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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專題研究及實作暨實證競賽簡章 

壹、 競賽目的：為提升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學生之專題實作能力及創作表現，並提供其發

表機會；本競賽同時也提供中區各護理學校學生及臨床人員相互交流與觀摩學習的機會。 

貳、 主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 

參、 活動時間：110年 3月 4日(四) 13:00~16:35。 

肆、 活動地點：弘光科技大學 L棟生活應用大樓國際會議廳。 

伍、 參加對象：中區醫護類科技職校院在學學生(含專科、大學)、中區醫院臨床人員，歡迎

組隊參加。 

陸、 報名方式 

一、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方式，報名網址為：

https://forms.gle/rWkrbo8KMWuXHNdi7。 

二、 即日起開放報名，於 110年 1月 28日（四）前完成報名並傳送資料至

nurschool@hk.edu.tw，傳送資料包括：參賽摘要表(格式如附件一、二)及所有參

賽者簽名之參賽同意書掃描檔(格式如附件三)。 

三、 110 年 2 月 18 日(四)將於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網頁公告通過初賽名單，110 年

3月 4日(四)進行複賽。 

四、 競賽聯絡人：護理學院賴淑珍助理 04-26318652轉 3101。 

五、 簡章請至本學院網頁：http://nurschool.hk.edu.tw/competition/news.php?class=201查

詢下載。 

柒、 競賽及評分標準 

一、 競賽方式： 

(一) 初賽：依據各類別內容重點進行書面審查，每一類別錄取 8名。 

(二) 複賽：每一類組初賽第 1~3名以口頭發表進行複賽。 

每一類組初賽第 4~8名以海報發表進行複賽。 

1. 口頭發表： 

(1) 報告順序：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定，於公告初審名單時一併公布。 

(2) 報告時間：每組之報告者有 15分鐘時間，口頭報告以 10分鐘為原則，預

留 5分鐘作為問題回答時間，計時人員會於 8分鐘時按 1聲短鈴提示，10

分鐘時按 2聲長鈴結束，未按時間結束將予扣分。 

(3) 比賽當天之簡報檔案請於 110年 3月１日(一)進行複賽前繳交檔案至護理

學院辦公室或 mail至 nurschool@hk.edu.tw，比賽當天不接受更改簡報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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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報發表： 

(1) 海報規格：限一張直式全開海報【80cm（寬）×110cm（長）】，請務必依主

辦單位通知時間前往布置(主辦單位會提供看板及固定工具)。 

(2) 海報內容包含:  

A. 固定標題：109學年度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專題研究及實作暨實證競賽 

B. 題目 

C. 作者、指導教師之姓名及所屬單位 

D. 發表內容：(擇一種方式) 

a) 以論文結構式方式書寫，內容包括背景與動機、目的、方法、結果、

討論與結論。 

b) 以實證護理結構書寫，內容則包括臨床現象/背景、目的、文獻評讀、

臨床應用建議(3A組)/臨床應用及成效(5A組)。 

(3) 各作品限由報名之參賽成員向評審進行 5分鐘作品說明與展示，指導教師

與非參賽成員不得從旁進行協助與提示，違反規定者，評審委員不予計分，

負責講解同學必須依規定時間於展覽位置就實地展示之海報備詢，以利評

審委員評分，講解順序依報名先後排定，於公告初審名單時一併公布。 

二、 競賽類別： 

(一) 專題研究與實作：限本校護理學院學生(含專科、大學、碩博士生)參賽。 

參賽者發表，透過整合知識及創新實作尋求解決問題的團體合作研究結果。 

(二) 臨床實證問題(3A)：限中區醫護類科技職校院在學學生(含專科、大學、碩博

士生)參賽。 

1. 參賽者發表由臨床現象形成實證問題及文獻蒐集與評讀結果，並做出臨床

應用的建議。 

2. 重點：需要說明特定的臨床問題的嚴重度、範圍與重要性，形成 PICO(T)，

透過系統性文獻查證與評讀後，就可能的臨床應用提出建議。 

3. 內容要求: 

