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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中文摘要 

關鍵詞：手部衛生、遵從率、霍桑效應、隱匿觀察、醫學教育 

手部衛生是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很重要的方法之一。有效且準

確的手部衛生觀察，可作為手部衛生推動的重要參考依據。公開觀察

與隱匿觀察所得到的手部衛生遵從率有所差別。本計畫藉由培訓醫學

相關科系學生作為手部衛生觀察員，來將手部衛生觀念向校園扎根，

並藉由這群學生進行手部衛生隱匿觀察，來比較公開觀察與隱匿觀察

結果之差異，進而評估手部衛生觀察中之霍桑效應。 

本計畫為一 2 年期計畫。在第一年度，我們成功舉辦第一屆全國

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且建構完成學生觀察員的培訓及認證

模式，成功培訓 43 位合格之學生觀察員，以隱匿觀察的方式完成 16284

個洗手機會之觀察。總洗手遵從率為 46.33%，洗手時機一至五的洗手

遵從率分別為 46.99%、42.31%、56.11%、58.61%、34.29%，依職業別

來看，護理人員的洗手遵從率為 52.26％，醫師則為 45.50％。與同時

期公開觀察的結果相比較，護士族群的洗手遵從率，公開觀察比隱匿

觀察高了 16.6％，醫師方陎則高了有 10.16%。由於隱匿觀察仍存在有

相當程度的取樣誤差，仍頇進行更多的手部衛生觀察與研究，方能更

精準描述霍桑效應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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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英文摘要 

keywords：hand hygiene, compliance, Hawthorne effect, covert observation, 

medical education 

Hand hygien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to reduce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Accurate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will 

help to promote hand hygiene campaig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when observation was made in public or 

in covert. To recruit medical students to become hand hygiene observer not 

only help them to be more familiar with hand hygiene, but also elucidate 

the effect of observer bias, also known as Hawthorne effect, by comparing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observed in public and in covert.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2-year study, we successfully held 1
st
 hand 

hygiene camp for medical students. We also established the model to train 

and verify medical students to become hand hygiene observer. A total of 43 

medical students passed the training, and 16284 hand hygiene opportunities 

were observed by them. The overall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was 46.33%. 

When the compliances we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five hand hygiene 

indications from 1 to 5, the results were 46.99%, 42.31%, 56.11%, 58.61%, 

34.29%, respectively. Nurses had a higher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52.26

％) than the doctors (45.50％). When the results of covert observation were 

compared to those observed in public,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of nurses 

were 16.6% higher when the observation was made in public, and for 

doctors, 10.16%. Since selection bias existed in the results of co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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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further study was needed to clarify the extent of Hawthorn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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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文 

一、 前言 

1. 手部衛生發展背景 

(1) 手部衛生已經被證實可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1最早的手部

衛生實證，可追溯到 160 年前，維也納醫師 Ignaz Semmelweis

因為洗手的介入，降低了產婦因為產褥熱而死亡的比率。2
 

(2) 西元 2009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首次頒佈了適用全球性

的手部衛生準則，3也提供了一系列的手部衛生工具箱，及提

供推廣策略，4於全球形成一股推動手部衛生的風潮。 

(3) 我國於是年貣，開始推動全國性的手部衛生推廣計畫，選定三

間醫院為手部衛生示範中心，並由醫策會協助制訂我國的手部

衛生指引，並執行手部衛生認證醫院計畫，改善各級醫院的洗

手設備、稽核各醫院的手部衛生遵從率，並將手部衛生的觀念

推動到全國各醫療院所。 

2. 手部衛生遵從率的觀察 

(1) 手部衛生遵從率的觀察(observation)相當重要，其結果可以提

供醫療機構作為往後改善手部衛生的重要參考，也可提供給衛

生主管機關作為往後制訂醫療政策的依據。為手部衛生觀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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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複雜性。首先，觀察員必頇先經過訓練，明白手部衛生的

原理及執行，再來，觀察員必頇經過認證，以使觀察能夠正確，

且觀察員之間的一致性才會高。5
 

(2) 手部衛生的觀察方式大致可分成兩大類：直接觀察法(direct 

observation)與間接觀察法(indirect observation) 

A. 直接觀察法(direct observation)：包括直接觀察、病人觀察

填報、醫護人員自我填報。 

B. 間接觀察法(indirect observation)：包括藉由洗手劑、洗手用

品的耗用量來間接量測手部衛生行為；或經由洗手設備附

近裝設的感應器來觀察使用頻次；6或經由監視器觀察。 

C. 直接觀察法的優點有：可以得知洗手動作與洗手時機的關

係、精確；缺點則是：耗費時間與人力、觀測員需要訓練

及認證。3
 

D. 病人觀察填報的優點有：方便、節省人力及成本；缺點則

有：病人沒有經過觀測訓練、可能會增加醫病緊張關係。3
 

E. 醫護人員自我填報的優點有：方便、節省人力及成本；缺

點則是：常常會高估、無法定期回報、無法發現自己的缺

點（死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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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直接觀察法為目前觀察的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7
WHO

的手部衛生準則參考過去的文獻後，8, 9就是建議使用直接

觀察法。3
 

G. 直接觀察又可依被觀察對象是否知道有人在旁觀察，分成

公開觀察、或是隱匿觀察兩類。依據過往文獻顯示，公開

觀察與隱匿觀察所得到的手部衛生遵從率有 7-16％的差

距，也就是所謂的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10-13也有

文獻比較隱匿觀察與含酒精性洗手劑耗用量之間的關係。

14
 

3. 手部衛生遵從率觀察的誤差來源 3
 

(1) 觀察誤差（observation bias）：因為知道有第三者在旁觀察，影

響到自己的行為，一般會提高手部衛生遵從率，也就是所謂的

霍桑效應。 

(2) 觀測者誤差（observor bias）：包括觀測者之間對洗手時機/機

會的認知不同、觀測者本身的判斷錯誤、觀察錯誤等。 

(3) 取樣誤差（selection bias）：包括觀察的樣本數不夠多、不夠分

散、不夠具代表性。 

(4) 減少直接觀察法誤差的方式有： 

A. 適當的觀測員訓練：一致性的教材、訓練者及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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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嚴謹的觀測員認證：通過認證才能觀測、並且持續教育或

認證 

C. 合適的觀察樣本：樣本數足夠，觀測對象、地點與時間夠

帄均 

D. 隱匿觀察：將霍桑效應降到最低。 

(5) 2011 年醫策會針對全國參加手部衛生認證醫院，所進行的外

部稽核結果顯示：我國醫院的手部衛生遵從率相當高，帄均高

達八成，這個數據與過往國內外的文獻相較，真是數一數二的

高。其中是否存在觀察的誤差？若有，又是何種誤差？又，霍

桑效應的影響有多大？在在都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回答。 

4. 推行手部衛生的困境與突破 

(1) 手部衛生推動的歷史由來已久，但遵從率仍然偏低，顯然有許

多困境或阻礙存在。經過 2010-2011 年醫策會執行疾病管制局

委辦之手部衛生認證醫院後，絕大多數醫院的硬體設備堪稱充

足，教育訓練也多有進行。現階段常見的困境包括有：醫師遵

從率偏低、人力不足、預算不足、特殊病房推動不易、洗手文

化難以建立、長官不支持等，其中醫師遵從率偏低是國內外、

古今皆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要如何突破呢？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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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實證與實例告訴醫師洗手的重要性 

B. 從醫學教育著手 

C. 將洗手技術與知識併入醫學生或醫師的必通過項目 

D. Role modeling 

E. 旁人協助提醒醫師洗手 

(2) 許多醫師在養成教育中，並沒有接受手部衛生的觀念及洗手方

式的教導。他們自然而然的沒有洗手概念，認為不洗手也不會

怎麼樣，畢竟自己已經那麼多年都沒有好好洗手了。由此可

知：手部衛生的教育，有必要向下扎根到醫學院校的教育中，

讓醫學相關科系的學生在學生階段，就獲得手部衛生的概念。 

5. 醫學教育導入手部衛生 

(1) 手部衛生的觀念以及習慣，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與培養。如果我

們在醫學相關學系的學生（以下簡稱醫學生）還在學的階段，

就開始教導他們手部衛生的觀念、培養他們洗手的習慣，相信

對他們往後的醫學生涯，會有根本性的影響。 

(2) 目前為止，醫學教育中針對手部衛生的課程仍然相當有限。 

(3) 由於洗手不只是一種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要能養成習慣、

變成信仰的一部份。要使用何種教育方式，最有效地感染醫學

生，使之有洗手的習慣與信仰，仍然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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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醫學相關科系學生進行隱匿觀察 

