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婦假病人操作說明會	 

¬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四段觸診（Leopold Maneuvers）和胎心音  
– 自然產和器械輔助生產  
– 肩部難產、臀位生產  
– 剖腹生產、外陰切開之傷口縫合  
– 產時出血和子宮按摩  

¬ 模擬新生兒  
¬ DO AND DO NOT  
¬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 新生兒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 NOELLE電腦互動式模擬生產系統：包
含緊急助產來處理生產過程中的突發狀
況 
–   可互動的模擬產婦和一具模擬胎兒再加上	 
一具模擬新生兒 

– 使用呼吸器後，可互動的新生兒會改變皮
膚顏色 

– 可插管的氣道和會膨脹的胸腔 
– 可以打點滴的手臂 
– 多重的心跳聲在產婦，胎兒和新生兒中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可分離的腹部罩 
– 虛擬器械來對產婦進行治療其中還包含心
跳，血壓，脈搏含氧量和心電圖 

– 練習剖腹和產鉗生產 
– 3種不同的產後陰部撕裂模型 
– 內附有多種不同模擬情景的軟體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四段觸診（Leopold Maneuvers）和胎心音  
– 特殊的腹部罩  
– 使用子宮枕來提高胎兒  
– 可對胎兒來進行觸診以判斷其胎位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自然產和器械輔助生產  
– 胎兒在漸漸從生產道內部轉動而出  
– 可擴張的子宮頸  
– 胎兒在外部轉動時雙肩與陰部對齊  
– 胎兒的頭部皮膚能接受絕大部分的真空引
出器等器械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肩部難產 
– 能使用生產情景設定來設定胎頭的出現時
間和讓學生處理難產的時間長短  

– 能以恥骨上部加壓(Suprapubic pressure)，
McRobert’s maneuver 或	 Posterior arm 
sweep.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臀位生產  
– 能訓練臀位生產  
– 訓練如何用Pinard’s maneuver  
– 生產完成時新生兒會需要一個甦醒的處理  
– 能隨時調整母體或胎兒的生命跡象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剖腹生產  
– 特殊覆蓋在腹部的表面的組織層能讓學生
來練習剖腹  

– 能訓練臀位產式和顱位產式兩種不同胎位 
– 能在進行中調整各種生理情況的設定	 



   

¬ 外陰切開之傷口縫合  
– 生產時可能需要外陰切開術來控制陰部的
撕裂情形  

– 這些能重覆使用的組件具有不同的撕裂狀
況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產時出血和子宮按摩  
– 產後子宮會經由子宮頸出血  
– 子宮會在適當按摩後縮小，	 這時指導老師
能減少出血情形  

– 學生也能經由IV，IM, 和肛塞藥的方式給與
藥物治療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創造或調整模擬情景  
– 由產婦的病歷來創造新的模擬情景  
– 使用指導老師介面來控制生命跡象，胎心
音，檢驗報告，超音波資訊等等 

¬ 設定生產模式  
– 全部的NOELLE™s模擬情景會有事先設定
好的生產時間，生產流程，陣痛，胎心音。  

– 所有的設定會自動記錄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在模擬情景中調整生命跡象 
–  NOELLE S565是ALS和OB的模擬器  
– 可在事前或生產過程中來調整生命跡象  
– 可以塑造NOELLE™為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 加入具有生命危險的心率不正，心房顫動，
和電擊，心率調節器  
– 險惡的生命跡象數據可以在生產過程中加入 
– 學員需具備OB和急診室處理知識來拯救

NOELLE™和她胎兒的生命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模擬器  
– 與實際大小一樣的電腦互動式模擬成人產
婦  

– 模擬胎兒  
– 電腦互動式模擬新生兒  

¬ 控制  
– 筆記本電腦  
– 事先設定好的模擬情景  
– 創造你自己想要的情景  



產婦分娩技能部份	 

¬ 附件  
– 指導老師的操作手冊  
– 對于事先設定好的9個模擬情景的教導提示  
– NOELLE™的CIM組件和虛擬器械  
– 新生兒的CIM組件和虛擬器械  



模擬新生兒  

¬ 感應器具有新生兒的ALS模擬器和教學，
測試軟體  

¬ BVM， 可插管，可CPR  
¬ 可接受注射的手臂，臍導管放置  
¬ 新生兒的膚色會因通氣和壓擠而改變  
¬ 多重的心率、生命跡象監控、心率轉變、
心率調節  



模擬新生兒	 

¬ 測試部分包含BLS的波圖分析，10個互
動程序和多種反應和事先的編好的程序  
– 互動軟體具有彩色的圖表，教學和測試站  
– 虛擬器械來監控和對于模擬器進行治療處
理  



模擬新生兒	 

¬ 選擇設定好的模擬情景或自行設計  
¬ 選擇情況好轉的速率和皮膚顏色的惡化
程度  

¬ 能在過程中調整生命跡象  
¬ 心臟顫動，心率調整  
¬ 真實的嘴部，氣道和鼻腔可用來插管等
的練習  

¬ 加壓法  



模擬新生兒	 

¬ 臍導管放置  
¬ 可替換的脛骨  
¬ 指令介面能讓你來設計你要的程序  
¬ Code Team可用來控制各種管道的藥物
和液體  

¬ 使用簡易選單來設定生命跡象  
¬ 當領導的學生設定好虛擬器械的程序後，
所設定的會自動執行到完整為止  



DO   AND  DO  NOT  

¬ 當孕婦假人進行分娩動作時，須注意在馬達
推進器的前進路徑上不得有任何管線(臍帶、
音訊線、其他)。可能會造成斷裂或毀損。  

¬ 當孕婦假人進行分娩動作時，馬達連桿上共
有三個標示記號需連成ㄧ線(P-24)。並務必於
胎兒及假人會陰處噴上潤滑劑(P-20-21)。否
則除無法順利娩出外，且極易損壞。 