(1) 說明特定的臨床問題並形成實證問題 

(2) 系統性文獻搜尋過程及結果 

(3) 評讀並統整文獻間的異同 

(4) 就證據可能的臨床應用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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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臨床實證應用(5A)：限臨床人員參賽。 

1. 參賽者需呈現實證問題與系統性文獻評讀，並需將其文獻結果實踐於臨床

應用，以驗證其實證結果對實證問題的成效。 

2. 重點：說明實證問題與文獻評讀後臨床應用的建議後，將其實踐於臨床情境

驗證對解決實證問題的成效。 

3. 內容要求: 

(1) 說明臨床問題的實證問題 PICO(T) 

(2) 說明使用系統性文獻查證與評讀的方法下，對臨床應用的建議 

(3) 說明驗證的情境、對象、方法 

(4) 就證據用來解決臨床問題做出結論 

三、評分標準： 

主辦單位每一類別聘任 3 位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依照評分項目內容給

予評分，選出得獎作品。 

(一) 初賽書面審查： 

1. 創新性 25% 

2. 實用性 25% 

3. 完整性 25% 

4. 正確性 25% 

5. 英文發表者外加總分 3分 

(二) 口頭發表：  

1. 內容 (含創新性、實用性、完整性、詳實性、正確性)佔 60% 

2. 問題回答佔 20% 

3. 時間掌控佔 10% 

4. 台風、儀容佔 10% 

5. 英文發表者外加總分 3分 

(三) 海報發表： 

1. 內容(創意、吸引力、應用性、理解性、正確性) 佔 60% 

2. 整體造型(海報規劃、美觀、色彩) 佔 20% 

3. 學生應答表現(對專題內容的瞭解、表達能力) 佔 20%。 

4. 英文發表者外加總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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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獎勵內容 

(一) 獎項與獎勵：(依照參賽作品的品質，必要時可從缺) 

1. 口頭發表：每一類組各評選出前三名，分別獲得獎狀乙紙，獎金 3000、2500、

2000元；優勝獎 3名，獲得獎狀乙紙。 

2. 海報發表：每一類組各評選出前三名，分別獲得獎狀乙紙，獎金 1000、800、500

元；優勝獎 3名，獲得獎狀乙紙。 

(二) 海報發表競賽每組補助 500元印製費用(實支實付)。 

(三) 每一位進入複賽的同學及指導教師皆可獲參賽證明。 

(四) 獲獎之指導教師將獲頒感謝狀。 

(五) 專題研究實作類別進入複賽之隊伍，將獲本校推薦參加 109年度「全國技專校院

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若未參加，則取消得獎資格。 

(六) 得獎名單於比賽結束成績評定後，公布於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網頁，以供查詢。 

(七) 專題研究實作類別得獎作品將收錄於弘光科技大學機構典藏區，得獎作品之參賽

者與指導教師，須簽「弘光科技大學圖書資訊中心機構典藏徵集作品著作權授權

同意書」。 

玖、 活動時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13:00~13:20 
報到/簽到 

海報張貼 

13:20~13:30 開幕式 

13:30~16:00 口頭發表競賽 海報發表競賽 

16:00~16:15 中場休息暨海報觀摩  

16:15~16:25 評審講評 

16:25~16:35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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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注意事項 

(一) 參加競賽或獲獎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

體事實則追回原發給之獎狀及禮品。 

(二) 參加競賽或獲獎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追回

入圍資格與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三) 口頭發表及海報競賽評比時，請參賽之指導教師自行迴避。 

(四) 若當次競賽參賽案件不足得由主辦單位調整競賽類別。 

(五) 參賽海報於頒獎結束後，前三名海報將留置學院公開展示，其餘海報請自行取回，

逾時將由主辦單位協助撤除海報，並不具保管海報的責任。 

(六) 全體著作權人需同意主辦單位對作品摘要進行刊登、展示及推廣教育。 

(七) 因應 COVID-19 疫情，凡須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或有發燒症狀者，勿參加研習會；

並請與會者全程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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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適用專題研究實作類別)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專題研究及實作暨實證競賽 

摘要表 

（含標題字數 350-600 字，若選擇以英文發表，請以英文呈現，英文摘要字數

350-500字之間，內容請依照標題及順序呈現） 

專題題目:(無論中文發表或英文發表，請中英文並陳) 