(1) 以上所述，我們希望將手部衛生直接觀察的誤差降至最低，且

希望能夠在醫學教育中導入手部衛生，那是否存在有結合兩者

的方式呢？ 

(2) 醫學相關科系學生在見、實習階段，往往需要在醫療現場，第

一線從事醫療行為，也可以跟各類醫療人員有互動。 

(3) 如果我們將醫學相關科系學生訓練成為手部衛生觀察員，以進

行隱匿觀察的話，除了可以使之清楚手部衛生的概念與實際執

行情形外，也可以在第一線的醫療現場（也就是照護點），觀

察到醫護人員洗手的真實狀況，讓霍桑效應降至最低。 

(4) 隱匿觀察手部衛生在文獻上的報導並不多，且其進行方式並非

全然是在醫療相關人員不知情的狀況下進行觀察。如果我們要

將此作法更細緻化、更標準化，或更客觀評量其效益，則需要

更多的醫學相關科系學生加入，並觀察更長的時間、累積更多

的洗手機會觀察數目。因此我們將執行此一研究，來回答前述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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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材料與方法 

1. 本研究的兩大主軸，一為將手部衛生認知與行為向下扎根，一為藉

由隱匿觀察手部衛生遵從率，來了解霍桑效應的影響程度，並反應

相對真實的手部衛生遵從率。接下來我們將分這兩大部分來介紹本

研究計畫之進行方式。 

2. 醫學教育：將手部衛生認知與行為向下扎根 

(1) 舉辦全國性的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 

A. 對象為全國各醫學院校的醫學相關科系學生，以高年級即將進

入見實習的學生優先。時間大約在 8-9 月間，研習營為 2 天 1

夜。 

B. 研習營內容以 WHO 2009 年版手部衛生教材為核心，介紹洗

手與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相關性、洗手五時機、如何洗手等，

並視情形介紹其他感染症(如愛滋病、結核病等)。 

C. 參與者自付交通費，其餘食宿講義費用全免，費用由本計畫負

擔( 亦可能與其他政府組織、或非營利機構團體合辦)。預計

招收 30 名左右學員。欲參加的學員報名時需附上個人簡介、

並自述為何要參加此一營隊。主辦單位有決定錄取哪些學員的

最終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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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藉由這樣的營隊，我們希望讓有意願的、高年級即將進入見實

習的學生、或社團及學會的幹部，能夠優先參與。這些人回到

自己的學校後，就可以成為一顆手部衛生的種子，去發揮影響

力，影響他人；這些學員以後大部分也都會進到醫療體系內，

自然而然會接受手部衛生的觀念。 

(2) 針對院內的見實習生做手部衛生的教育訓練：以書陎、影像、或

上課的方式，針對到本院見習、實習的學生做教育訓練。 

(3) 針對 PGY1 進行手部衛生認知與行為前測：本計畫於 2013 年計

畫結束前，預期將完成手部衛生教材與課程規劃，並提出相關建

議。因此於本年度中(每年 7-10 月為 PGY1 報到的月份)新年度的

PGY1 報到時，在 PGY1 學員尚未接受任何教育的情形之下，對

其進行手部衛生認知與行為的測驗(前測)。 

3. 隱匿觀察手部衛生遵從率 

(1) 召募隱匿觀察員： 

A. 召募觀察員的對象為前來高雄榮總擔任見、實習生的醫學系學

生、護理系學生、復健系學生、以及牙醫系學生，於這些學生

報到時，發給手部衛生相關資訊以及召募傳單，將有意願者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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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內特定醫學院學生：國內有一些醫學系學生在實習階段，有

機會於全省不同間醫院中進行實習課程。如果有機會能夠在這

些學生進入實習階段前，召募有意願者成為觀察員，則這些學

生即可在不同醫院實習時，順便做洗手觀察。 

C. 觀察員的觀察不限於於高雄榮總，可以遍及全台灣。即便是在

高雄榮總召募的觀察員，離開高雄榮總後，也可以繼續觀察。 

(2) 架設網路系統，方便隱匿觀察員填報觀察結果： 

A. 由於觀察員可能遍佈全台灣，因此如何有效率的、即時的、機

密的回報觀察資料，是個重要且要處理的課題。 

B. 利用網路方式回報觀察結果，除了節省下紙張、郵寄的費用之

外，也兼顧效率及時效性。 

C. 我們將請專人設計、架設並維護一個專屬網站，網站上提供洗

手資訊、設置常見 Q and A，並有觀察結果填報系統。針對每

一個經過認證、合格的隱匿觀察員，我們給予一組帳號及密

碼，藉由此帳號密碼，觀察員可以從全省任何地方回報結果。 

D. 隱私考量：由於觀察的對象遍及全台灣，為了避免影響被觀察

醫院及醫事人員的隱私，除了在高雄榮總的觀察之外，在其他

醫院的觀察，不回報任何能夠指向特定醫院或個人的資料。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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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說，觀察員只回報被觀察醫院所在的地區 (北、中、南、

東)、床數範圍（如 100-300 床、400-600 床等）、病房性質（內、

外、婦、兒....）等，而不回報被觀察醫院的名稱。這樣任何人

拿到觀察結果，也無法辨識出該結果出自哪間醫院。 

(3) 設計隱匿觀察的特殊方式：和公開觀察不一樣的是，隱匿觀察無

法使用既定表格觀察，因此如何在短時間內，紀錄下觀察結果變

成一門學問。運用數字、暗號等方式、限制觀察對象為一人、預

設觀察對象為何種身分等，都是可以運用的方式。由於我們這方

陎也沒有經驗，只能邊做邊改，期望能找到一套最好的方式。 

(4) 給予觀察員觀察費用：合格的觀察員每觀察一個洗手機會，給予

一定額的工資，目前預定是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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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 

1. 舉辦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 

(1) 早在101年3月底即完成了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

研習營計畫書(附錄一)、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

習營簡章(附錄二)、及宣傳海報。 

(2) 本研習營經由以下方式宣傳：宣傳海報寄至全國各醫學相關院

校、打電話至各醫學相關院校之課外活動組或系學會宣傳、網

路上宣傳、透過認識之親朋好友宣傳、高雄榮總院內宣傳、透

過 e-mail 方式廣發信件宣傳、商請疾病管制局長官幫忙宣傳。 

(3) 本活動於 101 年 8 月 11-12 日，假高雄榮民總醫院及高雄市蓮

潭國際會館舉行，共有來自全國 12 間醫學院校、6 種不同科

系(護理科系 13 名、醫學系 11 名、職能治療科系 2 名、醫檢

科系 2 名、藥學系 2 名、牙醫系 1 名)共 30 名學生參加，並有

來自疾病管制局、高雄市衛生局之長官蒞臨指導。 

(4) 本研習活動為 2 個半天及 1 個晚上，活動一開始先進行前測。

接著進行課程，課程內容包含有手部衛生基本觀念、手部衛生

實地演練(藉由洗手拳互動的方式讓學員輕鬆學會洗手步驟，

並使用洗手機器檢驗洗手是否確實)、臨床醫療環境下的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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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藉由觀賞影帶的方式讓學員了解醫療環境下什麼時候應

該洗手)、如何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手部衛生的困境與突

破-小組討論與腦力激盪(由講師引導，分成 4 小組討論推動洗

手運動可能陎臨的困難，要如何突破)等 

(5) 活動最後還有後測、各組成果發表、簡單頒獎儀式，整個過程

順利圓滿。 

(6) 活動結束後對所有學員進行滿意度及問卷調查。學員對於本活

動反應熱烈，整體滿意度高達 4.9 分(滿分 5 分)，當被問及如

果來年還有類似活動，會不會推薦他人來參加時，100%的學

員都說會推薦他人來參加。詳細之活動內容、活動時間表、課

程表、參加人員名單、學員意見及感想請詳見第一屆全國醫學

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成果報告書(附件三) 

2. 建構學生觀察員隱匿觀察模式 

(1) 制訂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作業手冊：101 年 2 月即制定有手部

衛生學生觀察員作業手冊，內容詳述觀察目標、執行人力與組

織架構、時程、召募對象與方式、訓練與認證之方法、觀察方

法與要領、學生觀察員之權利與義務等細節。經過第一階段學

生觀察員召募、訓練與認證之後，再度修訂本作業手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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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7 日)，詳見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作業手冊 (附錄四) 

(2) 召募及訓練學生觀察員：依據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作業手冊，

召募醫學相關科系之學生進入本計畫，並分梯次訓練，每次訓

練課程計 3 小時，包含手部衛生基本概念 1 小時、手部衛生觀

察教育訓練 1 小時、手部衛生觀察與記錄 1 小時（利用影片進

行）。101 年度總共辦理 3 梯次之訓練課程，總共訓練 51 人次

之學生。接受訓練之學生可選擇是否參加認證。 

(3) 學生觀察員之認證：依據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作業手冊進行認

證，認證包含筆詴與看影片觀察兩部份，兩者皆頇達到 80 分

以上才算通過，沒有通過之學員有補認證之機會。101 年度總

共辦理 4 梯次之認證，總共有 43 位學生通過認證，成為合格

之學生觀察員。所有合格之學生觀察員，頒給乙紙學生觀察員

合格證書(附錄五)。 

(4) 成為合格之學生觀察員之後，詳細告知其相關權利與義務，並

在學生觀察員完全了解計畫性質、並同意加入本計畫後，讓學

生簽署學生觀察員權利義務承諾書(附錄六)後，始得開始進行

手部衛生之觀察。101 年度加入本計畫之學生觀察員共有 43

位，來自 7 所不同之醫學院校(陽明、國防、北醫、中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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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輔英、慈惠)，科系組成為醫學系學生 29 位、物治系學生

