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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第五屆第 3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16日上午 09點 30分 

二、地點：台中市中區民權路 100號 11樓之 1 

三、主席：王紫庭 

四、出席人員：(理事)錢美芝、曾翠屏、林慧華、朱馥祺、林岱誼、張瑞靜、許雅綾、 

                   邵蓓之 

              (監事)陳美滿、洪麗英 

五、請假人員：(監事)林雲萍 

六、列席人員：劉慧美 

七、主席致詞：(略)                                                  紀錄：劉慧美 

八、報告事項： 

(一)追蹤事項： 

1. 職業健康服務書籍發送進度：截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共發送 725 份(會員：360 份

售出、OHN52課程講義使用：365份)，剩餘 1,275本。 

➢ 決議：無異議，通過。 

2. 學會網站系統重置：已於 108年 7月 15日與威普網站公司簽訂合約，預訂 108年年 

       底完成網站測試並上線。 

針對 8月 24 日會議後，已請威普公司針對版型照片依會議決議做修正，9月 5日

做最後確認，9月 18日進行第二階段網站內頁製作，10月 23 日已完成，10月 29

日與張經理聯繫針對內頁版面設計再做修正，並提供更多照片予威普公司，11月

14日已修正完畢。網頁連結：http://tahon.weipuhost.com/ 

➢ 決議：請威普公司修改及確認部份如下： 

(1) 横帳上方主題功能鍵字體再加大。 

(2) 右上角「首頁」、「註冊」、「登入」字體再加大。 

(3) 「相關連結」設計黑框拿掉，參考「活動花絮」格式設計。 

(4) 確認於 Chrome與 IE開啟時版本是否一致。 

     (二)財務報告：  

1-9月財務報表附件一、8-10月研習會收支表附件二，已由財務委員審視完成。 

I. 日正會計師 10/15 取走 1~9月黏貼憑證，但 9月憑證資不齊全。 

II. 目前會計師以會計專業科目編列，希望學會提供 108 年度 1~9 月內帳 Excel 做核

對，協助學會將科目歸類正確。 

III. 11/4 與會計師確認，尚未完成 1~8月決算，11/16 開會 1~9月決算表為學會目前平

日內帳黏貼憑證之決算。 

IV. 109年預算部分將再依 1~12月之決算結果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前再修正。 

➢ 決議：無異議，通過。下次開始開會請提供每季及每年度的決算資料，除了寄給財

委審視外，再副本一份給常務監事。 

(三)會員現況： 

         8-10月會員新入會人數共 21人，依程序辦理完成，請覆核。附件三 

➢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108 年預計辦理課程 EN23 共 9 期，第 1-7 期已結案。OHN52 共 6 期，第 1-5 期已結

案。OHNCE共 9 期，第 1-7期已結案。ENCE 共 6期，第 1-5期已結案。附件四 

➢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五)會務報告： 

1. 財務委員會： 

(1) 學會原房屋租賃契約至 108年 11 月 30日止，已於 108年 10 月 28日續約， 

  租賃期限自 108年 12月 1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日止。原租金$27,000 /月(含 

  稅)，重新簽訂新合約稅外加 5%，共$28,350 /月。 

(2) 已於 108年 10月 8日起委託日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處理學會帳務事宜，記帳 

http://tahon.weipu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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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3,000 / 月，全年將收取 13個月之服務費用(含 1月扣繳憑單、5月稅務 

