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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27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3 次行政會議紀錄，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3 次行政會議已於 99 年 1 月 26 日完

成召開，相關工作報告、提案與決議情形，詳如會議紀錄。 

擬辦：呈核可後，會議資料製作十四份分發至各單位，原稿文書組存檔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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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98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3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9年 1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09：30時 

二、地  點：本校 3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洪  當  明  校  長         紀 錄：蔡志超老師 

四、出席人員：彭台珠主秘、蔡長書教務長、羅文瑞學務長、牛江山總務長 

彭少貞主任、吳育儒主任、許瑋麟主任、蔡宗宏主任 

葉善宏主任、吳善全主任、李志偉主任、翁仁楨主任 

蔡裕美主任、謝麗華主任、李長泰主任、蔡武霖主任 

羅文瑞學務長、謝易達主任、陳嬌芳主任、陳志聖主任 

呂家誠主任、楊天賜組長、田一成組長、曾瓊禎組長 

翁銘聰組長、張玉瓊組長、沈淑惠教官、李春蓓組長 

楊耀宗組長、迪魯．法納奧組長、許彙敏組長 

陳玉娟組長、黃正立組長、魏  鑫組長、蔡志超組長 

魏子昆組長、潘玉瑄同仁代、吳淑貞組長、游崑慈組長 

張志銘組長、田培英組長、莊艷妃組長、江玉君組長。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紹明、宋惠娟老師。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一)訂定「慈濟技術學院98學年度第2學期校曆」。照案通過。 

(二)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圖書館管理作業準則」。照案通過。 

(三)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優良導師獎勵辦法」。照案通過。 

(四)廢除「慈濟技術學院導師工作評定量表」。照案通過。 

(五)訂定「放射技術系學生參加學術活動辦法」。修正通過。 

(六)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公、差假作業要點」。修正通過。 

 

七、主席報告：感恩全校所有行政同仁過去一學期所規劃並推動的各項行政工作，

兩點報告如下： 

    (一)教育部「特色典範計畫」訪視時間訂在 2 月 28 日，此次訪視包含 98 學年度

各項執行成果，暨審查 99 學年度計畫，請研發中心、資工系、各系及相關單

位儘早完成準備工作。 

    (二)各單位必須參加教育部所列管之各種會議。最後，請通識中心儘量出席 

北區英語教學中心之會議。 

 

八、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略，詳參期末校務會議） 

 

九、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編製教科書出版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放射技術系利用「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之子計畫－－「東部輻

射安全防護教育暨人才培育計畫」編著《游離輻射安全防護 A 》與《游離輻

射安全防護 B 》兩本教材。 



  

二、上開兩本教材須對外銷售，爰修訂辦法以訂定銷售金額分配原則，條文修訂

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業經各項補助款補助出版之教科書、

實驗（習）手冊或參考資料，其後若

經由各所、系（科）、中心自行銷售者，

其銷售金額之 20％歸各所、系（科）、

中心運用，其餘 80％則繳回本校會計

室。 

 新增 

 

改為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原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設置。修訂條文內容如

下： 

 

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目  的 

     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為增進專業實務技能，

落實產學合作之技職教育方針，培養學生職業倫理道德觀念，並發揮慈悲

喜捨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校外實習教育的目標 

        一、培養敬業樂群及勤勞樸實的習性。 

        二、在「工作中學習」，培養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三、訓練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職業倫理。 

        四、激發學習意願與可塑性。 

        五、訓練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培訓創新能力。 

        七、加強外語能力。 

第 二三 條 適用範圍 

     本校暨各實習機構均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學生實習事務。 

第 三四 條 工作職掌 

      一、各實習機構教學組─協調實習生在各實習單位有關業務及實習成效之

檢討。 

     二、本校─各所系(科)承辦實習有關業務及輔導事宜。學務處、導師及實

習指導老師負責實習生實習暨生活言行輔導。 

第 五 條 實施對象 

          凡本校學生均應參加各所系(科)規劃之校外實習課程，每階段實習 

          成績及格始得畢業。 

      