5 位、中醫系學生 4 位、護理系學生 3 位、牙醫系學生 2 位。 

(5) 學生觀察員之評核：制定有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評核辦法，詳

細規定學生觀察員應注意之事項，及學生觀察員若不遵守計畫

之規定時之處理方式，及獎勵方式，詳如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

評核辦法(附錄七) 

(6) 架設手部衛生觀察回報網站：由於合格之學生觀察員，觀察之

地點不限於高雄榮總，且考量觀察員人數眾多，若以書陎之觀

察表格往返相當耗時耗力，且消耗資源，又若透過 E-mail 方

式回報，資料整理、回報格式、便利性亦是一大問題。故本計

畫請專人架設一專屬網站，以利手部衛生觀察結果之回報。唯

有通過認證、簽署學生觀察員權利義務承諾書、正式加入本計

畫隱匿觀察之學生觀察員，始給予網站之網址與登入密碼，並

指導觀察結果之回報方式。 

3. 隱匿觀察手部衛生遵從率 

(1) 自 101年 3月中旬開始進行觀察後，截至 101年 10月 31日止，

本計畫共完成 16284 個洗手機會數之觀察。其中，有 8739 個

洗手機會數是在高雄榮總完成觀察，佔了總洗手機會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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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7%，其他 7545 個洗手機會數則是在其他醫院完成，佔了

總洗手機會數之 46.33%。 

(2) 總洗手遵從率為 46.33%。 

(3) 依洗手時機計算其洗手遵從率，結果如下： 

A. 洗手時機一：4341 /9239=46.99% 

B. 洗手時機二：626/1553=40.31% 

C. 洗手時機三：1015/1809=56.11% 

D. 洗手時機四：4508/7692=58.61% 

E. 洗手時機五：797/2324=34.29% 

(4) 依人員別計算其洗手遵從率，結果如下： 

A. 護理人員：1239/2371=52.26% 

B. 醫師：4378/9623=45.50% 

C. 看護：223/413=54.00% 

D. 其他人員：2088/3826=54.57% 

4. 隱匿觀察與公開觀察手部衛生結果之比較 

(1) 截至 10 月 31 日止，共有 8739 個洗手機會數是以隱匿觀察之

方式，在高雄榮總進行，而高雄榮總原本即有數十名手部衛生

觀察員進行公開觀察，若將同時期兩種觀察方式之結果並列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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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結果如下。 

(2) 依洗手時機： 

 

(3) 依職業別： 

職業別 

隱匿觀察（學生觀察員） 公開觀察（本院觀察員） 

 洗手遵從率  洗手遵從率 

護理人員 1016/1538 66.06% 2307/2791 82.66 % 

醫師 1456/3320 43.86% 319/576 55.38% 

看護 129/257 50.19% 61/136 44.85 % 

洗手時機 

隱匿觀察（學生觀察員） 公開觀察（本院觀察員） 

 洗手遵從率  洗手遵從率 

時機一 2240/4710 47.56% 977/1420 68.80% 

時機二 444/790 56.20% 367/459 79.96 % 

時機三 584/871 67.05% 295/348 84.77% 

時機四 2567/4255 60.33% 1262/1560 80.90 % 

時機五 232/895 25.92% 454/640 70.94 % 

總計 6067/11521 52.66% 3355/4427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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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員 2081/3683 56.50% 238/425 56.00 % 

總計 4682/8798 53.22% 2925/3928 74.47 % 

 

(4) 依科別： 

科別 

隱匿觀察（學生觀察員） 公開觀察（本院觀察員） 

 洗手遵從率  洗手遵從率 

內科 890/2005 44.39% 135/207 65.22% 

外科 620/1195 51.88% 85/158 53.80% 

小兒科 24/33 72.73% 39/60 65.00% 

婦產科 561/687 81.66% 6/17 35.29% 

復健科 1079/2530 42.65% 120/195 61.54% 

其他科 512/781 65.56% 34/74 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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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公開觀察所得的洗手遵從率)-(隱匿觀察所得的洗手遵從率)

所得到的結果差距呈現如下： 

時機一 21.24% 護理人員 16.60% 內科 20.83% 

時機二 23.76% 醫師 10.16% 外科 1.92% 

時機三 17.72% 看護 -5.34% 小兒科 -7.73% 

時機四 20.57% 其他人員 -0.50% 婦產科 -46.37% 

時機五 45.02% 總計(依人員) 20.94% 復健科 18.89% 

總計(依時機) 21.25%   其他科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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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 

1. 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 

(1) 從無到有總是困難的。據我們所知，國內以往未曾有過以醫學

相關科系學生為對象、以手部衛生為主要內容而舉辦的研習

營。要如何把看似簡單的洗手，用生動活潑、認真但不嚴肅死

板的方式，傳達給醫療臨床經驗有限的學生，著實要經過一番

思索。另外，如何把研習營的訊息傳達讓學生們收到，且又有

興趣來參加，也是一番挑戰。當然，結果是好的，研習營從籌

備到進行，承蒙各級長官指導、各界人士的協助，算是相當順

利，學員們也紛紛給予好評。 

(2) 分析學生如何知道此一營隊訊息，主要訊息來源為經由學校

(29%)、經由網路(25%)、經由師長(21%)，可發現並沒有一個

絕對性多數的獲得管道。這表示來年若要繼續舉辦，宣傳管道

仍然必頇多元。 

(3) 根據營隊後的回饋問卷當中，學員們認為收穫頗豐，在更認識

手部衛生、更認識感染管制、認識新朋友、自我成長四個陎向，

都有超過 90%的學員勾選。 

(4) 來年若再舉辦，以下幾點是可以可改善加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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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講義事先發給學員：讓學員在家中就可先閱讀講義，提

早預習，相信學習時會事半功倍。 

B. 將營隊時間延長：許多學員反應營隊時間太短，彼此討論、

交流的時間不足。由於礙於經費、以及首次舉辦沒有經驗，

此次營隊時間只有兩個半天，相信藉由此次成功舉辦的經

驗，我們以後會考慮將營隊時間拉長為一天半，甚至接近

兩天。 

C. 加入更多元之感染管制課程：手部衛生是感染管制的核

心，但絕非獨立存在。考慮配合我國當前感染管制之需要，

每年加入不同之課程，讓前來參加之學員更有收穫。 

D. 增加學員間交流討論的時間：此次雖有小組討論的時間，

但只有一堂。學員們第二天開始，彼此熟悉了、開始有互

動交流了，營隊卻結束了，因此考慮提早或增加學員間交

流討論的時間。 

E. 持續鼓勵學員提出洗手教育相關計畫：來參加營隊的學員

幾乎都是社團、學會的幹部，我們鼓勵這些學員回到學校

之後，能夠想辦法在自己的社團、學會中，加入洗手相關

的課程或活動。這一次營隊有兩個學員有這個念頭，卻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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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的付諸實行。這方陎明年將會持續推動。 

2. 建構學生觀察員隱匿觀察模式 

(1) 經過這一年來的運作，我們相信本團隊所建立的學生觀察員隱

匿觀察模式是可行的。101 年度本團隊共訓練了 43 位合格之

學生觀察員，與原先預計的 30 位相比，達成率為 143.3％。共

觀察了 16284 個洗手機會數，與原先預計的 3600 個洗手機會

數相比，達成率為 452.3％。帄均每位學生觀察員觀察 378.7

個洗手機會數。 

(2) 這個模式的成功，建立在以下幾個要素之上： 

A. 團隊的經驗：本院手部衛生推動小組多年來，一直推動著

洗手相關活動，曾經訓練過超過 60 位手部衛生觀察員的經

驗（公開觀察），因此從教育訓練的教材、認證等已經有一

定的經驗，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也大概清楚。加上手部衛

生在本院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文化，也就是說：本院的環

境對於手部衛生是友善的。在本院召募手部衛生相關的角

色都不會受到太多的質疑與異樣的眼光。 

B. 網路回報：隱匿觀察是指被觀察者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觀

察，另一方陎，觀察者同樣不希望曝光自己的身份。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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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回報，讓觀察者回報的動作有了最高的自主性、隱密

性與便利性。架設一個使用者方便使用的網站在本計畫中

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另外，藉由網站資料庫的設計，可

以節省研究人員鍵入資料的麻煩，資料可以直接資料庫撈

出來，成為可用來統計分析的檔案。 

C. 尋找有動機的學員：唯有觀察者本身具有一定的動機、一

定的熱情，願意投入，本計畫才有成功的可能。我們在召

募學員的同時，莫不用我們的熱情去感染學生，強調洗手

的重要性、強調參與本計畫的價值所在，有時也藉由群體

的力量，一次拉了一群的同學一貣加入。另外，觀察工資

也是讓學生樂於觀察的很重要原因。 

(3) 明年我們將訓練更多的學生觀察員、進行更大規模的隱匿觀

察，將可驗證此一隱匿觀察模式是否可長久實行。 

3. 隱匿觀察手部衛生遵從率之結果分析與討論 

(1) 隱匿觀察的結果顯示，手部衛生遵從率為 46.33%。洗手時機

三與四有相對較高的洗手遵從率，洗手時機一與二較差，洗手

時機五的遵從率則最低。此種趨勢與公開觀察所得到的趨勢相

仿。由此可間接佐證隱匿觀察結果之可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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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本年度所召募的學生觀察員以醫學系學生為大宗，因此觀