 申報)，共$39,000元。附件五 

➢ 決議：無異議，通過。 

2. 學術暨政策發展委員會： 

(1) 第十五期會訊已於 108年 9月 30日發刊。 

➢ 決議：無異議，通過。 

(2) 第十六期會訊目前已完成邀約有 3 件(1 篇新知、2 篇會員分享)，預計 12 月底出

刊。 

➢  決議：無異議，通過。 

(3) 學術活動獎勵申請-莊昭華共 4篇，已送委員會審查通過，請覆核。附件六 

➢ 決議：無異議，通過。依據「會員學術發表獎勵辦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 

                   請申請人於會訊具體分享 4篇文稿，將於每期會訊依序刊登。論文摘要 

      也將刊登於學會網頁中之健康服務專區「資源交流」處。 

(4) 107年度「專案或研究計畫經費申請-南部泥水業勞工工作能力與肌肉骨骼傷病相

關因素調查-莊昭華」，將部份資料投稿於「2019 ICFEOM」研討會，已依「專案

或研究計畫經費申請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示，請其填具發表聲明書並回傳。

附件七、附件八 

➢ 決議：無異議，通過。下次會議修改辦法及計畫書格式，於辦法中加註申請通 

     過審核者需於會訊中分享，並於文章下方備註經費來源，計畫書格式請 

     馥祺理事提供予學術組參考。 

(5) 勞動部職安署 108年勞工健康服務深度訪談計畫執行進度。 

 I. 已完成 16 位訪談程序及逐字稿，初閱意見分享，後續分析工作方向討論中。 

II. 影片製作腳本經往返討論，已奉核，進行分鏡拍攝，剪輯，配音等文字作業中。 

III.整體計劃案預計 11/30 前寄出報告及相關附件(共計 6次內部會議紀錄，16位  

           訪談者錄影、錄音及照片檔案，逐字稿等資料。) 

IV.已預排 12 月上旬進行期末審查 

➢ 決議：無異議，通過。 

(6)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108年度健康職場推動計畫執行進度。(至 11/16 止) 

I. 號召南部 500家職場申請認証標章；計分表填寫宣導超過 400家；辦理金點 

  獎競賽從 37家職場中，選出全國優等職場 3家；統籌全國培訓課程辦理工 

  作坊 2場次、職場查核、教材使用調查、職場績優評選等等，所有年度工作 

  項目皆已如期完成。 

II. 11/29 將至國健署進行期末報告審查。 

III.12/12將聯合辦理職場健康促進成果發表會。 

➢ 決議：無異議，通過。 

3. 會員委員會： 

108年度會員聯誼活動： 

區域別 活動型式 時間地點 報名/出席 

竹竹苗 

1.經驗&新知分享(3學分) 

2.聚餐 

(由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贊助) 

5月 31日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員
工診所 2樓訓練教室 

37/28 

大桃園 

1. 簡報技巧運用-如何將統計結 
   果製成秒懂圖 

2. 特約職護心得分享&聚餐 

7月 13日 

茶自點餐廳 
19/18 

北北基 
金馬 

1. 如何結合 EAP 服務做好員工
身心健康管理與危機員工協助 

2. 職場健康推動經驗分享&聚餐 

8月 25日 

台北市國父紀念館立
德餐廳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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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投雲 聚餐&經驗交流 
9月 21日 

涮乃葉台中大遠百店 
35/29 

高屏 
職場健康促進推動經驗分享& 

聚餐 

9月 29日 

金禾別苑 
25/17 

➢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七、 提案討論： 

1.109年度工作計畫、活動計畫。附件九、附件十 

➢ 決議：無異議，通過。 

2. 109年度課程規劃、期程安排。附件十一、附件十二 

➢ 決議：無異議，通過。 

3. 審核 109年度預算表編列。 

➢ 討論： 

⚫ 109年度會員禮預算先不編列，先以 106年度發放剩餘的家樂福禮券($300/人)

為主，若有不足再購買。 

⚫ 第九項專案活動備註請刪除。 

➢ 決議：依討論內容執行。附件十三 

4. 教育訓練委員會/學術暨政策發展委員會未來 3年之願景與發展。 

➢ 討論： 

⚫ 教育訓練委員會：(1) 針對新手專任職護或特約職護開辦訓練班，依職護職能建

置教育多元專業學程，提升產能和產職。(2)規劃在職教育訓練較實務面之課程，

符合在職人員之需求。    

⚫ 學術暨政策發展委員會： 

               自 100 年學會開始辦理職業健康護理師專業訓練後(不論是 48 小時、50 小時、 

               52小時)，已有 9年時間，建議學會進行受訓後取得證照學員之資料調查，了解 

               目前在職場服務的人力及取得證照未服務之原因，了解結訓學員之狀況，作為 

               後續發展之參考。 

 就受訓通過學員做就業狀況調查，並建立學會人才資料庫，此相關作業將

由新聘任助理執行，此資料可延伸今年度承接職安署「勞工健康服務深度

訪談計畫」，請學術組先規劃。 

➢ 決議：依討論內容執行。 

5. 學會網頁”未來發展”修訂。 

現有之未來發展 修改之未來發展 

1. 強化職業健康護理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職業健康護理人員應持續發展並維持自 