 第二章 實習安排 

第 四六 條 實習內容及實習生名額 

      實習內容及實習生名額由學校於實習前一個月向各實習機構教學組確認。 

第 五七 條 實習生分配 

學生均應按各科安排參加校外實習教育訓練，每梯次各機構實習生名額及

實習單位分配作業由學校辦理。 

第 六八 條 實習生實習前訓練 



  

     一、學校於學生實習前應辦理實習前計畫說明，以增進學生對實習之認識。 

     二、實習機構教學組於學生報到時應即舉行實習業務簡介及環境介紹。 

     三、實習單位安排專人負責協助實習指導老師指導學生實務操作。 

第九條  實習報到 

 一、學生報到前學校應與實習機構完成實習合作簽約手續。 

 二、各所系(科)於學生報到三週前應將「學生實習名單」、「學生實習 

     計畫」等相關資料送至實習機構相關部門。 

 三、實習報到時間由各所系(科)規定。 

 

     第三章 實習生管理 

第 七十 條 考勤管理 

     一、實習期間考勤列入實習成績考核，但代表學校參加活動並經便函證明

請公假者，不扣實習成績。 

     二、實習期間各項請假事宜需按「慈濟技術學院學生實習請假規則辦法」

辦理之。 

第 八十一 條 服  裝 

     一、實習期間，應隨時配載本校實習證。 

      二、實習生若因需要須著實習服，實習服由學校請購，費用由實習生全額

負擔。 

第 九十二 條 交  通 

     學生往返實習單位應注意交通安全，之交通費用由學生自理。 

       

第四章 生活輔導與成績評核 

第 十十三 條 實習期間生活輔導 

     一、各組實習指導老師兼負輔導實習學生生活及相關聯繫工作。 

     二、由導師依各所系(科)實習課程規畫，指導教師或輔導教師應定 



  

              期赴實習單位探訪，負責溝通、聯繫，並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三、學校依實習科目別遴選實習指導組長，執行交辦事宜及聯繫工作。 

第十一四條 成績評核 

     一、實習成績之評核由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評定，其中實習

指導老師評核之成績佔實習總成績之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實習單位

主管評核之成績佔實習總成績之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實習成績考評項目

由學校各所系(科)依實習課程內容訂定。 

     二、實習指導老師應填寫實習學生資料卡及登記成績，於實習結束二一週

內送交學校各所系(科)。 

     三、實習成績考評表由學校統一訂定。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二五條 實習檢討 

      一、不定期由實習機構教學組及學校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事宜，期使校

外實習教學更為完善。 

     二、實習機構教學組，各單位實習教學負責人及校方實習指導老師 

於各梯次實習結束時，召開實習總評值會。 

     三、學校定期召集各梯次實習指導老師及任課老師舉行實習教學座談會。 

第十六條  學生實習重(補)修 

一、實習成績不及格或因其他因素未能完成實習者。 

          二、實習重(補)修事宜需按「慈濟技術學院學生實習課程重(補)修辦法」

辦理之。 

 

第十三七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訂時   

          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提案三：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設置。 

二、實施期程為九十九年六月一日起至一 O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草案如下： 

 

 

慈濟技術學院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落實結合學校與實習機構之資源，建制產業與學校緊密之教學實習合作

平台，發揚「做中學、學中做」務實致用之特色，推動校外實習實施計畫之各

項業務，特訂定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依據 

本會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設置。 

第三條 本會委員職掌與任務 

一、審議校外實習補助計畫之各項事宜。 

二、提供校外實習課程之作業諮詢。 

三、提供校外實習課程之經費規劃諮詢。 

四、審議校外實習課程之各項爭議。 

五、其他。 

第四條 委員及聘任期 

       一、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主任祕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會計