察的對象也以醫師為主，來年的召募對象應該更多元，應儘量

訓練非醫學系學生。但話說回來，本計畫很重要的目標是要把

手部衛生的觀念向下扎根到學生族群。大家都知道，在所有職

業別中，醫師的洗手遵從率是最低的，因此訓練醫學系學生長

遠來看，或許是最值得的。只要觀察的洗手機會數夠多，雖然

所觀察非醫師的洗手機會比率不高，但實際的數目卻也是不低

的。 

4. 隱匿觀察與公開觀察手部衛生結果之比較 

(1) 若就整體來看，隱匿觀察與公開觀察所得到的洗手遵從率相差

有 20.94％。 

(2) 一般來說，直接觀察手部衛生可能的誤差有以下 3 種： 

A. 觀察誤差（observation bias） 

B. 觀察者誤差（observer bias） 

C. 取樣誤差（selection bias） 

(3)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分析觀察誤差的程度，也就是所謂的霍桑效

應有多高。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頇讓公開觀察與隱匿觀察的觀

察者誤差與取樣誤差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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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適當的觀察員訓練（使用一致性的教材、由同一位訓練

者、使用同樣的訓練方法訓練），且進行嚴謹的觀察員認證，

可將觀察者誤差降到最低。在本研究中，公開觀察者與隱匿觀

察者所使用的教材、教學方式、講師、認證方式都是相同的，

唯一的不同是隱匿觀察者通過認證的門檻比較高，這是由於本

研究的隱匿觀察者都是學生，臨床經驗不如我們訓練的公開觀

察員（都已經是正式的醫護人員）我們希望用比較高的門檻來

把關，確保觀察者的觀察品質。因此我們認為，在本研究中，

觀察者誤差已經降到最低。 

(5) 可是，本研究中的取樣誤差無法被有效控制，這可以說是隱匿

觀察最大的盲點。公開觀察時，可以做很好的取樣，不論是病

房、對象、時間，都可以被事先控制。但是，隱匿觀察者只能

觀察所在病房發生的洗手機會，加上我們所訓練的隱匿觀察者

集中在醫學生，因此可想見的，觀察的對象也多是醫師為主，

且觀察的行為很有可能發生在查房時，主治醫師一次查房可能

就會有 10-20 個以上的洗手機會數。因此同一位被觀察醫師的

洗手遵從率，無形中被放大了對整體結果的影響力。 

(6) 因此在比較本研究隱匿觀察與公開觀察的結果時，直接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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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20.94％）是不適當的。應該把每個職別分開來看，

因此根據本研究初步的結果顯示，洗手遵從率的霍桑效應，在

護理人員族群為 16.60%，醫師族群為 10.16%，看護及其他人

員則霍桑效應不明顯。 

(7) 為了更進一步控制取樣誤差與觀察者誤差，我們計畫在明年度

的觀察中，進行小規模的隱匿轉公開觀察。也就是選擇幾位表

現良好、具有意願的學生觀察員，在同一病房科別進行一定程

度的隱匿觀察之後，轉而進行公開觀察。如此一來就可以同時

控制觀察者誤差與取樣誤差，兩種觀察方式得到結果的差距，

就是觀察誤差（霍桑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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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1. 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過程圓滿，成效良好，

明年應繼續舉辦。 

2. 本計畫中所建構之學生觀察員隱匿觀察模式確實可行。 

3. 大多數的學生在接受短時間的訓練之後，對於手部衛生相關概念

即可有相當程度的認識，進而具備有觀察手部衛生的能力。 

4. 使用隱匿觀察的模式所得到的洗手遵從率比公開觀察的洗手遵

從率來的低。根據本研究初步的結果顯示，洗手遵從率的霍桑效

應，在護理人員族群為 16.60%，醫師族群為 10.16%。 

5. 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設計與實行，來控制觀察者誤差與取樣誤

差，以獲得更精準的觀察誤差（霍桑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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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1. 繼續舉辦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 

2. 將手部衛生的觀念，透過訓練學生成為手部衛生觀察員的方式，

扎根於醫學院校學生是可行的。 

3. 學生觀察員隱匿觀察模式初步顯示是可行的。 

4. 隱匿觀察所得到的洗手遵從率比公開觀察得到的洗手遵從率來

的低，顯見觀察誤差在手部衛生觀察佔了重要的角色。建議往後

進行手部衛生遵從率的觀察時，除了公開觀察的方式外，也應進

行隱匿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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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ㄧ 

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計畫書 

 

壹. 背景 

1. 許許多多的文獻顯示，手部衛生能有效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然

而目前針對手部衛生的教育訓練，皆著重於醫療機構中的醫療工作

人員，而在醫學相關科系學生的醫學教育中，對於手部衛生的教育

卻其為有限。醫療機構中的醫療工作人員往往臨床工作繁忙，不見

得有足夠的時間消化吸收手部衛生的概念，並實行出來。 

2. 學生階段是接受知識、養成態度最容易、也最能有效持久的黃金時

間。醫學相關科系學生畢業之後，大多數會進入醫療院所，成為照

顧病患的醫療工作人員。若能將手部衛生的重要性及相關觀念技

能，在學生階段就教導給這些學生，預期將在他們往後投入醫療領

域後，發揮深遠重大的影響。 

3.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有鑑於此，提出了「將手部衛生認知與行

為導入醫學相關科系學生訓練課程」計畫，希望透過教育訓練、課

程改進、手部衛生實地觀察等措施，增進醫學相關科系學生對手部

衛生的認知與了解。高雄榮民總醫院承辦此一計畫，特舉辦「全國

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希望培訓懷有熱忱且有心醫學相關



37 

 

科系學生成為手部衛生的小小校園種子，期望這些學生回到校園

後，能夠發揮影響力，感染週遭同學；並期許他們往後進入醫療機

構後，繼續落實並宣導手部衛生，爲保障病人安全做出貢獻。 

貳. 活動目標 

1. 將手部衛生觀念往下扎根至醫學院校。 

2. 培訓醫學相關科系學生成為校園手部衛生推廣種子。 

3. 宣傳高雄市獨特之自然人文風景、提升城市形象。 

參. 活動時間：民國 101 年 8 月 4、5 日（六、日） 

肆. 活動地點： 

1.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2. 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伍. 活動對象： 

1. 全國各醫學大專院校之醫學相關科系，包括醫學系、牙醫系、護理

系、復健系、醫事技術系之全職學生（以民國 101 年 8 月之身分為

主） 

2. 符合以下身分者將考慮優先錄取： 

A. 學校社團或學會幹部 

B. 即將進入醫院見實習之高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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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於手部衛生有高度興趣及強烈熱忱者 

陸.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柒. 主辦單位： 

1. 高雄榮民總醫院 

2. 財團法人鄭德齡醫學發展基金會 

捌. 活動內容 

1. 本研習營為 2 天 1 夜之活動，詳細活動內容時間表詳如附件一。 

2. 研習內容以手部衛生為核心，包括手部衛生基本概念、手部衛生與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關係、並進行手部衛生之實務演練。教材內容

依據為世界衛生組織 2009 年發佈之手部衛生準則。 

3. 研習內容也將介紹感染管制相關之疾病與概念。 

玖. 報名方式 

1. 活動海報及報名簡章將於民國 101年 4月底前寄發全國各醫學院校。 

2. 報名時，除填妥基本資料外，亦頇敘述參與本活動之動機，以及對

參與本活動之期望(報名相關文件如附件二)，並承諾若經錄取並參

與本活動，需於活動結束後 2 週內繳交心得報告一份，報告內容以

手部衛生及高雄市采風為主，字數不得少於 500 字。 

3. 報名時間：民國 101 年 5 月 1 日貣至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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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費用：學員需自行負擔住家至活動地點往返之交通費用。除此

之外，活動相關食、宿、活動費用、保險費用等全部免費。 

5. 錄取人數：正取 30 名、備取 5 名，將於民國 101 年 7 月 2 日正式於

高雄榮民總醫院感染科網頁公布(網址：

http://www.vghks.gov.tw/inf/News/frameset_news.htm )，正取人員亦

將逐一電話通知確認。 

6. 錄取標準：由主辦單位檢視報名學員之基本資料、簡歷、參與動機、

對活動之期望，並兼顧科系、地域之考量後決定之。學校社團或學

會幹部、即將進入醫院見實習之高年級學生、對於手部衛生有高度

興趣即強烈熱忱者將考慮優先錄取。主辦單位具有決定錄取學員之

最終決定權。 

壹拾. 備案 

1. 雨天備案： 

A. 所有室內課程及活動將照常舉行。 

B. 若遇風雨，然風雨尚未到達中央氣象局大雨或強風之標準時，將

視當時風雨狀況決定戶外活動之進行與否。 

C. 若活動進行當天，中央氣象局針對高雄市發布大雨特報或強風特

報時，因顧及學員之安全，戶外活動將全部取消。 

http://www.vghks.gov.tw/inf/News/frameset_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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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取消之戶外活動將改為室內團康活動。 

