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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 下午 1 時 30 分~5 時 00 分

二、地點：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會議室

三、主席：陳玉枝理事長 記錄：陳雅珊

四、出席：穆佩芬副理事長、傅 玲監事、胡月娟監事、賈佩芳監事、

張瑩如監事、周幸生常務理事、林淑英常務理事、

張麗銀常務理事、宋惠娟理事、蔣立琦理事、馮容莊理事、

王桂芸理事、陳美碧理事、林麗華理事、彭少貞理事、

薛貴霞理事、杜玉慧理事、林小玲秘書長

五、請假：蔡淑鳳常務監事、張淑真理事

六、會議內容：

(一)理事長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理監事百忙之中，特別是禮拜六下午趕來這裡開會。本會

各委員會都非常積極地推展各項活動，在去年交出亮麗的成績單，今年預計

的工作計畫也都相當豐富，必能持續宣導實證於臨床照護之應用。

(二)秘書處報告

1. 本會採購數位相機壹台，供學會活動使用。

2. 本會自本年度 102 年 1 月起，聘用辦事員陳雅珊小姐全職協助會務處

理，敘薪辦法比照國科會研究助理薪資，擬提理監事會通過(提案一)。

(三)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1.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

(1) 2013 年 7 月 13、20、27；8 月 10、17 將於彰化基督教醫院舉辦 JBI

CSR 五天系統文獻查證課程，已刊登於網頁上開始招生。彰化基督

教醫院目前已報名 10 位。

(2)擬於 8 月舉辦國際研討會，主題為：Ageing and health: trans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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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into policy and practice。此次擬與台北榮總教研部及台北市

護理師護士公會合辦，為經費來源之一，另外由 TJBCC 申請陽明

大學補助，與台灣實證護理學會共同為主辦單位。

(3)國際研討會訊息公告

A. 2013 JBI convention (2013 年 10 月 21-23 日，澳洲阿德雷德)鼓勵

各醫院一起組團參加，請穆副理事長協助彙整本會理監事及各醫

院護理部主任以本會名義共同組團註冊 symposium 的主題。5 月

17 日前徵求口頭及海報發表論文摘要，意者可至網站下載摘要

格式。詳細資訊查詢網址：http://2013convention.joannabriggs.org/

B. 2013 Cochrane Colloquium (2013 年 9 月 19-23 日，加拿大魁北

克)，4 月 4 日前徵求口頭及海報發表論文摘要，意者可至網站下

載摘要格式。詳細資訊查詢網址：

http://colloquium.cochrane.org/call-abstracts

C. Evidence Live 2013, 2013 年 3 月 25-26 日假 University of Oxford,

England 舉行，詳細資訊查詢網址：

http://www.evidencelive.org/timetable

D. ISEHC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將於

2014 年來台辦理研討會，請密切注意網站訊息！網址：

http://www.isehc.net/

(4) 102 年度委員工作分配

項目 負責委員 預定進度

(1) CNCF translation：
中文轉英文摘要

自由認養

可用在台灣已發表的中文
Quasi-experimental 及
experimental 文章摘要填入
制式表格。

(2) CNCF translation：
Cochran 英文摘要投稿

有興趣者可自行上網登記為 volunteer。

(3) CNCF translation國語語
音版：英文摘要轉成中
文，將中文摘要以國語語
音錄音

自由認養 1 年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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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BI Best practice翻譯 取消

3. 教育委員會主委

(1)本會與飛資得醫學資訊公司、台北榮民總醫院於 3 月 5 日共同舉辦

「實證與護理臨床工作的結合」研討會，邀請國外實證護理講師 Ms

Anne Dabrow Woods 來台交流與經驗分享，共 221 人參加。

(2)實證基礎課程：預計上半年於南區-屏東基督教醫院及 8 月於北區-

東元綜合醫院舉辦，由委員及會員協助辦理。

(3)實證護理工作坊：以實證基礎課程為主，於一般課程下午加入搜尋

資料庫的實際操作，實證量性課程及實證質性課程加入 RevMan 與

JBI-QARI 的上機實作。102 年度預計於北部及南部-成功大學各舉

辦一梯次。

(4)實證師資訓練工作坊：預計 11 月於台北榮總舉辦，為期三天，15~20

人方開班，報名費擬為會員 4,500 元、非會員 5,400 元。

(5)擬訂「實證基礎課程」、「實證種子教師認證」與「實證種子指導教

師認證」資格與辦法，提請理監事會通過(提案二)。

(6)王凱微委員建議本會籌設 SR 諮詢辦公室，擬安排教育委員會委員

擔任輔導老師，採一對一預約制輔導學員投稿 SR 文章，擬提理監

事會討論(提案三)。

4.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委

本會目前活動會員 460 人，含今年新入會會員 23 人，今年已繳會費

者 202 人。有鑑於舊會員截至目前為止繳費狀況不如預期，新會員增加

人數有限，本委員會提出幾個招募新會員及凝聚舊會員之有效方案，提

理監事會討論(臨時動議)。

5.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委

(1)今年 7 月 3、10、17、24、31 日；8 月 7、14、28 日將舉辦健保資

料庫運用分析系列工作坊，每次 2 小時(3’-5’pm)，共上 8 次，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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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陳育群醫師授課，講師鐘點費擬為每小時