室主任、學諮中心主任、所系(科)主任及實習機構代表 2 人組成之。 



  

       二、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長兼任之。 

       三、委員聘任期間：自當年度 8 月起至隔年 7 月底止，委員會成員得每年度視

情形調整。 

第五條  會議召開時間及人數 

       本會配合實習課程每學年定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召開須有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六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三。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環保署「資源回收作業指引」及本校現行做法修訂。 

二、原「慈濟技術學院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實施辦法」已不符時宜，須重新大幅

修訂，如附件ㄧ。 

三、修訂後條文，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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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實施辦法 
                                     民國 83年 6月 15日第 54次行政會議定訂             

                                                     民國 88年 9月 28日第 1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93年 6月 21日第 47次行政會議修訂 

             

※※學校與宿舍實施辦法※※ 

第一條 教室班級區域 

（一）八十年三月十一日起實施。 

（二）每班教室放置六個垃圾回收箱（請內置塑膠袋）： 

１、紙類：廢紙平整擺放，勿揉撕。 

２、鐵類：飲用後的鐵空罐先以清水略沖洗，再稍壓扁投放。並將拉   

環投放在空罐中。 

３、鋁類：飲用後的鋁空罐先以清水略沖洗，再稍壓扁投放。並將拉   

環投放在空罐中。 

４、硬塑膠類：例如養樂多、鮮奶罐、布丁 盒。 

５、鋁箔類：鋁箔包上的吸管塑膠袋應拆下丟棄。 

６、保特瓶蓋：瓶蓋請依材質分類。 

（三）非回收項目之垃圾則以一般垃圾處理。 

（四）定期將回收物送至惜福屋集中處理。 

（五）各班環保股長協助督導同學確實執行分類工作。 

（六）綜合教室、語言教室、電腦教室、示教室等共同教室，操場外庭區不設置收

集箱，同學將資源垃圾自行攜回教室投放。 

第二條 辦公室區 

（一）至（三）同上。 

（四）背頁空白之廢紙依格式大小平整放於辦公室影印機旁以再生利用。 

（五）由工讀生定期清送至惜福屋。 

第三條 福利社區 

（一）至（三）同上。 

（四）由福利社人員定期清送至惜福屋。 

第四條 宿舍區 

附件一 



  

（一）至（三）同上。 

（四）每一層樓設有垃圾回收箱放置處，各寢室隨時將資源垃圾分類。 

（五）由宿舍幹部定期清送至宿舍區資源回收集中處。 

※※資源垃圾清運辦法※※ 

總務處視惜福屋庫存量適時清運。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慈濟技術學院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實施辦法 

民國 83年 6月 15日第 54 次行政會議定訂             

                                                     民國 88年 9月 28日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93年 6月 21日第 47 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99年 1月 26日第 103次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目的：爲落實環保生活化，做好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再利用，明確律定職責

及分工，特定此辦法。 

第二條 資源回收分類作業，如附表。 

第三條 非資源回收項目，以一般垃圾方式處理，集中至宿舍區垃圾子車內，並委由清

潔隊清運。 

第四條 校區環保工作及教育宣導由衛保組負責；學生宿舍環保工作由宿舍服務股負

責；資源回收物清理及一般垃圾清運由事務組負責；感染性廢棄物處理由環安

組依法規辦理。 

第五條 專業教室、電腦教室、會議廳、會議室…等共同場所及操場外庭區不設置垃圾

桶與回收箱。 

第六條 各單位辦公室、餐廳、福利社指派專人專責定期清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O98JGZSB/提案1-附件2-附表-資源回收分類作業.doc


  