  己的專業能力，以科學知識與專業判斷 

  為基礎，並遵守相關法令規範，提供專 

  業服務。 

1. 強化職業健康護理人員多元專業教育訓練： 

  職業健康護理人員應持續發展並維持自己的 

  專業能力，以科學知識與專業判斷為基礎， 

  並遵守相關法令規範，提供專業服務。 

2. 建立職業健康護理證照制度： 

職業健康護理證照制度的建立，可提升

職業健康護理人員的職場地位，進而落

實其專業職能，並承擔其社會義務與社

區成員責任。 

2. 發展職業健康護理人員專業知能： 

提升職業健康護理人員的職場地位，進而落

實其專業職能，並承擔其社會義務與社區成

員責任。 

3. 促進與不同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之間的共同合作： 

  促進與其他專業人員、社區機構及不同 

  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共同合作，提高共同 

  參與職業健康服務工作之意願，以提供   

3. 促進與其他專業人員共同合作，提升職業健

康服務工作品質，提供服務對象之健康與安

全需求： 

促進與其他專業人員、社區機構及不同利害

關係人之間的共同合作，提高共同參與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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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服務對象之健康、幸福與安全需 

  求。 

健康服務工作之意願，以提供符合服務對象

之健康、幸福與安全需求。 

4. 積極推動專業研究發展： 

專業的發展與進步奠基於科學研究，藉

由實務與研究結合，可以驗證舊知識並

產生新知識、解決實務問題、提高工作

效能及增進專業能力。 

4. 積極推動專業研究發展： 

推動職業健康護理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結

合，解決實務問題、 提高工作效能及增進專

業能力。 

➢ 決議：無異議，通過。請網頁公司依據修正資料呈現於官網。 

6. 學會宣傳影片拍攝： 

➢ 討論： 

⚫ 以行銷學會為主，大約 5-10分鐘之影片，先收集相關素材(學會成立之歷史 

                     、相關活動之照片等)，再將所有資料串連在一起，請每位理監事提供公司現場 

                     作業照片，讓內容更豐富。 

⚫  訪問黃秀鑾會員、江素珍前理事長介紹學會歷史及成立時間，請錢美芝常務理 

  事協助聯繫約定採訪時間，約定後請告知朱馥祺理事協助拍攝事宜。 

⚫ 此作業需聘請一位助理協助相關業務。 

➢ 決議：依討論內容執行。 

7. 第五屆顧問、各區聯絡人名單討論。 

➢ 決議：名單如附件。附件十四 

8. 會員在職訓練是否收費? 

➢ 決議：109年度起活動會員參與在職訓練課程，每人收費$200，並請於報名備註及 

        簡章述明為協助申請衛福部護理積分及職安署法定積分之費用及相關行政 

        處理費。 

9. 109年是否續辦「績優護理人員選拔」。 

➢ 討論： 

⚫ 辦法維持，獎金改由學會支出$10,000。 

⚫ 績優護理人員，北、中、南三區各選拔一名，名額可從缺。 

⚫ 評審委員分北、中、南三區，由各區理監事推選 1人擔任評委，理事長為主 

   要委員，每區共計 2名委員，針對轄區內護理人員進行審核。 

⚫ 目前辦法修訂如下：其他辦法細節請會員組思考是否需要修訂，相關作業流

程也請會員組先思考規劃。附件十五 

現有辦法 修改辦法 

標題：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劉蜀華女士專

戶績優職業健康護理人員選拔辦法 

標題：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 績優職業健

康護理人員選拔辦法 

第二條第 1款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為本會會員連續

滿二年(含)以上且現為活動會員者 

第二條第 1款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為本會會員連續

滿五年(含)以上且現為活動會員者 

➢ 決議：依討論內容執行。 

10. 109年會員代表大會舉行日期討論。 

➢ 決議：第五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 109 年 5月 16日(六)上午 9:30 於台中學會會  

  址舉行。 

11. 新手專任職護或特約職護訓練班講師名單建議及訓練課程項目。 

➢ 討論： 

⚫ 此課程為自費課程，分為初階(8 小時/天，費用$12,000)及進階(16小時/2 天，

費用$18,000)課程，10 人以上開課，上限 20 人。因為訓練班，故講師費用為

$3,00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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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階課程：訂 109年 1月 18日北、中、南同步開課(北-慧美/中-麗惠/南-新聘

助理)，課程內容為：四大計劃及健康服務計劃之撰寫及執行紀錄共六大主題。 

⚫ 進階課程：北部訂 109 年 2 月 21-22 日，其他場次規劃中，課程內容為延伸

四大計劃管理實務技巧相關課程。 

⚫ 講師群：北-錢美芝常務理事、林岱誼理、林慧華理事、邵蓓之理事。 

           中-洪麗英監事、張瑞靜理事、曾翠屏常務理事。(支援：朱馥祺理事) 

