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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函 
地址：970花蓮市富強路 22號 7樓之 2 

電話：(03)856-5546 

聯絡人：謝沅晏 

e-mail：hcna8576825@gmail.com 

受文者：如文所列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22日 
發文字號：（111）花護理真字第 111202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無  

 
主旨：本會為慶祝 112 年護師節表揚護理研究、護理專案、個案報告、護理創新、

實證類文章等優良作品外，並設會員獎學金申請等，請會員踴躍提供論文及

有關資料參選，請  查照。 

說明：一、以三年內已刊登的護理研究、已通過的護理專案、個案報告論文之學術 

          文章，申請人必須是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每人每年最多以一篇為原則。 

          且該文章未在其他機構獲獎者(請檢附承諾書一份) 。 

1.護理研究評分標準: 

(1)刊登期刊種類(佔 70%)，依據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評分： 

      SCI、SSCI 

      TSCI、TSSCI 

        其他：醫護專業性全國性期刊、醫護專業性地區期刊 

              非醫護專業性全國性期刊、非醫護專業性地區期刊。 

  (2)實用性佔 10%。 

  (3)推廣性佔 10%。 

  (4)創新性佔 10%。 

2.護理專案評分標準: 

  (1)須通過台灣護理學會審查。 

  (2)已刊登期刊佔 40% 

  (3)實用性佔 20%。 

  (4)推廣性佔 20%。 

  (5)主題創新性佔 20% 

3.個案報告評分標準: 

  (1)須通過台灣護理學會審查。 

  (2)已刊登期刊佔 50%  

  (3)實用及推廣性佔 20%。 

  (4)主題獨特性佔 30%。 

立案字號：花蓮縣政府 66年 7月 17日府社行字第 120715號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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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證類文章評分標準: 

實證綜整類 實證應用類 

項目 得分比例 項目 得分比例 

1.主題選定 20% 1.主題選定 15% 

2.文獻搜尋 20% 2.文獻搜尋 15% 

3.文獻評讀 30% 3.文獻評讀 20% 

4.臨床應用建議 20% 4.臨床應用 40% 

  5.結論 10% 

5.名額：護理研究六篇、護理專案六篇、個案報告十八篇、 

        實證綜整類文章三篇、實證應用類文章一篇。 

6.獎金：護理研究伍仟元整、護理專案肆仟元整、個案報告參仟元整、 

        實證綜整類文章貳仟元、實證應用類文章參仟元。 

7. 檢附文件： 

(1)護理研究、護理專案、個案報告、實證類文章等徵選資料皆需提供全文檔案。 

(2)護理研究需檢附該投稿期刊最近一年 JCR 之 Impact Factor。 

(3)護理專案、個案報告請檢附台灣護理學會通過證明。 

(4)以上徵選資料請於 112 年 1月 31日前逕寄本會以利憑辦。 

8.上傳電子檔案或參賽影片至指定雲端平台：hcna8576825@gmail.com。 

  請說明：1.參賽主題、2.作品名稱、3.單位名稱、4.投稿作者、 

          5.連絡電話 
 

二、會員獎學金申請須具備條件：             

1. 本會獎學金申請資格：  

  1.1-入會滿一年以上，目前就讀護理系、護理研究所之會員。 

  1.2-學分及成績要求:大學 18學分/年：護理研究所 10學分/年，學業成績達 

      85分以上，操性成績達 80分以上。如超過員額時，則以學年成績(60%) 

      加操性成績學業成績(40%)，合計達 80分以上。 

    1.3-名額：錄取護理系五名、護理研究所三名，共計八名。 

    1.4-獎金：每名參仟元整。 

2.收件截止日期:112年 1月 21日，申請者於公告期限內，將各項所需之申請資料， 

               送至公會彙整暨資料初審，逾期不予受理。 

3.申請資料：請繳交申請表 1份(二吋照片 1張)、 

             最近 1年（全年度/上下學期）學校成績單 1份。 
 

三、本會護理創新獎參選內容配合全聯會創新甄選審查標準，以利後續全聯會之推

薦作業；檢送護理創新競賽聲明書、會員獎學金空白申請表乙份，相關表單亦刊登

於本會網站(http://www.hlcna.org.tw/)，歡迎下載使用，鼓勵所屬會員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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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激發本會會員創新及改進護理技術、用品或照護模式等，增加工作績效與成本 