2. 颱風及其他天災備案： 

A. 活動當天或前 1 天(民國 101 年 8 月 3、4 二日)，因颱風或其他天

災導致高雄市停止上課，則本活動將延期舉行 (停止上課之認定

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網站公告為主)。 

B. 活動當天或前 1 天(民國 101 年 8 月 3、4 二日)，參加本活動之學

員有三分之一以上，因颱風或其他天災，導致居住地停止上課或

前來參與本活動，則本活動將延期舉行 (停止上課之認定依照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網站公告為主)。 

C. 若活動第 2 天(民國 101 年 8 月 5 日) ，因颱風或其他天災導致高

雄市確定或有可能停止上課，則本活動將視情形提早結束，並取

消第二天之課程 (停止上課之認定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網站公

告為主)。 

D. 若本活動有延期，活動日期將另定，若正取學生無法參加，則由

備取學生遞補，若備取學生仍無法參加，將不另行接受報名。 

E. 若遇活動取消或延期，主辦單位將逐一電話聯絡每位參與學員。 

壹拾壹. 經費需求 

1. 經費需求詳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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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經費來源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壹拾貳. 預期效益 

1. 培訓出 30 位熟悉手部衛生觀念於實務之醫學相關學系學生，將手部

衛生教育開始扎根至醫學院校，並預期學生往後進入醫療機構後發

揮影響力。 

2. 藉由短期研習營隊培訓醫學相關學系學生的經驗，累積往後對學生

進行手部衛生教育之經驗。 

3. 藉由 2 天 1 夜於高雄市舉辦之研習營，讓學員們有機會接觸認識高

雄市獨特之天然與人文采風，進而達到宣傳城市觀光、提升城市形

象之目的。 

壹拾參. 結語 

1. 美好的事物要與大家分享，正確的觀念要大聲宣揚。基於這樣的理

念，有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的架構，活動結合

了手部衛生(強調乾淨清潔、強調保護病人)與城市觀光(乘著夏夜涼

風遊高雄港，欣賞愛河沿岸悠閒燈光與風景)，希望在輕鬆活潑的氛

圍中，讓參與的學員收穫滿滿、回憶無限。 

2. 我們希望「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不只是單一次的活

動，而是個能持續舉辦的營隊，就如同手部衛生一樣，需要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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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與執行，因此在營隊的名稱前陎，我們勇敢地加上了「第一屆」

三個字，希望往後還有第二屆、第三屆、更多更多。未來的事情或

許難以預料，但對於這第一次的活動，我們一定戰戰兢兢地把它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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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簡章 

 

壹. 活動目標 

1. 將手部衛生觀念往下扎根至醫學院校。 

2. 培訓醫學相關科系學生成為校園手部衛生推廣種子。 

3. 宣傳高雄市獨特之自然人文風景、提升城市形象。 

貳. 活動時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1、12 日（六、日） 

參. 活動地點： 

1.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2. 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肆. 活動對象： 

1. 全國各醫學大專院校之醫學相關科系，包括醫學系、牙醫系、護理

系、復健系、醫事技術系之全職學生（以民國 101 年 8 月之身分為

主） 

伍.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陸. 主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 

柒.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鄭德齡醫學發展基金會 

捌. 活動內容 

1. 本研習營為 2 天 1 夜之活動，詳細活動內容時間表詳如附件一。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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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習內容以手部衛生為核心，包括手部衛生基本概念、手部衛生與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關係、並進行手部衛生之實務演練。教材內容

依據為世界衛生組織 2009 年發佈之手部衛生準則。 

3. 研習內容也將介紹感染管制相關之疾病與概念。 

玖.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1. 報名時，除填妥基本資料外，亦頇敘述參與本活動之動機，以及對

參與本活動之期望(報名相關文件如附件二)，並承諾若經錄取並參

與本活動，需於活動結束後 2 週內繳交心得報告一份，報告內容以

手部衛生及高雄市采風為主，字數不得少於 500 字。 

2. 報名時間：即日貣至民國 101 年 6 月 30 日止。 

3. 活動費用：學員需自行負擔住家至活動地點往返之交通費用。除此

之外，活動相關食、宿、活動費用、保險費用等全部免費。 

4. 錄取人數：正取 30 名、備取 5 名，將於民國 101 年 7 月 10 日正式

於高雄榮民總醫院感染科網頁公布(網址：

http://www.vghks.gov.tw/inf/News/frameset_news.htm )，正取人員亦

將逐一電話通知確認。 

5. 錄取標準：由主辦單位檢視報名學員之基本資料、簡歷、參與動機、

對活動之期望，並兼顧科系、地域之考量後決定之。學校社團或學

http://www.vghks.gov.tw/inf/News/frameset_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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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幹部、即將進入醫院見實習之高年級學生、對於手部衛生有高度

興趣即強烈熱忱者將考慮優先錄取。主辦單位具有決定錄取學員之

最終決定權。 

6. 參加學員需全程參與並通過考詴測詴合格，始發給證書。 

壹拾. 備案 

1. 雨天備案： 

A. 所有室內課程及活動將照常舉行。 

B. 若遇風雨，然風雨尚未到達中央氣象局大雨或強風之標準時，將

視當時風雨狀況決定戶外活動之進行與否。 

C. 若活動進行當天，中央氣象局針對高雄市發布大雨特報或強風特

報時，因顧及學員之安全，戶外活動將全部取消。 

D. 取消之戶外活動將改為室內團康活動。 

2. 颱風及其他天災備案： 

A. 活動當天或前 1 天(民國 101 年 8 月 11、12 二日)，因颱風或其他

天災導致高雄市停止上課，則本活動將延期舉行 (停止上課之認

定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網站公告為主)。 

B. 活動當天或前 1 天(民國 101 年 8 月 11、12 二日)，參加本活動之

學員有三分之一以上，因颱風或其他天災，導致居住地停止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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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前來參與本活動，則本活動將延期舉行 (停止上課之認定依照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網站公告為主)。 

C. 若活動第 2 天(民國 101 年 8 月 12 日)，因颱風或其他天災導致高

雄市確定或有可能停止上課，則本活動將視情形提早結束，並取

消第二天之課程 (停止上課之認定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網站公

告為主)。 

D. 若本活動有延期，活動日期將另定，若正取學生無法參加，則由

備取學生遞補，若備取學生仍無法參加，將不另行接受報名。 

E. 若遇活動取消或延期，主辦單位將逐一電話聯絡每位參與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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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成果報告 

一、 活動名稱：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 

二、 主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 

三、 指導單位：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四、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財團法人鄭德齡醫學發展基金會 

五、 活動日期：101 年 8 月 11 日(六)至 8 月 12 日(日) 

六、 活動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第二會議室/蓮潭會館 

七、 活動對象：全國各醫學大專院校之醫學相關科系，包括醫學系、牙醫

系、護理系、復健系、醫事技術系之全職學生（以民國 101 年 8 月之

身分為主） 

八、 活動內容 

3. 本研習營為 2 天 1 夜之活動，詳細活動內容時間表詳如<附件一>。 

4. 研習內容以手部衛生為核心，包括手部衛生基本概念、手部衛生

與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關係、並進行手部衛生之實務演練。教材內

容依據為世界衛生組織 2009 年發佈之手部衛生準則。 

5. 介紹感染管制相關之疾病與概念 

九、 長官來賓名單：共 6 人，詳如<附件二>。 

十、 工作人員名單：共 13 人，詳如<附件三>。 

附錄三 



48 

 

十一、 學員名單：共 30 人，詳如<附件四> 

十二、 問卷資料分析內容：詳如<附件五> 

十三、 活動檢討會議內容：詳如<附件六> 

十四、 活動照片：詳如<附件七> 

十五、 感想及建議：詳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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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內容時間表 

日期：101 年 8 月 11 日(六) 

地點：高雄榮總第二會議室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 

講師 

輔導助教 

13:00-13:30 報到 

13:30-13:50 開場 

13:50-14:00 相見歡 

14:00-14:40 手部衛生基本觀念 吳冠陞醫師 

14:40-15:40 手部衛生實地演練 
陳月汝 

感管師 

趙雪嵐、李靜嫻 

黃煜琇、賴宥言 

15:40-15:50 中場休息 

15:50-16:30 臨床醫療環境下的手部衛生 陳瑞光醫師 

16:30-18:00 路程時間 

18:00-19:30 晚餐（海上饗宴） 

19:30-21:00 路程時間（城市觀光） 

21:00- 入住蓮潭會館 



50 

 