慈濟技術學院資源回收分類作業 

序 分  類 資 源 回 收 說 明 注  意  事  項 

※1 紙  類 
筆記本、報表紙、便條紙、傳真
紙、牛皮紙袋、紙箱、紙盒、日
曆、碎紙… 

◎受污染的紙為垃圾。 
◎可用的書籍請直接置於宿舍或
惜福屋回收箱 

※2 紙製餐具 
紙便當盒、紙湯碗、紙盤、飲料
紙杯… 

◎回收前請先沖洗 

※3 鐵、鋁罐 奶粉罐、咖啡罐、可樂罐、汽水
罐… 

◎回收前請先沖洗 

※4 塑膠類 
塑膠鮮奶瓶、養樂多、洗髮精、
塑膠杯及蓋、塑膠餐具、吸管、
塑膠湯匙… 

◎回收前請先沖洗 

※5 塑膠袋 塑膠製袋子、塑膠雨衣… 
◎限乾淨、無污染的塑膠袋。 
◎已污染，如裝湯汁或有油污的塑
膠袋以一般垃圾處理。 

※6 寶特瓶 飲料瓶底有圓點、質輕 ◎回收前請先沖洗 

※7 鋁箔包 利樂包裝，如飲料、保久乳… ◎壓扁再回收 

※8 保麗龍類 
泡麵碗、包裝保麗龍、保麗龍飲
料杯… ◎回收前請先沖洗 

9 電池類 乾電池、鈕扣型電池、行動電話
電池… 

 

10 玻璃類 玻璃製杯、罐… ◎若已破裂，請小心用紙箱裝，並
寫明以免傷到他人 

11 衣物類 乾淨、可穿之衣物(不含已使用
過之貼身內衣褲、襪子) ◎需清洗乾淨，折疊整齊回收 

12 其它類 
3C 電器用品、電線、錄影帶、
CD、洋竽片筒裝盒、雨傘、安全
帽、玩具、筆… 

◎尚需拆解或量少無法歸入上述
各類回收物中之可回收物品。 

13 廚  餘 果皮、菜渣、茶葉、剩菜剩飯… 
◎校區惜福屋、垃圾子車區及三棟
宿舍一樓均設有廚餘回收桶 

【備註】 

1.本表依據環保署公告及本校實際狀況適時調整。 

2.有※記號分類，因量大建議設置回收箱，無※記號分類，因量小請自行斟酌設置或

勸導同學直接拿至惜福屋分類存放。非資源回收物，切勿拿到惜福屋，請丟棄於垃

圾子車內。 

附  表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四。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班級資源回收競賽獎勵辦法」第二條至五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實施辦法」及現況修訂。條文修訂前後對照

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對象:在校所有班級。

 

第二條 對象：在校所有班級

（實習班級不評分）。

 

內容修正

 

第三條 評比方式： 

1.區分專科組與大學組，每學

期採兩階段辦理評比。 

2.每階段在校不超過五週（含）

以上之班級，不列入階段評

比。 

3.由各班環保股長評分（專科

組、大學組互評）。 

4.評分要項及標準，依環保署

「資源回收作業指引」及本

校「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實

施辦法」適時調整策訂。 

5.衛保組每日派員稽查各班執

行狀況，不符規定之班級，

扣當週班級資源回收競賽總

分（加減 2 分以內）。 

第三條 評分方式： 

1.採專科組與大學組分別競賽

方式辦理。 

2.在校不超過十四週（含）以

上之班級，不列入學期末總

評比。 

第四條 評比範圍： 

1.採專科組、大學組互評。 

2.由各班環保股長評分。 

3.評比要項請詳見附件一。 

 

內容修正

及條文合

併。 



  

第四條 獎勵辦法： 

1.每週辦理評比，次週結算成

績並公佈之，專科組及大學

組分別各取前三名頒發獎

狀，以茲鼓勵。 

2.每階段結算總成績並公佈

之，專科組及大學組各取總

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狀及獎

金，另環保股長核予記功乙

次，以玆鼓勵。 

第五條 獎勵辦法： 

1.本評比每週實施一次，次週

結算成績並公佈之，專科組

及大學組分別各取前三名，

頒給獎狀以茲鼓勵。 

2.每學期頒獎一次、專科組及

大學組各取學期末總成績前

三名頒發獎狀及獎金。 

 