           南-王紫庭理事長、許雅綾理事、莊雅婷老師、張榮蘭老師。 

              (支援：黃秀華老師、林琬惠老師) 

⚫ 請各區講師先選擇自己較想授課之主題，再依主題寫出大綱，將相關資料傳

至朱馥祺理事建立之 LINE 群組，由朱馥祺理事統整各理監事之資料，為求

北中南三區教材一致性，108年 12月 14日請各區講師進一步討論。 

⚫ 課程開始請每位學員簽訂「保密書」，確保教材不外流，否則學會將以違反著

作權法追究。 

⚫ 此部份課程相關作業將由新聘任助理執行。 

➢ 決議：依討論內容執行。 

12. 109年度職管師考試期程。 

➢ 決議：(1).訂為 109年度 10月份考試，預計農曆年後開始進行各項準備工作， 

明年 2月份理監事會議再進行討論。 

  (2).職管師考試，需聘請一位專任助理協助相關作業。 

  (3).將邀請已通過職管師考試之護理人員，擔任健康方面出題老師。 

(4).職管師考題範圍，包含目前學會出版之職業健康服務教材、職護在職 

    訓練課程、目前健康與安全時勢議題、新增修法規部份及臨場健康服 

    務實務案例，作為主要出題內容。 

13. 出版品修訂日期及撰寫討論。(含講師及撰寫題目) 

➢ 決議：(1).目前學會尚有一千多本庫存，此議題明年再討論是否重新出版。 

  (2).學會出版之職業健康服務目前為職護專業訓練之教材，故應考量其適 

      宜性與法規規範，請教育組與學術組共同研議審核與修正時程。 

  八、臨時動議： 

      1.是否調整常年會費價格? 

➢ 決議：不調整會費，因目前已決議在職教育訓練課程需酌收費用。 

       2.學術活動獎勵申請辦法修訂。 

➢ 決議：列為下次討論議題，預計於辦法加註每位會員每次提出申請總件數及總經費

限制上限(與專案研究計畫小額補助同時申請時)、申請後隔多久能再提出…等。 

       3.職護工作權益相關事項說明。 

➢ 報告事項： 

⚫ 10 月 30 日理事長與曾翠屏常務理事受邀至立法院陳靜敏立委辦公室開會，針

對職護薪資、相關權益、特約職護服務品質及就業問題，與勞動部職安署進行

協調會議，並提供各項提案討論有關之建議事項。 

⚫ 有關職護薪資建議，勞動部會先行內部討論，近期會在勞動部職安署官網上公

告訊息，其它有關議題，日後不排除會召開公聽會。 

⚫ 對於薪資建議事項，職安署 11/15 有回應本會，預計 11 月 18 日，在勞動部職

安署官網上公告訊息。 

       4.聯誼活動參與人數若不足 10人，是否可提出申請?能否修正辦法? 

➢ 決議：維持原辦法，若不足 10人可於理監事會議中以專案提出，會議通過即可。 

5.學會是否可協助轄區單位申請衛福部護理積分並掛名為協辦單位，俾利增加曝光度。 

➢ 決議：以協助政府相關單位為主，於接洽時先敘明只能申請衛福部護理積分，無 

 法申請職安署法定積分，申請積分衍生之費用由主辦單位自行支付，學會 

 需掛名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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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承接政府計劃案討論。 

➢ 決議：明年度起，若有人想承接政府計劃案，只要與學會有關聯或與職護成長發

展相關，可於理監事會議或理監事 LINE群組提出，經大家討論有共識後並且同

意，由理事長授權予欲承接的理監事，被授權人負責執行計劃相關事宜。 

 

7. 建議學會網頁中不要呈現理監事現職機構及學會課程表講師群。 

➢ 決議：若理監事對於目前學會網頁公開之現職服務機構有所顧慮，可請秘書處協 

      助修正，未提出者，視同允許維持現狀，講師部份比照辦理。不同意提供 

      現職服務機構之講師，仍會呈現講師姓名，俾利供學員參考。 

       

8. 下次開會日期討論。 

➢ 決議：108年 2月 1日上午 9：30於台中學會會議室舉行。 

八、 散會 

下午 14點 30分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