題能有效的解決問題，，，，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2) 
2.能說明附帶成效或導因改善情形能說明附帶成效或導因改善情形能說明附帶成效或導因改善情形能說明附帶成效或導因改善情形(2) 
3.能呈現效果維持能呈現效果維持能呈現效果維持能呈現效果維持(2) 
4.問題解決後對護理專業有所貢獻問題解決後對護理專業有所貢獻問題解決後對護理專業有所貢獻問題解決後對護理專業有所貢獻(4) 

另段文字做總結性描述另段文字做總結性描述另段文字做總結性描述另段文字做總結性描述:
1.有效解決問題有效解決問題有效解決問題有效解決問題，，，，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若未達成亦可若未達成亦可若未達成亦可若未達成亦可，，，，但需說但需說但需說但需說1.有效解決問題有效解決問題有效解決問題有效解決問題，，，，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達成專案目的；；；；若未達成亦可若未達成亦可若未達成亦可若未達成亦可，，，，但需說但需說但需說但需說
明理由明理由明理由明理由，，，，交待合理原因及未來方向交待合理原因及未來方向交待合理原因及未來方向交待合理原因及未來方向。。。。

2.問題解決後對護理專業有貢獻之判定原則問題解決後對護理專業有貢獻之判定原則問題解決後對護理專業有貢獻之判定原則問題解決後對護理專業有貢獻之判定原則：：：：除達成設定除達成設定除達成設定除達成設定
目的外目的外目的外目的外，，，，並有下列任一項即視為有專業貢獻並有下列任一項即視為有專業貢獻並有下列任一項即視為有專業貢獻並有下列任一項即視為有專業貢獻。。。。

3.結果評值的內容除評值目的達成程度外結果評值的內容除評值目的達成程度外結果評值的內容除評值目的達成程度外結果評值的內容除評值目的達成程度外，，，，尚可包括尚可包括尚可包括尚可包括負面負面負面負面
影響改變程度影響改變程度影響改變程度影響改變程度、、、、導因處理程度導因處理程度導因處理程度導因處理程度及及及及其它附帶成效其它附帶成效其它附帶成效其它附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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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結論結論結論結論10 分分分分

1.能討論解決問題的限制能討論解決問題的限制能討論解決問題的限制能討論解決問題的限制(3) 
2.能討論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的助力與阻力能討論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的助力與阻力能討論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的助力與阻力能討論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的助力與阻力(4) 
3.根據結果對護理業務及日後進一步探討提根據結果對護理業務及日後進一步探討提根據結果對護理業務及日後進一步探討提根據結果對護理業務及日後進一步探討提3.根據結果對護理業務及日後進一步探討提根據結果對護理業務及日後進一步探討提根據結果對護理業務及日後進一步探討提根據結果對護理業務及日後進一步探討提
出建議出建議出建議出建議(3) 
1.應敘述執行過程中遭遇之助力與阻力。(延伸成延伸成延伸成延伸成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應說出解決問題的限制（不應只陳述時間與金錢
之限制）。 (延伸成建議延伸成建議延伸成建議延伸成建議)

3.應提出對護理專業或未來探討之建議。
2018/2/837



結論的內容架構結論的內容架構結論的內容架構結論的內容架構

1. 第一段先簡述專案對臨床實務的意義第一段先簡述專案對臨床實務的意義第一段先簡述專案對臨床實務的意義第一段先簡述專案對臨床實務的意義，，，，再提出再提出再提出再提出
使專案順利執行的使專案順利執行的使專案順利執行的使專案順利執行的關鍵助力關鍵助力關鍵助力關鍵助力為何為何為何為何?以提醒後人若以提醒後人若以提醒後人若以提醒後人若
執行相似專案執行相似專案執行相似專案執行相似專案，，，，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不可或缺的執行重點不可或缺的執行重點不可或缺的執行重點不可或缺的執行重點

2. 第二段對專案提出第二段對專案提出第二段對專案提出第二段對專案提出檢討與反省檢討與反省檢討與反省檢討與反省，，，，是否有遇到阻是否有遇到阻是否有遇到阻是否有遇到阻
力或限制力或限制力或限制力或限制?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並並並並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以建議後以建議後以建議後以建議後力或限制力或限制力或限制力或限制?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並並並並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以建議後以建議後以建議後以建議後
人若執行相關專案人若執行相關專案人若執行相關專案人若執行相關專案，，，，可如何做事前的規劃準備可如何做事前的規劃準備可如何做事前的規劃準備可如何做事前的規劃準備
以強化專案成效以強化專案成效以強化專案成效以強化專案成效

3. 第三段可加強延伸本專案的附帶成效第三段可加強延伸本專案的附帶成效第三段可加強延伸本專案的附帶成效第三段可加強延伸本專案的附帶成效

總之總之總之總之，，，，結論的主要內容是用自己的文字去作檢討跟結論的主要內容是用自己的文字去作檢討跟結論的主要內容是用自己的文字去作檢討跟結論的主要內容是用自己的文字去作檢討跟
改進改進改進改進，，，，提出提出提出提出“好還可以更好好還可以更好好還可以更好好還可以更好”的具體建議的具體建議的具體建議的具體建議



十十十十、、、、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5 分分分分

1.撰寫方法正確且依據撰寫方法正確且依據撰寫方法正確且依據撰寫方法正確且依據APA格式格式格式格式(3) 
2.與內文引用文獻一致與內文引用文獻一致與內文引用文獻一致與內文引用文獻一致(2) 

�1.撰寫方法正確撰寫方法正確撰寫方法正確撰寫方法正確。。。。�1.撰寫方法正確撰寫方法正確撰寫方法正確撰寫方法正確。。。。

�2.所列資料應與內文引用一致所列資料應與內文引用一致所列資料應與內文引用一致所列資料應與內文引用一致。。。。

�3.參考文獻含中參考文獻含中參考文獻含中參考文獻含中、、、、英文文獻英文文獻英文文獻英文文獻。。。。

�4.雖雖雖雖然繁複然繁複然繁複然繁複，，，，但最容易拿分但最容易拿分但最容易拿分但最容易拿分，，，，專案送出前要做專案送出前要做專案送出前要做專案送出前要做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不宜過於草率不宜過於草率不宜過於草率不宜過於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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