內容修正

及條文調

整。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呈請校長核准後

公佈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呈請校長核准後

公佈實施，修正時亦

同。 

條文編號

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五。 

 

人事室提案 

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請假規則」第二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99 年 1 月 13 日教育部來函，行政院於 99 年 1 月 8 日以 0990060091 號

令修正發布施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修訂。條文修訂前後

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第一款 

二、教職員之請假依下列

之規定： 

第二條第一款 

二、教職員之請假依下列

之規定： 

依據 99 年 1 月 13

日教育部來函，行

政院於 99 年 1 月 8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六。 

 

會計資訊系提案 

提案七：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專業科目擋修規定」第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系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990106)決議通過。 

二、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附件一。 

三、修訂後擋修規定詳如附件二。 

 

附件一： 

 

 

 

 

 

(一)因有事故必須本身處

理者，得請事假，包括家

庭照顧假，每學年合計不

得超過十日。依「天然災

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

法」規範事由得申請事假

者，請假時數不列入考評

紀錄。 

(一)因有事故必須本身

處理者，得請事假，每學

年合計不得超過十日。 

 

日 0990060091號令

修正發布施行「天

然災害停止辦公及

上課作業辦法」修

訂。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中級會計學不及格者，不得修

習高級會計學，應屆畢業生及

延修生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後不在此限。 

第三條 

中級會計學不及格者，不得修

習高級會計學。 

 

 



  

附件二： 

慈濟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專業科目擋修規定 

 

 

第 一 條  為加強本系學生之專業基礎，以利修習相關之專業課程，特訂定本規定。 

第 二 條  初級會計學不及格者，不得修習中級會計學、高級會計學、成本與管理會

計學、會計資訊系統、審計學。 

第 三 條 中級會計學不及格者，不得修習高級會計學，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生經系務

會議審查通過後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七。 

 

護理系提案 

提案八： 

案  由：申請設置台灣實證健康照護中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台灣實證健康照護中心」於民國 98 年 7 月成立，此為澳洲 JBI 實證

中心在台灣分部之一，經本校第 98 次行政會議審核通過成立。 

二、民國 98 年本中心成立後，參與衛生署護理與健康照護處之「實證護理工作

模式與繼續教育推動計畫」，本中心為此計劃的東區實證團隊代表，本中心

參與計劃如下： 

 

 

 



  

 

 

 

 

 

目前本中心承辦六個護理照護指引之發展計劃，參與團隊成員如下： 

 （一）成人癲癇患者用藥安全之系統文獻查證與臨床指引：湯麗君講師、江明

珠講師。 

 （二）成人失禁性皮膚炎之預防與處置：王淑貞督導（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張惠冠護理長（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王琬詳護理長（花蓮慈濟醫學中

心）、許美玉傷口護理師（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三）實證老人運動健康教育與指導指引：李玲玲助理教授、陳妙星講師。 

  （四）老人憂鬱評估及篩檢臨床指引：宋惠娟助理教授、吳曼阡講師、蔡欣晏

講師。 

  （五）社區憂鬱老人自殺行為之評估與篩檢：彭少貞副教授、曾紀芬講師、林

美玲講師。 

  （六）兒科急診使用 Chloral Hydrate 鎮靜成效與安全：林祝君副教授、徐少慧

講師、林雅蘋督導（花蓮基督教門諾會醫院）、黃小燕護理長（花蓮基

督教門諾會醫院）。 

三、本中心已規劃定期於進修學院開辦推廣教育課程「實證文獻回顧國際證照訓

練班」，且將持續執行衛生署委託之「實證護理工作模式與繼續教育推動計

畫」及實證護理相關研究計劃案，目前欠缺一討論及研究空間執行此計劃及

放置研究器材及相關資料，擬於研究大樓申請一空間，正式掛牌使用，以利

中心計劃及業務之推行， 

四、附上本中心組織架構等相關資料，如下： 

年度 計劃名稱 補助單位 

98 東區實證護理種子培訓專家共識會議 衛生署 

98 實證護理臨床指引發展計劃 (指引草案發展) 衛生署 

99 實證護理臨床指引發展計劃 (臨床測試及完稿) 衛生署 



  

