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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第一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 下午 3 時 00 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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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陳雅珊 

四、出席：穆佩芬副理事長、傅  玲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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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容莊理事、張淑真理事、陳美碧理事、 

林麗華理事、林小玲秘書長 

五、請假：蔡淑鳳常務監事、胡月娟監事、蔣立琦理事、王桂芸理事、 

彭少貞理事、薛貴霞理事、杜玉慧理事 

六、會議內容： 

(一)理事長致詞 

「第一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競賽」於今天圓滿結束，幾位理監事無法

親自參與這兩天的競賽活動，仍抽空出席理監事會議，非常感謝，在此向

各位報告兩件事： 

11 月 29 日的競賽活動特別邀請高考試委員明見蒞臨指導，高委員表示

明(103)年擬提供獎金贊助本會辦理實證競賽，鼓勵更多護理人員施行以實

證為依據的臨床照護及提昇實證護理研究品質。 

為彰顯護理工作在感染控制的實證具體成效，於 11 月 30 日進行感染

管控主題的複賽，蔣立琦主委希望這類主題式的發表能夠透過媒體報導，

讓民眾瞭解護理人員都致力提供科學性的照護，所以我們發出了新聞稿，

包括蘋果日報、聯合報等平面媒體都來採訪這兩天的競賽活動。 

今(102)年的競賽成果豐碩，展現許多實證護理於臨床應用的趨勢和力

量，希望明(103)年再接再厲，繼續努力，讓實證成為護理專業的基石，共

同為提升全民健康照護之品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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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務工作報告： 

1. 秘書長 

(1)本會 LOGO 擬簡化圖案，避免印製在獎座等地方太小看不見。 

2.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 

(1)102 年度 JBI 實證護理種子(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課程

7 月 20、27；8 月 10、24、31 共 5 天已於彰化基督教醫院辦理完

成，共 10 位學員參加受訓。 

(2)102 年 10 月共 14 位會員經由本會組團，參加 JBI 年會，共 4 位口

報及 10 位海報發表。 

(3)2013/10/30~11/2 第二屆國際實證健康照護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 ISEHC) 年會，於義大利西

西里島的山城陶米納 (Taormina) 舉行，本會 5 位會員組團參加，

共 1 位口頭發表， 5 位海報發表。 

(4)Best Practice 由嘉基護理雜誌一年兩期，各一篇陸續翻譯刊登。 

(5)JBI資料庫建構多語言之資料分享，曾經及陸續翻譯之Best Practice

中文版，將掛於其網頁中。 

(6)CNCF 於 JBI 每年年會有質性與量性研究法之工作坊，以及協助投

稿 Cochrane review 之工作坊，可鼓勵同仁參與，建立國際研究合

作網絡。 

(7)按照本組計畫 103 年仍將於 7-8 月間辦理一場 CSR 課程。 

(8)JBI 年會 2014 年將於新加坡舉辦，本委員會仍將協助會員組團參

與，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3. 教育委員會主委 

(1)102 年度實證護理基礎課程辦訓情形： 

日期 地點 說明 

102/08/20 東元綜合醫院 如期完成，共 35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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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26 屏東基督教醫院 如期完成，共 27 人參加。 