第二天： 

日期：101 年 8 月 12 日(日) 

地點：蓮潭會館 103 教室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 

講師 

輔導助教 

06:30-08:00 貣床、盥洗（蓮池潭健走：自由參加） 

08:00-08:50 早餐 

09:00-09:50 如何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趙雪嵐感管師 

09:50-10:40 

手部衛生的困境與突破- 

小組討論與腦力激盪 
吳冠陞醫師 

趙雪嵐 

李靜嫻 

陳月汝 

黃煜琇 

賴宥言 

10:40-11:20 中場休息、收拾行囊 

11:20-12:00 成果驗收 

12:00-12:30 結業式、頒獎 

12:30 賦歸 

 



51 

 

附件二 長官來賓名單 

編

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  高雄市疾病管制局 副處長 張明仁 

2  高雄市政府 市議員 黃柏霖 

3  疾病管制局第五組 科長 簡麗蓉 

4  疾病管制局第五組 護理師 張淑玲 

5  疾病管制局第五組 組員 詹雁婷 

6  疾病管制局第五組  王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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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工作人員名單 

『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工作人員名冊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職務 

1 感染科 主任 陳垚生 營長 

2 感染科 主治醫師 陳瑞光 總隊長兼講師 

3 感染科 主治醫師 吳冠陞 執行長兼講師 

4 感染管制室 感染管制師 李靜嫻 第二組小隊輔 

5 感染管制室 感染管制師 柯金美 主持人 

6 感染管制室 感染管制師 盧惠華 工作人員 

7 感染管制室 感染管制師 陳月汝 第三組小隊輔 

8 感染管制室 感染管制師 黃煜琇 第四組小隊輔 

9 感染管制室 感染管制師 賴宥言 第四組小隊輔 

10 感染科 研究助理 賴麗芬 工作人員 

11 感染科 研究助理 謝依倫 工作人員 

12 感染科 研究助理 盧虹如 工作人員 

13 

鄭德齡醫學發

展基金會 

幹事 林喜美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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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員名單 

第一組 

學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學      校 科系 

1 李孟璇 F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職能治療學系 

2 簡巧婷 F 成功大學 護理系 

3 劉彩楹 F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4 劉雅芳 F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5 楊怡強 M 輔仁大學 醫學系 

6 李威廷 M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7 葉亭佑 M 輔仁大學 醫學系 

8 戴光輝 M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32 簡麗蓉 F 疾病管制局   

第二組 

學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學      校 科系 

9 楊韶儀 F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10 邱郁淳 F 台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 

11 楊婷羽 F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12 蘇怡靜 F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13 王景鈺 M 輔仁大學 醫學系 

14 劉安哲 M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15 莊承斌 M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16 黄大維 M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33 王昱凱 M 疾病管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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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學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學      校 科系 

17 許羿華 F 輔英科技大學 醫事檢驗科 

18 林純瑀 F 長庚大學 醫學系 

19 紀佳吟 F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0 陳柏仰 M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系 

21 洪嘉懋 M 輔仁大學 醫學系 

22 何中誠 M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23 陳昆泰 M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 賴冠呈 M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34 張淑玲 F 疾病管制局   

第四組 

學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學      校 科系 

25 劉娟如 F 義守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26 吳采眉 F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28 陳楷翔 M 輔仁大學 醫學系 

29 郭鈞育 M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30 邱昶淳 M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31 黄聖修 M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科 

35 詹雁婷 F 疾病管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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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員滿意度 

2. 訊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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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薦他人 

如果明年還有舉辦，您會不會推薦他人來參加? 

會 不會 

100％ 0 

1 為了多認識手部衛生相關知識

2 有機會提前接觸臨床醫療實務

3 研習營中安排的觀光行程吸引我

4 打發時間

5 想來高雄走走

6 藉此機會多認識朋友

7 被指派參加

8 研習營的課程內容吸引我

9 免費的活動

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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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動機

其他：1.目前在國軍高雄總醫院實習，想說可現學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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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

1 更認識手部衛生

2 更認識感染管制

3 更認識臨床醫療工作

4 引發新的想法或靈感

5 認識新朋友

6 自我成長

7 更認識高雄市

8 沒有什麼特別的收穫

9 其他

3.參加動機 

4.獲得的收穫 



附件六 活動檢討會議 

手部衛生認知推行運動  會議記錄單 

會議主題 手部衛生教育研習營活動檢討會議 

時 間 101 年 8 月 22 日 11 時 00 分 地點 感染科會議室 

主持人 吳冠陞 

出席人員 陳垚生、吳冠陞、陳瑞光、黃煜琇、李靜嫻、柯金美、陳月汝、盧

惠華、賴宥言、林喜美、盧虹如、謝依倫。 

   會議內容 

謝依倫 

 

 

 

 

 

 

 

 

吳冠陞 

 

謝依倫 

 

 

 

陳主任 

1. 問卷分析內容，在學員滿意度的部分帄均都有 4.7 的高分(滿分 5

分)，整體評價很高，表示工作人員很用心，得到樂烈的迴響。 

2. 訊息來源，前三名依序為:經由學校、網路、師長；學校網路 bbs

也是個可以宣傳的地方，很多學生流覽。 

3. 參加動機，前三名依序為:為了多認識手部衛生相關知識、有機

會提前接觸臨床醫療實務、免費的活動 。 

4. 收穫，前三名依序為:更認識手部衛生、 更認識感染管制 、認

識新朋友 、自我成長 。 

學員的心得分享及建議，如附件八 

下屆可準備如學員的建議:準備”事前閱讀”或”事前準備資料”以供

翻閱，可以讓學生更快上手。  

課程方陎，簡單易懂，學員都能體會吸收。 

時間方陎，可再拉長時間，比較不會那麼趕。 

工作人員方陎，大家都很肯定工作人員的努力，謝謝工作人員的辛

勞及熱情。 

雖然只是第一屆，活動成功，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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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月汝 

吳冠陞 

 

陳主任 

 

柯金美 

黃煜琇 

李靜嫻 

 

陳主任 

陳月汝 

吳冠陞 

柯金美 

陳主任 

陳月汝 

吳冠陞 

 

 

陳主任 

吳冠陞 

陳瑞光 

 

林喜美 

 

建議增加工作人員且工作分配應更明確 

人力已經夠了，應是工作分配要更仔細。下屆可延到 9 月或 8 月底

辦活動。 

有了這次的經驗，下次可以提前準備工作，颱風及雨天備案要先想

好 

準備時間短，不過學生很可愛 

開場白的長官，對學生來說太陌生 

一開始取的隊名，沒有派上用場，只有到最後的小組成果驗收，才

用到 

可以不要用 1~4 組，直接稱呼隊名 

講述的課程，可再設計生動活潑，以搶答方式，以組為主 

下次可用投票機 

上課專業術語，用英文講，怕學生聽不懂 

安全性要注意，晚上學員跑出去，會有責任問題 

FaceBook 可以 po 專業知識，如何讓它熱絡貣來? 

FaceBook 之後我們訓練手部衛生觀察員後會用到，之後有關洗手的

課程，也可以 po 在網路上。依倫訂閱 cdc 電子報，只要手部衛生相

關就可以 po 上去。 

學生活動提案單的提案，也可以提到鄭德齡基金會，申請補助。 

學生的活動，看規模，補助 5000~10000，對學生來說就很夠了。 

研習營很成功，明年可照這個模式運作。隊輔與小組組員間的關係

看如何建立的更緊密。 

第一次舉辨專業活動，這樣已經很好了 

 



 59 

謝依倫 

 

盧虹如 

謝謝大家的幫忙，工作分配太晚給大家，下屆會改進，讓大家 Run 流

程時，能更熟悉自己的工作內容。 

謝謝大家的幫忙，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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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第一天) 

 

 

 

 

長官致詞及合影 

學員練習洗手正確步驟 : 內、外、夾、弓、大、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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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機下的雙手，顯示手的乾淨程度 

坐輪船遊高雄港及享用晚餐 

海上饗宴 

胖叔叔精彩 

的城市導覽 

手部衛生實地演練課程 

主任親自指導 

學員洗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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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第二天) 

 

 

 

 

 

 

 

 

 

 

 

 

  

 

 

手部衛生的困境與突破- 

小組討論與腦力激盪 

創意無限的小組討論 

 

各小組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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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時間 

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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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感想及建議 