台灣實證健康照護中心 

Taiwanese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 :An affiliate centre of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Taiwan 

壹、源起  

近年來西方國家健康醫療學者致力推廣實證實務，國際亦逐漸重視具有實證基礎

的醫療照護方式。實證實務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可提升醫護人員的照顧品質及病人結

果。而在醫療體系著重病人照顧品質及成本效益的趨勢下，具有實證基礎的照護決策

逐漸成為改善照顧品質及降低成本的有效方針，因此臨床護理人員也須充實自身有關

研究應用及實證實務的知識及技能，才能跟進以實證為基礎的照護趨勢。藉由對實證

實務概念及步驟的瞭解，並具備評析國際間發表之護理研究結果的能力，護理人員將

能運用實證實務的技巧，針對臨床病人的問題做出具實證基礎且合適的照護決策，進

而提昇病人的照護品質。 

國內對實證實務的照護方式仍處於起步階段，許多臨床醫護人員仍缺乏實證實務

相關的知識及技能，目前國內能夠提供有關實證實務之教育訓練及資源之醫療或學術

單位非常有限，故本校選擇澳洲 JBI 實證中心(Joanna Briggs Institute)，一個能完整且

有系統地提供實證實務教育訓練、相關認證及教育資源的機構，作為本校學習實證實

務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單位，並預計成立 JBI 在台灣的實證中心分部。  

貳、發展目標 

一、短程目標 

(一)開設實證護理相關課程 

(二)培育實證種子教師 

1.發展護理照護指引 

2.建立與臨床合作模式 

二、中程目標   

(一) 開辦實證照護推廣教育課程 



  

(二) 鼓勵老師參與實證相關學術研究並提升師資結構 

(三) 推動東台灣實證護理 

(四) 結合慈濟其他分院推動實證護理 

三、長程目標 

提升臨床健康照護品質及教師學術研究質與量 

 

參、推動歷程 

一、民國 96 年：執行教育部國際交流專案計劃，培育 11 位 JBI 具國際證照之初階文

獻回顧審查員。 

二、民國 97 年：成立 JBI 附屬組織證據統合團隊小組 (Evidence Synthesis Group) 。

並辦理一系列實證科學工作坊，帶領本系同仁開始進行統合性文獻，該年 10 位護

理老師共有 12 篇研究結果發表於 JBI 在西班牙舉辦之國際實證護理研討會。 

三、民國 98 年：7 月與澳洲 JBI 簽訂合作協議書(MOU)，成立「台灣實證健康照護中

心 Taiwanese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 :An affiliate centre of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Taiwan」，此為澳洲 JBI 實證中心在

台灣分部之一。 

四、民國 98 年：本中心參與衛生署「實證護理工作模式與繼續教育推動計畫」，7 月

至 8 月間兩位成員接受 JBI 文獻回顧師資訓練取得教授 JBI 初階文獻回顧課程及

發予國際證照之資格，並有 12 成員接受初階文獻回顧訓練取得 JBI 初階文獻回顧

審查員國之際證照。 

肆、中心成員 

 主任 (Director): 宋惠娟助理教授,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 Huei-Chuan Sung, RN,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Hualien, 

Taiwan 

 副主任 (Deputy director): 李玲玲助理教授,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 Ling-Ling Lee, RN,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Hualien, Taiwan 



  

 核心成員 (Management committee): 

