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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 年 05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00 分~12 時 00 分

二、地點：台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 17 樓護理部教室

三、主席：陳玉枝理事長 紀錄：陳雅蓉

四、出席：溫美蓉委員代穆佩芬副理事長、傅 玲監事、胡月娟監事、

賈佩芳監事、周幸生常務理事、林淑英常務理事、

馮容莊理事、王桂芸理事、張淑真理事、陳美碧理事、

林麗華理事、彭少貞理事、杜玉慧理事、林小玲秘書長

五、請假：蔡淑鳳常務監事、張瑩如監事、張麗銀常務理事、宋惠娟理事、

蔣立琦理事、薛貴霞理事

六、會議議程：

(一)理事長致歡迎詞

非常感謝各位理事、監事由各地遠道而來，感謝大家對學會會務

的推動所付出的努力，已有初步的成果。本學會陸續有新會員加入，並

且向國健局申請到一個研究計畫，今天會議中將詳加說明。本學會會址

設置於台北榮總，每個月支付租金 500 元。學會因於草創期，故行政業

務暫由研究助理協助，故節省人事費用支出，財務狀況尚穩定。各委員

會已展開各項活動，預期今年會有更多對會員的服務成效。

(二)會務工作報告：

1.秘書長

(1)前次會議追踪事項：

○1完成 100 年度的工作計畫及決算，五月底前將向內政部陳報。

○2各委員會 101 年度工作計畫討論並決議。

○3本學會網站已初步架設好，為節省學會資源，請理監事協助為

網站建構繼續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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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學會 logo 進行徵選，將請會員委員會協助執行。

○5理事長申請「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癌症防治專業人

員培訓--癌症病人常見症狀非藥物處置臨床照護指引之實證應

用訓練”研究案獲通過，目前正準備執行。

2.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1) JBI 國際實證訓練課程進行與收費方式。

預計 8 月 16~18、23、24 舉辦為期 5 天的訓練課程。每位學員繳

交新台幣 3 萬 9 仟元整至台灣實證護理學會。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理監事與各組委員報名費八折；學會會員報名費九折；8 人即可

開班，依學員需求決定上課地點。

(2)有關本組委員參與 Cochrane Nursing Care Field、Joanna Briggs

Institute的翻譯及投稿相關知識放置在學會及 TJBCC網頁之工作

分配，每位負責委員領取的稿費將請主委確定支付單位，若需由

學會支付將制定相關辦法，並提理監事會通過後執行。

(3)歡迎踴躍投稿 JBI 年會的論文摘要。

第八屆 JBI 雙年國際研討會，主題：溝通知識之河，改善全球政

策和實務(Channelling the Rivers of Knowledge to Improve Global

Policy and Practice )，2012 年 11 月 12-14 日假泰國清邁舉行，徵

求口頭及海報發表論文摘要，意者請於 5 月 31 日前至網站下載

摘要格式書寫完畢後寄 phanida.j@cmu.ac.th，詳細資訊查詢網

址：http://www.joannabriggs.edu.au/JBI%20Colloquium%202012。

3.教育委員會主委

(1)實證護理工作坊辦訓情形。

○1 4 月 13 日台中實證護理工作坊因宣傳倉促，且中部多家醫院

準備評鑑，故導致不滿最低開班人數而取消。

○2 5 月 26 日屏東實證護理工作坊目前招收學員人數:41 人。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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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陽明大學 TJBCC 補助 5 萬元整。

○3 6 月 22 日仍在台中辦理實證護理工作坊，請大家共同協助招

募學員參加。

(2)申請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助案通過，細節如下 :

○1計畫名稱:癌症防治專業人員培訓--癌症病人常見症狀非藥物處

置臨床照護指引之實證應用訓練

○2計畫重點:腫瘤護理人員實證應用教育訓練：癌症症狀非藥物處

置照護指引

○3核定金額:450,000 元整。

○4本計畫目的：

甲、舉辦「癌症常見症狀非藥物處置研習會」，分別為北、中、

南、東部，四場預計共 800 人，以癌症症狀非藥物處置照

護指引為教材，藉由全國性教育推廣訓練以增進護理人員

實證專業照護知識，提升癌症病人實證照護之技能。

乙、邀請癌症照護專家授課常見症狀非藥物處置之實證照護，

並推廣實證臨床應用，促使能將實證照護指引落實於臨床

病人照護中，提升癌症照護品質。

丙、激發護理人員對實證照護之學習，促進應用實證照護指引

於臨床實務之動機，以提升癌症病人照護品質及其生活品

質。

○5研習會人數:預計北部 300 人，台北榮總負責。中部 200 人，胡

月娟監事協助辦理。南部 200 人，林淑英理事及

張瑩如監事協助辦理。東部 100 人，彭少貞理事

協助辦理。

○6結案日期:10 月底。

4.會員服務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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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員代表大會地點因會員多數於北部，故今年會員大會仍將在北