效益，進而提昇病人服務品質，並促進各院際間學術交流，本會特舉辦「112 年

度護理創新競賽」活動。  

2.參加對象需為本會會員，參賽作品由執業機構推薦，配合事項如下：  

  被推薦者：取得執業機構推薦後(申請資料表蓋章)，請於 112 年 1月 1 日到 1  

  月 31 日止，逕至本會電子信箱申請。  

3.得獎者應配合本會活動公開發表與推廣。  

4.檢附護理創新競賽獎勵辦法及施行細則、申請資料表、作品內容、承諾書及推薦 

  名單各乙份 
5.名額：特優一名、優良二名、佳作三名。 

6.獎金：特優伍仟元整、優良參仟元整、佳作壹仟元整。 

7.評分標準：                  
全聯會 111 年創新評分標準 全聯 111 年創新評分標準 

作品類 佔分 照護類 佔分 

作品創意 20﹪ 動機 10% 

文獻查證及學理依據 10﹪ 背景與學理依據 20% 

設計流程 25﹪ 照護模式之設計流程 25% 

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45﹪ 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45% 

8.評核分數 90分以上特優，80-89優良，70-79分佳作，評核分數未達 

    到該獎項分數得從缺。 

9.112年 1月 31日前，請提供實物模型、圖片、內容請提供 3-5分鐘影 

   音檔之作品製作介紹或說明。 

10.全國優良創新競賽：全聯會依上個年度各公會會員數每一千人可推派 

    一員(依每年公函為主)，本會依全聯會公函配合辦理並依照評比分數 

    依序推派名額參加。 

※上傳電子檔案或參賽影片至指定雲端平台：hcna8576825@gmail.com。 

   請說明：1.參賽主題、2.作品名稱、3.單位名稱、4.投稿作者、 

           5.連絡電話 

 

正本：花蓮縣衛生局、各鄉鎮衛生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

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

院、國軍花蓮總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

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門諾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花蓮捐

血中心、花蓮監獄、花蓮航空站、各學校、診所、安養中心、廠護、托兒所、其他單位會員等 

 
副本：本會學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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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護理創新競賽聲明書 

 

   本篇：「         著作名稱                」創新作品未曾參於其他單位發表

或獲獎，且無抄襲他人作品，若有侵犯他人版權，由作者自行負責，若經證明資格

不符聲明書，本會將取消獎狀及獎勵金。 

註：1.發表或獲獎於目前服務單位者不在此限。 

    2.若曾發表或獲獎之作品，此次經過改良，需提出修改內容，否則視 

      同已發表或獲獎作品。 

 

此致  

    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發表作者(含共同作者)簽名： 

 

                                                            

 

                                                            

蓋章無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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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會員獎學金申請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入會日期  

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  

申請類別 

            □碩士 

□ 研究所：  

            □博士 

              

□ 大學 

聯絡

電話 

機關 

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 

應繳證件 □ 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證明書各乙份 
黏 

        貼 

        照 

        片 

   （二寸一張） 

學業成績 60%  

操性成績 40%  

總平均分數  

公會審核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 

單位主管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收件截止日期：112年 1月 31日前逕寄本會憑辦。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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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護理研究成果競賽參加甄選承諾書 
 
本人                 （        等） 

以「                    著作名稱                               」作品，

參與護理研究成果競賽甄選活動，保證本著作內容無違反學術倫理且無侵害他人著

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作品若有引用他人著作內容，必註明引述出處，

本人            （      等）已了解並遵守本次競賽甄選及入選之相關規定。 

 

 

此致 

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簽名：                   

申請者簽名：  

「該投稿期刊最近一年 JCR 之 Journal Impact 」Factor)： 

身分證字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