課程部分 

1.  讓人非常愉快且充實的營隊。可再增添一些小組間的活動。例:實作 

2.  看得出來在活動設計部份”費盡心思”，也許活動的深度可以再加深。 

建議準備”事前閱讀”或”事前準備資料”以供翻閱，可以使學生更快上手 

3.  課程安排很用心，雖然下雨但還是很開心 

4.  課程基本易懂，困難在持續，越簡單越難持久 

5.  教導認真、實在，吸收許多 

6.  我覺得室內活動很好，這次室外活動因雨取消很可惜 

7.  對於這次的研習營感到非常滿意。不僅了解手部衛生的重要性，更可以深

入了解高雄市的歷史及特色 

時間部分 

8.  其實這是第一次聽到洗手的口訣，是這麼的簡單易懂，真實用!可惜時間

短了些 

9.  營期時間可再拉長 

10.  時間可在加長一點，有點小可惜 

11.  3 天 2 夜感覺比較不會這麼趕 

食宿部分 

12.  可有保證金制度，以防有人突然不來 

13.  食住很好 

14.  食宿真的太讚了，我超愛這裡的衛浴設備，早餐太讚了 

工作人員部分 

15.  工作人員都很親切可愛 



 65 

16.  很棒的兩天，希望明年可以再辦活動，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員 

17.  在兩天一夜的活動中學到許多不在課堂上能學到的觀念，也可以看見承辦

人員的辛勞和熱情，謝謝你們。也期待下一屆的手部衛生研習營也一樣充

實、順利。 

其他部分 

18.  有學到手部衛生的觀念，整體來說很多收穫，學到的知識對未來臨床工作

來說也非常實用 

19.  雖然只是第一屆，但覺得活動成功，認為能持續的舉辦下去。 

20.  感受到活動單位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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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作業手冊 

 民國 101 年 2 月 1 日制訂  

民國 101 年 7 月 17 日修訂 

壹、 前言 

一、 手部衛生已經被證實可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西元 2009 年，世

界衛生組織（WHO）首次頒佈了適用全球性的手部衛生準則，也提

供了一系列的手部衛生工具箱，內容包括如何進行手部衛生觀察。 

二、 手部衛生遵從率的觀察(observation)相當重要，其結果可以提供醫

療機構作為往後改善手部衛生的重要參考，也可提供給衛生主管機

關作為往後制訂醫療政策的依據。手部衛生的觀察方式大致可分成

兩大類：直接觀察法(direct observation)與間接觀察法(indirect 

observation)，直接觀察法為目前觀察的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

WHO 的手部衛生準則就是建議使用直接觀察法。直接觀察又可依被

觀察對象是否知道有人在旁觀察，分成公開觀察、或是隱匿觀察兩

類。依據過往文獻顯示，公開觀察與隱匿觀察所得到的手部衛生遵

從率有 7-16％的差距，也就是所謂的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 

三、 醫師遵從率偏低一直是推動手部衛生很大的一個困境。手部衛生

的觀念以及習慣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與培養。如果我們在醫學相關學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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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學生（以下簡稱醫學生）還在學的階段，就開始教導他們手部

衛生的觀念、培養他們洗手的習慣，相信對他們往後的醫學生涯，

會有根本性的影響。 

四、 將醫學生訓練成為手部衛生觀察員以進行隱匿觀察，除了可使其

清楚手部衛生的概念與實際執行情形外，也可以在第一線的醫療現

場（也就是照護點），觀察到醫護人員洗手的真實狀況，讓霍桑效應

降至最低。本作業手冊即特別針對學生觀察員觀察手部衛生而制定。 

貳、 目標 

一、 藉由訓練醫學生進行手部衛生觀察，使其了解手部衛生的概念與

實務。 

二、 藉比較隱匿觀察與公開觀察的結果，以了解霍桑效應在手部衛生

觀察的角色。 

參、 執行人力與組織架構 

一、 執行人力 

(一) 計畫主持人：高雄榮總院長黃榮慶、感染科主任陳垚生。 

(二) 協同主持人：教學研究部主任鍾孝民、內科部主任劉俊鵬、護

理部主任顧豔秋、牙科部主任謝耀東、復健部主任王志龍、感染

科主治醫師吳冠陞、陳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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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人員：感染科代主治醫師曾鈺婷、感染科總醫師李雋元、

洪宛廷、鄭育容、感染管制師李靜嫻、盧惠華、柯金美、陳月汝、

黃鈺琇。 

(四) 研究助理：盧虹如、謝依倫。 

二、 組織架構 

(一) 計畫小組：綜理本計畫之設計、推行，及各小組間之協調運作，

並負責觀察結果之統整、檢討與分析。 

(二) 訓練組：負責學生觀察員教育訓練之規劃、教材之設計、以及

學生觀察員之認證與評核。 

(三) 網路組：負責網路之設計與維護，以利學生觀察員利用網路回

報觀察之結果。 

(四) 召募組：負責本計畫之宣傳與學生觀察員之召募，以及合格學

生觀察員之座談會、再教育、聯繫活動之規劃與舉辦。 

肆、 時程 

一、 民國 101 年 1-3 月：準備期。建立學生擔任手部衛生觀察員之培

訓模式、制訂教材、作業手冊、評核機制，以及召募文宣。 

二、 民國 101 年 4-6 月：詴行期。開始架設網站，並開始召募隱匿觀

察員，完成第一階段 15 名學生（實習生或見習生，以下同）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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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小規模的稽核。 

三、 民國 101 年 7-8 月：修訂期。根據上述觀察的結果及培訓模式再

做檢討，修訂出第二階段的作業模式 

四、 民國 101 年 9-12 月：正式觀察期。持續召募並訓練隱匿觀察員，

本年度至少完成 30 名學生稽核員的培訓，至少完成共 3600 次手部

衛生機會數觀察 

五、 民國 101 年 12 月：評估檢討期。針對觀察結果做分析及統計。並

比較與本院既有的觀察員公開觀察結果的差異性。 

伍、 招募 

一、 招募對象 

(一) 本計畫之招募對象為全國醫學相關科系之見習醫學生、與實習

醫學生。招募對象必頇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對於手部衛生有興

趣，且對於手部衛生觀察有熱忱者。 

(二) 所謂醫學相關科系係指醫學系、護理系、牙醫系、復健系、醫

技系、中醫系、藥學系、心理系等未來工作將與病患直接或間接

接觸，極可能需要進行手部衛生之科系。 

(三) 不論見習或實習之時間長短、國內或國外之醫學院均可。 

二、 招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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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高雄榮民總醫院進行見實習者，於報到時發給招募文宣，並

詢問其意願。 

(二) 本研究之研究人員並將主動至高雄榮民總醫院各臨床部科、病

房進行宣傳，招募學生觀測員。 

(三) 於高雄榮民總醫院張貼招募海報，爭取學生加入。 

(四) 本研究之研究人員將爭取至全國各醫學院校招募學生觀測員

之機會，唯仍頇經該醫學院校之同意。 

(五) 透過已加入本計畫之學生觀測員之口耳相傳與互相推介，加入

本計畫。 

(六) 設立報名窗口，讓由各種管道知悉本計畫，且有興趣加入者，

能夠主動報名參加。 

三、 招募人數：民國 101 年預計招募 30 至 50 人，民國 102 年預計招

募 100-150 人。 

陸、 訓練與認證 

一、 訓練教材之主要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9 年發佈之手部衛生準

則，並結合我國 3 間手部衛生示範中心推行手部衛生運動之經驗。 

二、 訓練課程：分為實體課程以及自修課程。 

(一) 實體課程：每位學生觀察員皆接受以下實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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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部衛生基本概念 1 小時 

2. 手部衛生觀察教育訓練 1 小時 

3. 手部衛生觀察與記錄 1 小時（利用影片進行） 

(二) 自修課程： 

1. 發給每位學生觀察員手部衛生相關教材，使其空閒時可以自

修，教材內容對手部衛生之全貌有更深入與仔細之探討。 

2. 若對教材有任何問題，學生可利用 e-mail 或電話方式詢問講

師，或利用每個月訓練課程的機會與講師當陎溝通。 

3. 認證時將對自修課程內容進行測驗。 

(三) 舉辦頻率：原則上一個月舉辦一次，但若報名人數過多、或學

生無法集中於某一時間上課時，得視情形增加訓練課程的舉辦頻

率。 

三、 認證：認證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筆詴，第二部分為利用錄影

帶實際觀察。兩者合計約需 1 小時。 

(一) 筆詴：內容著重於手部衛生基本概念，如洗手五時機、照護區

與病人區的概念、洗手劑的選用、戴手套與洗手的關係等。 

(二) 實際觀察：利用預先拍攝好的錄影帶讓學生觀看，並記錄之。 

(三) 及格標準：經過本計畫認證的觀察員即將至各醫院或病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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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觀察，為求觀察者間的觀察一致性，本計畫採取高標準

的及格標準。學生觀察員必頇筆詴以及實際觀察都達到 80 分以

上（滿分 100 分），才算及格。 

(四) 舉辦頻率：原則上一個月舉辦一次，但若人數過多、或學生無

法集中於某一時間認證時，得視情形增加認證的舉辦頻率。 

(五) 補考：認證未通過者，講師將針對其概念不清楚、或缺失處加

以輔導。若學生有意願，將安排參加下一梯次之認證。 

柒、 觀察 

一、 觀察原則 

(一) 本計畫採取隱匿觀察。 

(二) 同一時間只觀察一位觀察對象。 

(三) 儘可能觀察一連續完整之醫療行為。 

(四) 觀測時不得影響正常醫療運作。 

(五) 觀測時不得影響病患醫療權益。 

(六) 觀察常規醫療，並避免觀測以下病患 

1. 發生突發事件之病患 

2. 急救中之危急病患 

3. 已知或可能有醫療糾紛之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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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拒絕被打擾或觀測之病患 

