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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嘉義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函         

機構地址：嘉義市自由路 502號 3樓之 1 

                    聯絡電話：(05)2324698                                        

傳  真：(05)2340527  

                                        電子信箱：service@cycnurse.org.tw 

受文者：本會會員所屬機構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02月 22日 

發文字號：嘉市護字第 112007號 

附件： 

主旨：本會學術委員會訂於中華民國 112年 04月 25日舉辦一場【2023 嘉基護理科學與人文

國際研討會】，敬請鼓勵貴屬護理同仁踴躍報名參加，請  查照。                      

說明：一、時    間：112 年 04 月 25 日（星期二）08:50~15:30 

      上午場:08:20~12:15 開放實體/視訊參加   下午場:13:00~15:30 開放實體參加 

      二、地    點：嘉義基督教醫院路加堂第二講堂(嘉義市保健街 100號) 

      三、參加人員：請連結附件 QRcode 報名，限 100 名 

      四、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4月 15日止(額滿提前截止) 

      五、注意事項： 

      1.護理人員/專科護理師/助產師(士)積分申請中  

      2.實體課程請全程配戴口罩。 

      3.無提供午餐，無提供停車優惠。 

      4.為配合防疫凡須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或有發燒咳嗽等症狀者，請勿參加研習會。 

      六、隨函檢附課程表乙份。 

 

正本：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東區衛生所、嘉義市西區衛生所、臺

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天主教聖馬爾定醫

院、陽明醫院、本會會員所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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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2023年嘉基護理科學與人文國際研討會】 

 

一、 研習目的：上午安排學者進行臨床照護指引發展之專題演講及院內人員分享學術

成果，此外，特邀請美國華盛頓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分享如何從實證到臨床

研究建構，以及2022年於台灣實證護理學會得獎作者進行護理實證應用交流，使

護理人員具備執行以實證為基礎之護理能力。下午則安排澳洲學者醫學人文專

題演講，並安排醫師及護理師進行敘事醫學成果分享。 

二、主辦單位：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護理部 

三、協辦單位：嘉義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四、會議日期：2023年4月25日(星期二) ，上午08：20~15：30 

              上午場 8:20-12:15  (開放實體或視訊參加) 

              下午場 13:00-15:30 (僅開放實體參加) 

五、會議地點：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路加堂第二講堂 

六、報名費用：會員免費(午餐、交通請自理) 

七、認證學分：護理人員/專科護理師/助產師繼續教育積分專業申請中， 

    課程需全程參與，才可認證該繼續教育學分。 

八、報名方式：名額限100名。以GOOGLE表單報名先後決定順序，請掃下方QR  

    CODE，即日起至111年4月15日止。如有疑問可洽聯絡人：王文馨， 

    TEL:(05)276-5041轉1235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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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嘉基護理科學與人文國際研討會 
April 25th, 2023 (Tuesday) 

Time 

時間 

Keynote speech 

主題演講 

Speaker 

演講者 

Moderator 

座長 

8:20-8:50 Registration 報到 

8:50-9:00 Opening Remarks 

開幕致詞 

姚維仁 院長 

郭雅慧 護理部主任 

9:00-9:20 非外科介入預防自體瘻管失效 

之臨床照護指引 

林慈珍 專科護理師 

嘉義基督教醫院 

 

 

蔣立琦 

教授 9:20-9:40 預防老年人非計畫性再入院 

之臨床照護指引 

卓惠伶 專科護理師 

嘉義基督教醫院 

9:40-10:30 臨床照護指引的發展與更新 蔣立琦 教授 陳煒副院長 

10:30-10:40 Refreshment Break 中場休息 

10:40-11:05 【從實證到臨床研究建構】 

Population Health Research: The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food 

insecurity among a sample of adults 

with diabetes and serious mental illness 

 

Dr. Sunny Chieh Che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acoma, American 

 

 

 

 

 

 

蔣立琦 

教授 

 

林明憲 

特助 

11:05-11:25 

【2022 實證護理競賽主題組金獎】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提升糖尿病足 

潰瘍病人自我照顧成效 

蕭韜文 護理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11:25-11:40 

【護理學會實證健康照護知識館】 

運動對癌症病人因化學治療所致 

周邊神經病變之改善成效 

曾淑倩 護理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1:40-11:55 

【2021 實證護理競賽潛力獎】 

家人影音參與對加護病房病患 

譫妄預防之成效 

吳貞蓉 護理長 

嘉義基督教醫院 

11:55-12:15 講評與交流 

12:15-13:00 Lunch 中餐 

13:00-13:50 

        

        醫學人文相關主題 

Dr. Kwong Djee Chan,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姚維仁  

院長 

13:50-14:40 
【敘事醫學】 

意義留聲機：敘事的閱讀與書寫 

林育靖 醫師 郭雅慧  

護理部主任 

14:40-15:20 

 

        【說故事時光】                      

1.讓自己沒有遺憾 

2.勇氣與無憾                              

3.啪噠啪噠的聲音原來是為愛的奔走          

4.再見‧再見 

 

吳伊純 護理師 

林妙穎 護理長 

蔡旻樺 護理師 

陳燕雪 護理師 

 

 

林育靖 

醫師 

 

15:20-15:30 Closing Remarks 

閉幕致詞 

     陳煒   副院長 

     郭雅慧 護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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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講人及主持人: 

    姚維仁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院長 

    陳  煒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副院長 

    林明憲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胸腔內科主治醫師兼院長室特助    

    郭雅慧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護理部主任  

    蔣立琦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林慈珍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專科護理師 

    卓惠伶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專科護理師組長 

    Sunny Chieh Che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acoma 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蕭韜文  台北榮民總醫院 整形外科病房護理師 

    曾淑倩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血液腫瘤科病房護理長 

    吳貞蓉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綜合加護病房護理長 

    Kwong Djee Chan  Academic Lead in Selection (MD Program), Griffith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Australia     

林育靖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吳伊純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安寧病房護理師 

    林妙穎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安寧病房護理長 

    蔡旻樺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血液腫瘤科病房小組長 

    陳燕雪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麻醉恢復室護理師 

     

十一、交通資訊 
至嘉基交通指引 

◎搭火車：  

 1.嘉北火車站下車，步行 2 分鐘可抵達嘉基。  

◎搭高鐵：  

高鐵嘉義站下車，可搭乘 BRT 公車或嘉義縣公車至市區火車站，再轉乘本院接駁專
車；或搭計程車直達本院。 

路線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