 彭少貞副教授,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主任 Shoa-Jen Perng, R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Hualien, Taiwan 

 林祝君副教授,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 Zu-Chun Lin, R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Tzu-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Hualien, Taiwan 

 黃千惠副教授,慈濟大學物理治療系主任 Chien-Hui Hua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Tzu Chi university, Hualien, 

Taiwan 

 吳育儒副教授,慈濟技術學院物理治療系主任 Yu-Lu Wu,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Hualien, Taiwan 

 章淑娟副教授,慈濟大學護理系暨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主任 Shu-Chuan Chang, 

R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Nursing, Tzu Chi University; Direct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Tzu Chi medical centre, Hualien, Taiwan 

 湯麗君講師,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 Lee-Chun Tang, RN, MSN, Lecturer, 

Department of Nursing,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Hualien, Taiwan 

 林美玲講師,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 Mei-Ling Lin, RN, MSN, Lecturer, 

Department of Nursing,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Hualie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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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目前發展計畫（指引發展小組） 

本中心成立後，參與衛生署護理與健康照護處之「實證護理工作模式與繼續教育

推動計畫」，本中心為此計劃的東區實證團隊代表，除此之外，本中心目前參與計劃如

下： 



  

年度 計劃名稱 補助單位 

98 東區實證護理種子培訓專家共識會議 衛生署 

98 實證護理臨床指引發展計劃 (指引草案發展) 衛生署 

99 實證護理臨床指引發展計劃 (臨床測試及完稿) 衛生署 

本中心承辦六個護理照護指引之發展計劃，如下所示： 

1. 成人癲癇患者用藥安全之系統文獻查證與臨床指引 

2. 成人失禁性皮膚炎之預防與處置照護指引 

3. 實證老人運動健康教育與指導指引 

4. 老人憂鬱評估及篩檢臨床指引 

5. 社區憂鬱老人自殺行為之評估與篩檢照護指引 

6. 兒科急診使用 Chloral Hydrate 鎮靜成效與安全照護指引 

柒、未來展望 

一、持續辦理實證護理在職教育。 

二、定期開辦進修學院推廣教育課程「實證文獻回顧國際證照訓練班」。 

三、執行實證護理相關研究計劃。 

四、推動東部實證護理工作實務。 

 

決  議：照案通過。請總務處與護理系協商尋找妥適空間，再補提校園規劃委員會審

議。 

 

教務處提案 

提案九： 

案  由：提升本校學生英文、中文暨資訊能力規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有效強化學生英文、中文暨資訊能力，擬規畫訂（修）定本校學生相關檢

測實施要點及教學輔導實施要點。 



  

二、預計時程如下： 

1、98 學年度下學期完成相關規章辦法置（修）訂。 

   2、99 學年度上學期完成題庫及檢測系統建置及測試，下學期採志願式進行

五專部及四技部能力檢測，並作相關問題協調及檢討。 

   3、100 學年度全面進行五專一年級及四技一年級英文、中文及資訊能力檢測。 

  三、成立學校提升英文、中文暨資訊能力教學研究小組，研議相關規章辦法置（修）

訂、測試系統及題庫與教學補救或輔導方案，評估是否列入系科畢業門檻及

時程等。 

 

決  議：照案通過。由教務處主導此案，各相關單位配合執行。 

 

提案十： 

案  由：擬專案開發本校學生暨教師學習歷程（電子履歷）系統，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由本校自行開發學生暨教師電子履歷系統（e-portfolio）。 

   二、系統資料表分析，如附件。 

   三、規劃時程預計於 98 學年度完成初步建置（第一階段）。 

 

決  議：照案通過。請教務處執行規劃。 

 

十、陳副總紹明致詞：感恩各位同仁過去一年的努力，教育本是四大志業一環。 

                        今日最後兩件提案非常重要，請同仁多加配合。學生與 

教師都必須多元學習，教師又須進行跨領域研究。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