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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實 證 護 理 學 會  
第六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競賽活動辦法 

107.06.01 第 3-2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本競賽分為實證護理照護應用競賽及優良海報競賽兩大類，詳細活動辦

法請參閱以下說明。 

壹、實證護理照護應用競賽 

一、目 的： 

為推動全國護理人員對國人健康照護之責任與貢獻，故每年舉辦護理照

護之競賽，以鼓勵基層護理人員以實證為依據，提供促進國人健康之具

體創意的照護措施，特擬定本辦法。 

二、說 明： 

本競賽分為一般組及主題組。 

(一)一般組題目自訂，凡於 10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期間，

運用實證步驟完成之臨床實際應用及改善案，皆可報名參加； 

(二)主題組題目則以「症狀處理」為競賽主題，彰顯護理專業在健康促進

的實證具體成效，凡 3 年內應用實證護理方法進行之臨床照護品質改

善專案，皆可報名參賽。 

※2019 年～2021 年主題組題目為： 
2019 年 約束 

2020 年 壓力性損傷 

2021 年 跌倒 

三、參選資格： 

全國各醫療院所，以機構為單位組隊報名參加，每組至多 3 人，每組主

要報告者需是本會會員，每位成員僅能報名一隊 ；鼓勵跨專業組隊，不

限任何職類，可為同一職類或不同職類；一般組 每機構報名以四隊為限；

主題組 每機構報名以兩隊為限。 

四、參賽報名費：每個團隊新台幣 7,000 元整，請於報名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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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繳費方式：【匯款完成後請提供匯款帳號後五碼資訊，以利核對帳款】 
※銀行臨櫃匯款/ATM 自動轉帳 

銀行代號及行別：006（合作金庫銀行石牌分行） 
戶  名：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銀行帳號：1427-717-003303 

六、報名方式： 
一律以E-mail報名，107 年 07 月 01 日～07 月 31 日前將以下資料E-mail至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tebna2011@gmail.com），待收到本會回覆確認已收件

方為報名成功。 
(一)報名表（WORD檔） 
(二)加蓋機關印信同意書（PDF檔） 
(三)讓渡協議書（PDF檔） 
(四)投稿論文摘要（WORD檔） 
(五)投稿論文稿件（PDF檔） 
(六)繳費證明（PDF檔） 

七、評選方式： 
由本會學術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擔任審查委員；分別進行初審及複審。初

審通過名單預計於107 年 10 月 01 日公告於本會網站。 
(一)一般組 

1. 初審：由初審委員依據各參賽團隊檢附之書面資料進行審查，並擇優

進入複審（若審查結果未達標準，則不足額錄取）。初審未獲通

過則改為海報展出。 
2. 複審：參賽隊伍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進行現場發表，每組發表時間為

15 分鐘，內容以 Power Point 檔案呈現，並由評審團進行評分。 
※簡報大綱建議：(1)形成 PICO 的內容；(2)資料搜尋策略；(3)文獻評讀； 
       (4)臨床應用；(5)成效評值。 

3.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及配分 

PICO 的質與量 
（主題的選定） 

(10%) 

1. 清楚描述病人及疾病 (4%) 

2. 清楚描述主要/其它的介入處置或暴露因素 (3%) 

3. 正確指出結果成效的測量指標 (3%) 

mailto:tebna20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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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組 
1. 初審：由初審委員依據各參賽團隊檢附之書面資料進行審查，並擇優

進入複審（若審查結果未達標準，則不足額錄取）。初審未獲通

過則改為海報展出。 
2. 複審：參賽隊伍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進行現場發表，每組發表時間為

15 分鐘，內容以 Power Point 檔案呈現，並由評審團進行評分。 
※簡報大綱建議：(1)背景；(2)問題評估與分析；(3)具體實施措施； 
        (4)成果評量；(5)成效推廣與影響範圍。 

文獻搜尋 
(15%) 

1. 關鍵字使用合適 (5%) 

2. 清楚的敘述檢索策略 (5%) 

3. 利用各種檢索功能提昇搜尋效率 (5%) 

文獻評讀 
（知識整合） 

(25%) 

1. 正確使用文獻評讀指南工具 (5%) 

2. 正確且嚴謹的評讀「效度」(validity) (5%) 

3. 正確且嚴謹的評讀「效益」(importance) (5%) 

4. 正確的整合及評定證據等級 (10%) 

從實證到臨床 
實際應用 

(30%) 

1. 能應用在本案例及類似的病人 (10%) 

2. 考慮到成本效益 (10%) 

3. 說明不同臨床決策對照護品質的影響 (10%) 

病人權益、病人 
安全與倫理之考量 

(5%) 
1. 病人權益、病人安全與倫理之考量 (5%) 