2400 元，預計招收 20~25 名學員，報名費擬為會員 10,000 元、非

會員 12,000 元。

(2)擬發行學術性期刊，收錄系統性文獻回顧、實證研究、實證應用、

實證讀書報告或案例分析類等文章，指引則因字數問題可安排收錄

1 篇，預計每期收錄約 10 篇。期刊名：台灣實證護理雜誌(Taiwan

Evidence-Based Nursing Journal)，預計 11 月底發行創刊號，提請理

監事會通過(提案四)。

6. 學術委員會主委

(1)辦理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2013 學術年會，議程如附件一。

A.專題研討Ι主題訂為 EBN infection control (1)Handwash

(2)Catheter (3)Crossing，講者邀請中；下午則舉辦研究方法學系

列演講，分成三個主題，主題 I 為「運用健保資料庫詢問實證護

理的臨床問題 PICO」擬邀請國防醫學院蔣立琦主任授課；主題

II 為「治療性臨床問題的資料庫統計分析」擬邀請衛生署中南區

區域聯盟學術顧問吳聖良博士授課；主題 III「控制影響雙組對某

分配之干擾因子」擬邀請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陳育群醫師授

課。

B.會議日期及地點提請理監事決議(提案五)。

(2)籌辦全國實證護理照護競賽事宜：

A.本競賽分為一般組及主題組，一般組題目自訂，主題組題目則與

102 年年會主題：EBN infection control 連結，以感染管控為競賽

主題，彰顯護理工作在感控的實證成效。

B.擬以機構為單位組隊報名參加，一般組每機構報名以三隊為限；

主題組每機構報名以兩隊為限。

C.自本會公告日起至同年 9 月 15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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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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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2 年度一般組複賽擬於 102 年 11 月 29 日舉辦，主題組複賽擬

於 102 年 11 月 30 日舉辦，當天上午並安排演講，下午辦理優良

海報競賽。

E.競賽辦法，提請理監事會通過(提案六)。

7. 財務委員會主委—102 年 1 月至 102 年 3 月財務收支報告(附件二)。

本年度 1 月 1 日截至 3 月 12 日止收支情形：

(1)收入：入會費、年費共 225,000 元整。

(2)支出：人事費、文具紙張、郵電費、會議出席費、交通費、公關

費等共 88,545 元整。

(3)餘絀 136,455 元整。

(四)提案討論

1. 案由：辦事員陳雅珊小姐之任用與敘薪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陳雅珊小姐係實踐大學應用外文系畢業，原任台北榮總研究助

理。陳員自本會籌備期間即 100 年 3 月起，即協助本會申請立

案與各項籌備會議；本會 100 年 9 月 24 日正式立案後仍持續協

助各項會務，對本會運作非常熟悉。擬請同意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雇用陳雅珊為本會辦事員，並比照國科會學士級專任研究

助理第三年年資，每月薪資 33,070 元任用。

決議：考量本會財務狀況仍不穩定，陳雅珊小姐之敘薪辦法比照國科

會學士級專任研究助理第一年年資，採固定薪，暫不逐年加薪，

每月薪資 31,520 元任用。

2. 案由：擬訂「實證基礎課程」、「實證種子教師認證」與「實證種子指

導教師認證」資格與辦法，提請討論。(教育委員會提案)

說明：

(1)實證基礎課程：

A.共計 18 小時之核心課程，課程內容包含：一般課程 6 小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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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量性課程 6 小時、實證質性課程 6 小時。

B.認證之有效期限為 6 年，期滿需參加實證健康照護相關研習課程

20 小時，始得展延證書期限。

C.完成一篇實證文獻投稿 SCI 可抵展延所需時數 10 小時；實證主

題口頭發表可抵 4 小時；實證主題海報發表可抵 2 小時；實證

文獻投稿一般期刊可抵 6 小時。

(2)實證種子教師認證資格，認證辦法參見附件三。

(3)實證種子指導教師認證課程，認證辦法參見附件四。

決議：「實證種子教師認證」名稱更改為「實證種子認證」；「實證種子

指導教師認證」名稱更改為「實證種子教師認證」，認證辦法也

一併更改名稱。實證種子認證辦法及實證種子教師認證辦法第

二條第二款中提到同等資格也可取得本會認證，請教育委員會

繼續研議同等資格之認證收費辦法。

3. 案由：擬籌設 SR 諮詢服務辦公室，提請討論。(教育委員會提案)