 
(2)102 年度實證護理工作坊辦訓情形： 

日期 地點 說明 備註 

102/11/10、17、
24 

臺北榮民總醫院 
如期完成，共 45 人

參加。 
與 TJBCC 合辦 

102/11/16、23 
102/12/07 

國立成功大學 
如期完成，共 30 人

參加。 
 

 
(3)「實證種子認證」及「實證種子教師認證」同等資格之認證收費

包含審核及證書費用，預計會員 1000 元；非會員 5000 元，擬提

理監事會通過(提案一)。 

(4)103 年度工作計劃與預算。 

4.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委 

(1)103 年度工作計劃與預算。 

(2)新加入會員已是台灣實證醫學會會員是否給予入會折扣(8 折或 9

折)，擬提理監事會通過(提案二)。 

5.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委 

(1)健保資料庫運用分析系列工作坊 7 月 3、10、17、24、31；8 月 7、

14、28 共 8 天已於臺北榮民總醫院辦理完成，共 15 位學員參加受

訓。103 年擬追踪上課學員學習運用成效，聯結學員諮詢陳育群老

師。 

(2)本會系統性文獻回顧發表獎勵辦法及申請表，擬提理監事會通過 

(提案三)。 

(3) 103 年度工作計劃與預算。 

6. 學術委員會主委 

(1)第一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競賽第一大類全國實證護理照護競賽一

般組共 25 篇參選、主題組共 9 篇參選，初審共通過 22 篇，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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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組 15 篇(60%)、主題組 7 篇(78%)。一般組採 11 月 29 日複審，

主題組採 11 月 30 日複審，將選出金、銀、銅、佳作、潛力獎數

名： 

組別 擬發出獎項 獎項數量 

一般組 1 金、1 銀、2 銅、佳作 3 名、潛力獎 8 名 15 

主題組 1 金、1 銀、1 銅、佳作 1 名、潛力獎 3 名 7 

 

(2)第一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競賽海報參選共 181 篇，初審通過 122

篇，含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4 篇(67%)、實證應用類 16 篇(55%)、實

證讀書報告或案例分析類 102 篇(69%)。其中三類已共選出 56 篇

優良海報，採 11 月 30 日複審，將選出金、銀、銅、佳作、潛力

獎數名： 

組別 擬發出獎項 人數 

系統性文獻回顧類 1 金、1 銀、1 銅、佳作 1 名 4 

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1 金、1 銀、2 銅、佳作 2 名、

潛力獎 3 名 
9 

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1 金、2 銀、3 銅、佳作 6 名、

潛力獎 6 名 
18 

 

(3)103 年度工作計劃與預算。 

7. 財務委員會主委 

(1)102 年度收支報告(附件一)。 

(2)本會 103 年度收支預算表，擬提理監事會通過(提案四)。 

(三)提案討論： 

1. 案由：「實證種子認證」及「實證種子教師認證」同等資格之認證收

費，提請討論。(教育委員會提案) 

說明：包含審核及證書費用，預計收取會員 1000 元；非會員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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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醫事學校、機構自己開設的課程，如何審核他們申請的師資資

格及上課內容是否符合，需再訂定詳細的標準。目前一律只認

證本會會員，收費 1000 元。 

2. 案由：新加入會員已是台灣實證醫學會會員是否給予入會折扣(8 折或

9 折)，提請討論。(會員委員會提案) 

說明：為與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有良好交流，擬互相給予新加入會員入

會折扣。 

決議：入會費乃依章程規定收取，異動需經會員大會通過，程序複雜

且有爭議，所以決議凡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員報名參加本會研

習活動者，給予等同本會會員之報名費優惠。 

3. 案由：本會系統性文獻回顧發表獎勵辦法及申請表，提請討論。(研

究發展委員會提案) 

說明： 

(1)系統性文獻回顧發表獎勵辦法請見附件二。 

(2)系統性文獻回顧發表獎勵申請表請見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4.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3 年度收支預算表(附件四)及工作計劃(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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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案由：本會第一屆第四次會員大會辦理時間，提請 討論。 

說明：因 103 年 9 月 23 日適逢第一屆理監事任期結束，會員大會若

合併理監事改選，則需延後至 9 月辦理。 

決議：擬行文至內政部報備第一屆理監事任期延至 104 年 3 月 23 日，

屆時將辦理第 1 屆第 5 次大會時改選。103 年第 1 屆第 4 次之

大會日期預訂 3 月合併學術年會一起舉辦。 

(四)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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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 ISEHC(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2014 大會

之辦理事宜。 

決議：1.本會協助宣傳，本會會員報名費優惠同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員。 

2.委請國際事務委員會籌備協助辦理工作坊。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