部舉辦。

(2)「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LOGO」:

○1以「簡潔、感性、知性與創新力」來充分展現實證護理概念。

將以網站公告及電子發文至全國護理相關單位進行稿件徵

選，開放全國護理人員進行投稿。

○2投稿稿件初選請會員 e-mail 方式投票，投票會員給予參加獎精

美 USB 小禮物一份。由理監事以電子郵件方式票選前三名，

第一名給予 5,000 元，兩名佳作給予 2,000 元以茲鼓勵。

(3)新會員招募事宜:

○1 本學會會員入會資格:個人會員及永久會員需具護理執照的護

理人員；贊助會員可不侷限於護理人員。

○2於每場訓練班或活動時進行擺攤，參加者當天加入會員即可享

等同會員之優惠。

○3為使增加會員來源，建議可於其他相關學會辦理活動時，進行

擺攤或發宣傳單等方式進行招募，或請 TWNA、全聯會網路刊

登本會訊息。

5.研究發展委員會主委－提案補助投稿相關事宜

決議:(1)2012 年起，凡會員完成一篇 protocol 或 Review，投稿到

cochrane、JBI，獲刊登每篇可補助 5,000 元。

(2)學會為草創期，暫無法補助指引發展之經費。

(3)各委員會會議可視各委員會需求一年召開一次至兩次。

(4)出版品發行事宜:本學會發行出版品(如書籍、光碟、雜誌、

電子報等)仍先委由研究發展委員會負責，待有出版品後

再行討論如何發行。

6.學術委員會主委業務－提案討論辦理年會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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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2012 學術年會」訂於 9 月 1 日(六)

舉行，地點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第一會議室，擬邀

請陳玉枝理事長演講及舉辦三場專題研討會，活動內容

如附件一。

(2) 9 月 1 日活動當天同時舉辦會員大會，並辦理會員優良海

報競賽。

(3)優良海報競賽類別: ○1實證讀書報告或案例分析○2系統性

文獻分析○3實證案例或研究。各類選

出十名，給予精美獎狀一只，競賽辦

法如附件二。

(4)舉辦「全國實證護理照護成果競賽辦法」如附件三:

○1公告辦法：擬於 6 月發文至全國各醫療院所公告本會競

賽辦法與主題。

○2參選方式：於本會公告後，各機構可逕行準備，本會將

於 101 年元月受理各機構組隊提出書面報

告，經過專家學者初審通過後，始得參與

本會辦理之複賽活動。

○3參選資格：全國各醫療院所，每年每機構以組一隊為原

則，並由機構推薦參與本競賽。

○4比賽時間：預訂於 102 年 3 月進行初賽，4 月進行複賽，

比賽成果將於護師節系列活動中呈現。

○5獎勵方式：凡經初審通過者可獲獎狀一張，複賽活動將

於初賽後辦理，並於國際護師節系列慶祝

活動中，頒發金銀銅獎以茲鼓勵。

○6評分方式：審查評分依問題評估與分析(20％)、具體實

施措施(30％)、成果評量(30％)及成效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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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影響範圍(20％)計分，詳見附件四。

7.財務主委—財務收支報告。

(1)會議出席費每次給予 1,000 元。

(2)交通費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申請補助，自行開車者則以火車自強號

作為補助依據。

(3) 100 年度 9 月 24 日截至 12 月 31 日止收支情形:

○1收入:入會費、年費及會元捐款共 678,711 元整。

○2支出:辦公用品、辦公處所管理費、籌備會議及大會支出共

160,223 元整。

○3餘絀 527,488 元整，收支決算表將交至內政部。

(4) 101 年度 1 月 1 日截至 5 月 18 日止收支情形:

○1收入:100 年餘絀、新收會員會費及課程報名等共 833,088 元整。

○2支出:會議出席會、交通費、課程積分審查及辦公處管理費等共

141,842 元整。

○3餘絀 691,246 元整。

(5)年度盈餘低於 12 萬元整可免除繳稅。會計事宜待學會穩定後再

行討論聘用。

(三)提案討論。

1.案由：請審議本會 100 年各項經費收支決算表、年度工作報告。

說明：提經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後，呈報內政部。

決議：照案通過。

2.案由：本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辦理時間、地點及分工案，提請

討論。

決議：預計下半年度與理監事聯席會議排定 9 月 1 日，確切地點將

另行通知。

(四)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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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前協助本會之研究助理因家庭因素，於五月底離職；待聘用

新助理後，仍續協助本會會務。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