成效評估 
(10%) 

1. 臨床成效 (5%) 
2. 成效維持、監測、知識更新 (5%) 

現場表現 
(5%) 

1. 報告內容系統分明、前後連貫 (2%) 

2. 圖表文字清晰簡明 (2%) 

3. 時間控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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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及配分 

問題評估與分析 
(20%) 

1. 清楚分析問題成因 (10%) 

2. 民眾與家屬的參與決策 (5%) 

3. 正確運用質量性資料分析問題 (5%) 

具體實施措施 
(30％) 

1. 策略是否有創新性 (5%) 

2. 是否有跨專業間之團隊合作 (5%) 

3. 病人權益、病人安全與倫理之考量(5%) 

4. 結果與討論內容是否適當 (5%) 

5. 介入措施是否具實證依據 (10％) 

成果評量 
(30％) 

1. 健康指標具體測量 (10%) 

2. 近中長目標之評量 (10%) 

3. 持續時間 (10%) 

成效推廣與影響範圍 
(20％) 

1. 成本效益分析 (10%) 

2. 影響的群眾人數 (10%) 

八、獎勵方式： 
(一)一般組： 

1. 金 獎：1 組，每組頒發獎金 1 萬元整、獎座及獎狀一只。 
2. 銀 獎：2 組，每組頒發獎金 5 仟元整、獎座及獎狀一只。 
3. 銅 獎：3 組，每組頒發獎金 3 仟元整、獎座及獎狀一只。 
4. 佳作獎：數組，頒發獎狀。 
5. 潛力獎：數組，頒發獎狀。 

(二)主題組： 
1. 金 獎：1 組，每組頒發獎金 1 萬元整、獎座及獎狀一只。 
2. 銀 獎：1 組，每組頒發獎金 5 仟元整、獎座及獎狀一只。 
3. 銅 獎：1 組，每組頒發獎金 3 仟元整、獎座及獎狀一只。 
4. 佳作獎：數組，頒發獎狀。 
5. 潛力獎：數組，頒發獎狀。 

 ※註：每組請必務留下代表領取獎項或請人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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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優良海報競賽 
一、目 的： 

為提昇實證護理研究品質，鼓勵護理人員踴躍參與實證護理研究論文發

表，特擬定本辦法。 

二、參加對象： 
有志於實證護理研究者。 

三、報名方式： 
一律以E-mail報名，請發表者依實證讀書報告或案例分析、系統性文

獻分析、實證相關專案與研究（共三類）投稿論文摘要稿，報名時間自107
年 07 月 01 日至 07 月 31 日止，將以下資料E-mail至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tebna2011@gmail.com），待收到本會回覆確認已收件方為報名成功。 
(一)報名表（WORD檔） 
(二)讓渡協議書（PDF檔） 
(三)投稿論文摘要（WORD檔） 

本會將先進行初審，初審通過名單預計於107 年 10 月 01 日公告於本會網

站，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當天將再擇優進行優良海報複審作業。 

四、參賽報名費： 

每篇會員 800 元，每位會員各類只能投一篇；非會員 1,500 元，請於初審

通過時繳交。 

五、繳費方式：【匯款完成後請提供匯款帳號後五碼資訊，以利核對帳款】 

※銀行臨櫃匯款/ATM 自動轉帳 

銀行代號及行別：006（合作金庫銀行石牌分行） 

戶  名：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銀行帳號：1427-717-003303 

六、獎勵方式： 

(一)實證讀書報告或案例分析 

1. 金 獎：1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mailto:tebna20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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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 獎：2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3. 銅 獎：3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二)系統性文獻分析 

1. 金 獎：1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2. 銀 獎：1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3. 銅 獎：1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三)實證相關專案與研究 

1. 金 獎：1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2. 銀 獎：1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3. 銅 獎：1 組，得獎者頒發獎牌及獎狀一只。 

 ※註：每組請必務留下代表領取獎項或請人代領。 

七、評選方式： 

(一)由本會學術委員會邀請學者、專家擔任審查委員；分別進行初審及複審。 

1.初審：每篇參與海報發表之論文摘要內容，由審查委員進行初審。每

位審查委員依分配之海報發表稿件進行摘要稿內容評分，並擇

優進入複審。 

2.複審：進入複審之稿件將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第六屆提升照護品質

實證競賽」海報展示會場進行實地評選。 

(二)參與海報評選者，請在 107 年 11 月 17 日展示時間內向評審委員進行 3

分鐘口頭說明及 2 分鐘回答評審委員提問。 

(三)評分項目：分為本文內容(60％)、海報製作(30％)與現場答詢(10％)三部

分。評審委員給分之總和為該論文之得分，依得分高低，各組取金、銀、

銅及佳作數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