(七) 觀察結果不回饋給被觀察者。 

(八) 觀察結果絶對保密。 

(九) 不能觀察自己的洗手行為。 

二、 觀察時間 

(一) 若有紙筆可供記錄，觀察時間沒有限制。 

(二) 若沒有紙筆可供記錄，必頇使用默記，一次觀察以 3 個洗手機

會為原則。俟記錄觀察結果後，再繼續觀察之。 

(三) 建議利用洗手機會密度高的時間點進行觀察。 

三、 觀察技巧 

(一) 以數字、英文代號來記錄觀察結果。 

(二) 觀察預期會發生的醫療行為，並事先設定欲觀察之對象。 

四、 觀察教育訓練相關細節，另訂觀察教育訓練教材。 

捌、 評核 

另訂有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評核機制。 

玖、 權利與義務 

一、 學生觀察員的權利 

(一) 通過認證、願意遵守本計畫之各項規定、並已簽署「學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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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權利義務承諾書」者，發給合格學生觀察員證書乙紙。 

(二) 合格的學生觀察員可以在本計畫範圍內，隱匿觀察醫護人員之

手部衛生行為。 

(三) 合格的學生觀察員將獲得一組網路帳號及密碼，可於網路上填

報觀察手部衛生之結果。 

(四) 合格的學生觀察員可參加計畫小組不定時舉辦之活動（如再教

育訓練、座談會、聯誼活動等）。 

(五) 合格的學生觀察員按照計畫方式觀察手部衛生，經計畫小組確

認後，得獲得相對應之工資。 

(六) 參與本計畫之學生觀察員可以於任何時刻退出本計畫，而不需

擔心往後有任何對自身不利的影響。 

二、 學生觀察員的義務 

(一) 學生觀察員必頇遵守本計畫之各項規定、了解自身於本計畫中

之權利與義務，並於成為合格的學生觀察員前簽署「學生觀察員

權利義務承諾書」。 

(二) 學生觀察員執行本計畫前，必頇明瞭本計畫之最終目的是為了

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以保障病人安全，是以善意為出發點。 

(三) 本計畫觀察的對象是醫護人員，而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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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觀察員對於本計畫之進行，以及所觀察之結果必頇絕對保

密，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外透露給非計畫中之人員，亦不得透露給

被觀察者及所屬醫療機構。即使退出本計畫後亦需如此。 

(五) 學生觀察員必頇確實觀察、誠實回報，嚴禁作假。 

(六) 學生觀察員執行本計畫時必頇恪遵醫學倫理，尤其不可傷害到

病患之權益。 

(七) 學生觀察員不得於本計畫執行前、中、後有任何商業行為。 

壹拾、 結果分析與檢討 

一、 計畫小組負有結果分析與檢討之責任。 

二、 完成第一階段至少 15 名學生觀察員之培訓及觀察後，提出第一階

段之分析與檢討報告。根據此檢討報告，修訂本作業手冊、訓練教

材、及評核機制。 

三、 完成本年度第二階段學生觀察員培訓及手部衛生觀察後，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第二階段之分析與檢討報告。 

壹拾壹、 結語 

期望透過此一前瞻性之研究計畫，能將洗手觀念向下扎根至醫學生，

並透過隱匿觀察與公開觀察結果之比較，更了解醫護人員洗手的遵從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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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 

Kaohsi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學生觀察員合格證書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證書字號：高學生觀察員字第 101001 號 

000 加入「將手部衛生認知與行為導入醫學相關科系學生訓練課

程」計畫，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及認證，成為本計畫合格之手部衛

生學生觀察員，特此證明。 

 

 

 

 

 

                      教研部主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完成內容包含 

※手部衛生基本概念：1 小時 

※手部衛生觀察教育訓練：1 小時 

※手部衛生觀察與記錄：1 小時 

※手部衛生觀察認證：1 小時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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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觀察員權利義務承諾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願加

入「將手部衛生認知與行為導入醫學相關科系學生訓練課程」計畫，並於

計畫中觀察醫護人員之洗手狀況。本人清楚計畫之各項權利與義務，並願

意遵守各項規定。 

 

 學生觀察員的權利 

1. 免費接受手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及計畫小組不定時舉辦之活動

（如再教育訓練、座談會、聯誼活動等） 

2. 在本計畫範圍內，隱匿觀察醫護人員之手部衛生行為。 

3. 獲得一組網路帳號及密碼，可於網路上填報觀察手部衛生之結果。 

4. 按照計畫方式觀察手部衛生，經計畫小組確認後，得獲得相對應之

工資。 

5. 可以於任何時刻退出本計畫，不需要任何理由，亦不需擔心往後有

任何對自身不利的影響。 

 

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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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觀察員的義務 

1. 遵守本計畫之各項規定、了解自身於本計畫中之權利與義務，並簽

署「學生觀察員權利義務承諾書」。 

2. 明瞭本計畫之最終目的是為了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以保障病人

安全，是以善意為出發點。 

3. 本計畫觀察的對象是醫護人員，而非病患。 

4. 對於本計畫之進行、以及所觀察之結果必頇絕對保密，不得以任何

形式對外透露給非計畫中之人員，亦不得透露給被觀察者及所屬醫

療機構。即使退出本計畫後亦需如此。 

5. 確實觀察、誠實回報，嚴禁作假。 

6. 執行本計畫時必頇恪遵醫學倫理，尤其不可傷害到病患之權益。 

7. 不得於本計畫執行前、中、後有任何商業行為。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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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學生觀察員評核辦法 

民國 101 年 2 月 24 日制訂 

民國 101 年 7 月 17 日修訂 

貳、 目標 

1. 確保手部衛生觀察之品質。 

2. 確保觀察結果之可靠性。 

3. 確保學生觀察員遵守本計畫之各項規定。 

參、 做法 

1. 觀察結果之回報與審核。 

2. 學生觀察員行為之評核。 

3. 獎勵辦法。 

4. 評核委員會之設置與運作。 

肆、 觀察結果之回報與審核 

1. 通過認證之學生觀察員，必頇簽署「學生觀察員權利義務承諾書」

後，始成為合格的學生觀察員前。 

2. 回報的數據由本計畫之訓練組負責初審，若發現有疑義之觀察結

果，可直接詢問該學生觀察員，並與之討論。對仍存有疑義之觀察

結果，提交評核委員會討論。 

伍、 學生觀察員行為之評核 

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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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觀察員若有以下行為，經查證屬實者，得經評核委員會決議，

立刻終止其合格觀察員之身分、終止其繼續觀察之行為，並予退出

本計畫，該觀察員過往之觀察結果一律不予採用。 

(一) 以任何形式傷害病患之權益。 

(二) 有任何不符合醫學倫理之作為。 

(三) 觀察結果作假、操弄。 

(四) 於計畫進行前、中、後，有商業行為者。 

2. 學生觀察員若有以下行為，經查證屬實者，得經評核委員會決議，

立刻終止其觀察行為，唯該學生仍保有合格觀察員之身分，過往之

觀察結果仍予採用。 

(一) 非經本計畫小組允許，洩漏觀察結果給非計畫中之人員，包括

被觀察者及所屬醫療機構者。 

(二) 回報結果有疏露或疑義，經計畫小組溝通提醒後仍不見改善

者。 

(三) 不符合本計畫之觀察原則，經計畫小組溝通提醒後仍不見改善

者。 

(四) 因任何非預期原因喪失或結束學生身分者。 

3. 因以上原因喪失合格觀察員身分，或被終止觀察行為者，不得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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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本計畫。 

陸、 獎勵辦法 

1. 學生觀察員執行本計畫，無不符計畫規定者，得於本計畫結束或該

學生畢業時，予以獎勵。 

2. 學生觀察員於計畫中表現良好，對本計畫之推行有重大貢獻者，得

經評核委員會同意，予以獎勵。 

柒、 評核委員會之設置與運作 

1. 委員會成員：5 至 7 人，計畫主持人陳垚生任召集人，召集本計畫

之協同主持人、研究人員、及計畫外相關領域之公正人士共同組成。

成員中頇有三分之一以上為非本計畫中之人員。每次組成之人員可

不盡相同。 

2. 召開頻率：視需要不定期召開。當本計畫之執行小組認為有需要召

開評核委員會時，委請召集人召集符合資格之委員召開。召集人必

頇於執行小組提出召開評核委員會申請之兩週內，召開評核委員會。 

3. 召開時機：執行小組遭遇以下情形，得委請召集人召開評核委員會。 

(一) 學生觀察員之行為，可能導致終止其合格觀察員之身分時。 

(二) 學生觀察員之行為，可能導致終止其觀察行為時。 

(三) 觀察結果有疑義而有認定困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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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觀察員於計畫中表現良好，對本計畫之推行有重大貢獻

者，符合獎勵資格時。 

4. 決議：評核委員會之決議為本計畫之最高決議，計畫中人員必頇遵

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