¬ 不同技術操作時有不同的配件供使用，請正
確搭配。見附圖或請詳閱操作手冊	 



DO   AND  DO  NOT 

¬ 分娩胎兒使用完畢後，請務必拿出孕婦
假人體內。否則極易造成互相沾黏  

¬ 如果馬達推進器在行進中當機，請將控
制盒的電源關閉後重新啟動即可  

¬ 勿將本孕婦假人或相關的塑膠配件置放
於印刷品或油漆的物件上，否則極易造
成污損。如表面有輕微污損請使用清水、
酒精或環保去漬油處理即可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 請先確認各項連線均無誤後，先開啟觸
控螢幕及PC主機。待完成	 後再開啟NB
主機。  

¬ 請先確認是否建立無線的系統(如無見
P86-89更正)？如建立則分	 別點選觸控
螢幕上Gaumard          及NB主機上
Gaumard       

               的圖案。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 觸控螢幕上可見【ALL ON】的選項，
請觸控後進入生命徵召的畫面。畫面右
側可見ECG、IBP、RESP等諸多波形，
每一個波形均可單獨進入。觸控更改表
現的設定(Alarms、Beep、Time、
Display等)與市面上大多數的生理監視
器類同。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 雙擊NB主機	 	 	 	 	 	 	 	 	 	 	 後選擇【Noelle】
再按壓 【START】即進入程式畫面。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 進入後請選擇【Quick Start 
Scenarios】後請按【Load 】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基本單純劇情設定	 

¬ 按壓【Details】後，請將下列各項空白的區域依照希
望呈現的劇情/數據填入(如不符合實務要求軟提會有警
示)。然後在【Apply】下方選擇更改狀況的時間(方便
先對學員提示及講解)。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使用內建單純劇情設定	 

¬ 按選【Palette】後可選擇內建的12個病情個案。每ㄧ
個病情又細分為許多過程(列：alice 分割為8個劇情)亦
可依右側View來篩選要教學的選項。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使用內建單純劇情設定	 

¬ 按壓【Details】後則畫面變更為alice 1
的相關生命跡象數據資料。即可使用此
為教材範本。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使用內建劇情設定  

¬ 按壓【Scenario】後則畫面跳出如下圖。
按壓【Add to Scenario】後則畫面跳出：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使用內建劇情設定	 

¬ 按壓【Add to Scenario】後則畫面跳出如下，
挑選內建個案後(也可在item description加入
變化情節)，亦可增加更多的內建劇情供演練。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使用內建劇情設定	 

¬ 下方的前進、後退、暫停等按鍵就如同一般播放軟體操作
即可。需注意各劇情間的時間更改進度，以便有時間說明
及操練(如果按play後不再按壓其他按鍵)。當然也可以暫

停(play按一次)前進、後退鈕來反覆練習。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 按壓【Labor】後則畫面跳出如下：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 按壓【Load Labor】後則畫面跳出為內建病患的病歷
資料檔。例：按壓alice 則中間區域跳出alice的生產
前相關病歷資料，右側為各階段的細項的病歷資料檔。
操演前也可由隨附的工具書『TEACHING TIPS』中
先行了解相關的資料及需要準備搭配的配件。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 按壓【Labor】後則畫面變更為alice 1的
分娩相關座標曲線數據資料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 可在曲線上的任意點加上轉折點(選定位置後\滑鼠右
鍵\add point\enter即可)。並可將曲線的高低位置任意
調整(ps：要合理才會被電腦接受)。同時亦可在
【time information】選擇要本次演練的時間。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 當各項數據確認後請在【labro control】選
擇【run】即可操作alice的全部分娩過程。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 在下方的Evaluation欄位則可填入要求的醫療動
作或指令，亦可由按壓【Log】套用內建的醫療
技能動作(每ㄧ個動作指令可以有難易或其他更細
的選項)。  

¬ 首先將本次操作團隊的學員名稱建立。(按Team
後鍵入名稱案OK即可。  

¬ 在中間的空白處會顯示所有動作的時間碼及動作。
並可由下指令人員按選 【Unsatisfactory】或
【Satisfactory】作為評斷是否正確操作此一動作
的評分。  

¬ 當操作時間結束後，即表示本次演驗完成。學員
可使用印表機將操作時間及過程列印或儲存。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 如果對這次的變動很滿意，且會在教學
上持續使用這個教案，請按壓【save 
labor】後建立一個以alice為基本架構轉
為alice-高醫-1的新病人資料。新的相關
病例數據需自行鍵入以利將來方便瀏覽
及操作。當然也可按壓  

¬ 【new patient】建立一個完全新的案例：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孕婦假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分娩過程全程演練	 

¬ 本軟體可以接受中文輸入  
¬ 使用劇情編寫時的細節問題請參考

p71-72的參考事項  
¬ 本操作說明書不確認或詳盡之處，請依

GAUMARDM 原廠使用說明為依據  



新生兒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 雙擊NB主機　　後可選擇【Newborn】
再按壓 【START】進入後請選擇
【Quick Start Scenarios】後請按
【Load 】即進入【details】程式畫面。  



新生兒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新生兒病人軟體設定部份	 

¬ 本軟體操作介面及其他各項操作項目及
方法與孕婦假病人類同，請參考。 

謝謝光臨 
	 



廠商：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26號12樓之8 
電話：02-25635636 
傳真：02-25363097 
Mail：fmostsci@ms31.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