 

一、背景與動機(Background/Motivation)： 

二、目的(Purpose)：  

三、方法(Methods)：  

四、結果(Result)：  

五、討論與結論(Discussion/Conclusion)： 

 

關鍵詞(Keywords)：(無論中文發表或英文發表，請中英文並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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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適用臨床實證問題、臨床實證應用類別)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專題研究及實作暨實證競賽 

摘要表 

（含標題字數 350-600 字，若選擇以英文發表，請以英文呈現，英文摘要字數

350-500字之間，內容請依照標題及順序呈現） 

專題題目:(無論中文發表或英文發表，請中英文並陳) 

 

一、臨床現象/背景(Clinical phenomena /background)： 

二、目的(Purpose)：  

三、搜尋文獻方法(Searching methods)：  

四、文獻評讀(Appraisal of literature)：  

五、臨床應用建議(3A組)/臨床應用及成效(5A組)( Clinical recommendations 

(3A)/ Clinical results(5A))： 

 

關鍵詞(Keywords)：(無論中文發表或英文發表，請中英文並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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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專題研究及實作暨實證競賽 

參賽同意書 

參加類別 □專題研究實作 □臨床實證問題 □臨床實證應用 

請

擇

一

填

寫 

學生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別：_____________ 

1.□日間部  □進修部 

2.□五專    □二技    □四技    □碩士     □博士 

臨床 

人員 醫院：               單位 : _____________ 

主題名稱 
 

(請中英文並列) 

 姓名 當天是否出席  姓名 當天是否出席 

通訊作者 

(指導教師) 
 是 否 第三作者 □ 是 否 

第一作者  是 否 第四作者 □ 是 否 

第二作者  是 否 第五作者 □ 是 否 

不足可自行

增列 
     

聯絡人姓名  手機  e-mail  

指導教師姓名  手機  e-mail  

指導教授 

簽章 

 

所有參賽人

員簽章 

 

備註： 

1. 本表請以電腦繕打 

2. 獲獎作品若經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凡違反倫理，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侵

害，且有具體事實者，除追回原發給之獎狀及獎金，並自負法律責任。 

3. 全體著作權人需同意主辦單位對作品摘要進行刊登、展示及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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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交通資訊 

【國道一號】 

●南下/北上 

自中山高速公路 →請下 178.6KM 中港/沙鹿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出口→接省道 往沙鹿方向沿台灣大道→台

灣大道六段→約 10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國道三號】 

●北上 

自第二高速公路 →請下 182.8KM 龍井/台中交流道→往台中方向出口→第一個紅綠燈(約 700 公尺)左轉→往省

道 沙鹿方向行駛→至台灣大道六段→約 3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南下 

自第二高速公路 →請下 176.1KM 沙鹿/沙鹿交流道→往沙鹿方向出口→往省道 至台灣大道六段左轉→約 3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中彰快速道路】 

中彰快速道路→請下 11KM 西屯 3 交流道(西屯交流道)→經西屯路→至玉門路左轉→至台灣大道右轉→台灣大道

→約 8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搭乘公車或火車】 

●搭公車(如國光客運、統聯客運)往台中者： 

請搭乘經中港交流道(或台中車站)的班次，下交流道後第一站「朝馬」站即下車，至台灣大道改搭巨業(305、

306)、統聯(304、307)、台中(301、302、303、308)客運或搭雙截巴士(300)，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20 分鐘)。 

●自外縣市搭山線火車或國光客運至台中火車站者： 

請到台中火車站附近的巨業客運站、台中客運站、雙截巴士站，搭乘往大甲、清水、梧棲的班車在「弘光科技大

學」站下車(車程約 50 分鐘)。 

●搭海線火車者： 

請在沙鹿站下車後，至巨業客運沙鹿總站搭往台中的班車(沙鹿火車站－步行中正路－左轉沙田路－右轉中山

路)，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10 分鐘)。 

【搭乘高鐵】 

烏日站下車，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三十分鐘，亦可搭乘高鐵台中站免費快捷專車至東海大學站，再轉搭客運公車

到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