說明：擬安排教育委員會委員擔任輔導老師，採一對一預約制輔導學

員投稿 SR 文章。

決議：(1)請秘書處於本會網頁上開闢一個諮詢園地，收集會員提出的

問題，再轉交教育委員會討論後統一回覆，並從中思考及建

構未來諮詢服務的方式。

(2)理事長建議於每期 CSR 課程後，考量開設一個 SR 追踪輔導

課程或以小組討論方式輔導學員投稿 SR 文章，請國際事務

委員會研議。

4. 案由：擬發行台灣實證護理雜誌(Taiwan Evidence-Based Nursing Journal)，

提請討論。(研究發展委員會提案)

說明：

(1)擬發行學術性電子期刊，收錄系統性文獻回顧、實證研究、實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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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實證讀書報告或案例分析類等文章，指引則因字數問題可安排

收錄 1 篇，預計每期收錄約 10 篇。102 年 11 月底發行創刊號，擬

3 月起徵稿、6 月截稿；103 年起為一年兩期。

(2)各期主編擬由研發委員會委員輪流擔任：

創刊號主編-宋惠娟主委；第二期主編-楊秋月委員；

第三期主編-高啟雯委員；第四期主編-郭雅雯委員；

第五期主編-楊其璇委員；第六期主編-伍麗珠委員；

第七期主編-蕭麗萍委員；第八期主編-陶芳美委員。

決議：暫緩辦理；請研究發展委員會研議是否發行電子報，發行期刊

則規劃為遠程目標。

5. 案由：辦理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2013 學術年會會議日期及地點，提請討

論。(學術委員會提案)

說明：已預先登記借用 6 月 8、15、22、29 日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

第二會議室，建議由此擇一日召開 102 年會員大會。

決議：會議日期訂為 6 月 15 日，地點為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第二會

議室。

6. 案由：籌辦全國實證護理照護競賽競賽辦法，提請討論。(學術委員會

提案)

說明：競賽辦法請見附件五。

決議：修改競賽辦法第四條及第六條。

第四條 報名費修改為：初賽每隊新台幣 1,000 元整；獲選複賽

每隊新台幣 2,000 元整。

第六條 獎勵方式修改為：

(一)一般組：

1. 金獎：1 組，每組頒發獎金 1 萬元整及每位組員獎狀一只

2. 銀獎：2 組，每組頒發獎金 5 仟元整及每位組員獎狀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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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銅獎：3 組，每組頒發獎金 3 仟元整及每位組員獎狀一只

4. 佳作獎：6 組，頒發紀念品及獎狀

5. 潛力獎：8 組，頒發獎狀

(二)主題組：

1. 金獎：1 組，每組頒發獎金 1 萬元整及每位組員獎狀一只

2. 銀獎：1 組，每組頒發獎金 5 仟元整及每位組員獎狀一只

3. 銅獎：1 組，每組頒發獎金 3 仟元整及每位組員獎狀一只

4. 佳作獎：3 組，頒發紀念品及獎狀

5. 潛力獎：4 組，頒發獎狀

7.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1 年各項經費收支決算表(附件六)、年度工作報

告(附件七)。

說明：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內政部。

決議：照案通過。

8.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2 年年度工作計畫(附件八)、收支預算表(附件九)。

說明：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內政部。

決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

招募新會員及凝聚舊會員之有效方案：

1. 舊會員(維持舊會員成為活動會員)：

(1)各研討會或教育訓練報名費：給予折扣，如基礎課程 9 折，若屬獨

特性質者，則由負責訓練委員會另訂。

(2)未繳費單位：由秘書處整理名單，轉由該機構護理主管統一催繳。

2. 新會員：

(1)增加入會途徑方便性：

＊研討會、教育訓練時提供表單，現場辦理入會即打九折。

＊各研討會或訓練開始前，以簡報方式提供訊息，並提出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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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年度成效海報，在各訓練研討會現場展示。

＊提供網路申請：減少入會程序繁複之障礙。

(2)擴增招募會員訊息：將各研討教育訓練訊息，轉載於各醫事公會、

學協會，擴增能見度。

3. 增加學生會員(八折)、團體會員

決議：請會員服務委員會再多收集意見，規劃可行方案再議。

(六)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