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台灣護理學會 

「菁英資料庫」建置及維護作業要點 
  104.7.1 第 31-2 次卓越中心會議制訂並經 104.7.18 第 31-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9.03.23 第 32-7 次卓越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壹、宗旨： 
為集結各領域護理專家學者，參與國際合作，提昇國際地位及貢獻，訂定本要點。 

貳、目的： 
    規範「菁英資料庫」(以下簡稱本資料庫)專家學者推(自)薦作業，並適當維護相關

資料。 

參、專家學者專長類別： 
參照 ICN「Bank of Nurse Expert」及本會編輯委員會制定之「護理學術/臨床專長

中譯」，本資料庫專家學者專長分為 10 大類、59 項專科領域(依個人專長排序，

至多可填選 4 項專科領域)。 

肆、專家學者推(自)薦條件： 
 本資料庫專家學者，須為本會活動會員，並具備下列「特殊條件」或「一般條件」

之一者。 
一、 特殊條件：擔任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或其他

國際護理組織總會理事、委員或諮詢專家，以及國際護理榮譽學會國際護

理研究者名人堂 (Honor Society of Nursing,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Nurse Researcher Hall of Fame)獲獎者、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ursing, FAAN)，由學會舉薦之。 

二、 一般條件： 
(一)學術類： 

1.必要條件：曾於國際研討會以英文擔任主講人、主持人或論文口頭發表。 
2.資歷條件：應具備下列至少 3 項 

(1) 從事護理相關實務經驗或教學經驗至少 10 年，教師須具部頒助

理教授(含)以上資格。 
(2) 近 10 年於國際期刊以英文發表專長領域文章至少 5 篇，其中至

少 1 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3) 曾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 
(4) 曾擔任國際合作(共同)計畫主持人。 

(二)臨床類： 
1. 必要條件：曾於國際研討會以英文擔任主講人或論文口頭發表。 
2. 資歷條件：應具備下列至少 3 項 

(1) 目前從事護理工作，具護理臨床工作經驗至少 10 年，臨床專業

能力進階職級為 N4。 
(2) 取得護理碩士學位(含)以上。 
(3) 近 10 年於國際期刊以英文發表專長領域文章至少 1 篇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 
(4) 曾有與健康照護相關之發明專利或獲獎之創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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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會每年於 3、6、10 月辦理推(自)薦審查作業。 

陸、專家學者推(自)薦作業： 
一、 本資料庫專家學者得由個人自薦或下列機關(構)、團體推薦之。 

(一) 政府機關(構)或研究部門。 
(二) 大專校院護理相關科系所。 
(三) 醫療院所。 
(四) 護理相關公會、學會、協會等。 

二、 推(自)薦者應確認｢菁英資料庫｣專家學者推(自)薦表內容並提交至本會。 
三、 推(自)薦表經本會卓越中心「領袖培訓組」審查後，提至卓越中心審議，審

議通過之名單經理監事會核備後，納入本資料庫。 

柒、本資料庫資料維護與更新原則： 
一、本會秘書處每年至少一次通知本資料庫專家學者檢視及確認資料之正確性，

並作更新。 
二、前款更新資料應提報「領袖培訓組」備查。 

捌、本資料庫專家學者，須維持本會活動會員，並持續符合下列事項之一： 
一、從事與專科領域相關之著作、研究、出版、授課或演講。 
二、參與國際研討會或研習活動。 
三、擔任政府部門各委員會之委員。 
四、參與國際研討會擔任主持人、主講人或論文口頭發表。 
五、參與國際合作計畫或擔任國際專業組織之諮詢專家、委員或理事等。 
六、參與健康照護相關之發明專利或獲獎之創意作品。 

玖、本資料庫專家學者除名原則： 
一、原推薦機關(構)要求撤回推薦。 
二、本人書面要求自資料庫除名。 
三、因違法情事已受停止執行業務、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之處分者，予以除名。 
四、因義務履行不利或其他有損本會名譽情形者，得經本會決議予以除名。 
五、除名原因消滅後，除名之專家學者，得再經推(自)薦程序，重行納入本資料

庫。必要時，本資料庫得將除名之事附記備註說明之。 

拾、本資料庫專家學者名單，由本會公告於網站，且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維護之。 

拾壹、本要點經本會卓越中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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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理學會 

「菁英資料庫」專家學者專長類別及專科領域 

No. 專長類別 Specialty 編號 專科領域 Professional Area(至多勾選 4 項) 

1 
內外科護理 
Medical and 
Surgical Nursing 

1-1 □Advanced Practice 進階實務

1-2 □Ageing 老化

1-3 □HIV/AIDS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

1-4 □TB 結核病

1-5 □Burn / Emergency / Trauma Nursing 燒燙傷/急診/創傷護理

1-6 □Cardiovascular Nursing 心臟血管護理

1-7 □Infectious / Communicable Disease Nursing 感染/傳染性疾

病護理

1-8 □Critical Care Nursing 重症護理

1-9 □Gastroenterology Nursing 腸胃護理

1-10 □Neuroscience Nursing 神經學護理

1-11 □Oncology Nursing 腫瘤護理

1-12 □Orthopaedic Nursing 骨科護理

1-13 □Perianesthesia Nursing 麻醉全期護理

1-14 □Perioperative Nursing 手術全期護理

1-15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Nursing 整形/重建外科護理 
1-16 □Pulmonary Nursing 胸腔護理

1-17 □Rehabilitation Nursing 復健護理

1-18 □Renal and Urology Nursing 腎臟及泌尿護理

1-19 □Wound Care / Ostomy / Continence Care Nursing 傷口照護/
造口/失禁照護護理

2 
社區護理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2-1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職業衛生與安全

2-2 □Environmental Health 環境衛生

2-3 □Home/Community Care 居家/社區照護

2-4 □Primary Health Care 基層醫療保健

2-5 □Tobacco Use 菸品使用

2-6 □Family Nursing/Family Health 家庭護理/家庭健康

2-7 □Disaster Planning and Relief 災難整備與救助

2-8 □Malaria 瘧疾

2-9 □Long Term Care 長期照護

2-10 □School Health Nursing 學校衛生護理

表格僅供參考，請至「菁英資料庫」線上申請 https://goo.gl/nuw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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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專長類別 Specialty 編號 專科領域 Professional Area(至多勾選 4 項) 

3 
護理行政 
Nursing 
Administration 

3-1 □Patient Safety 病人安全

3-2 □Health and Nursing Policy and Economics 衛生及護理政策

與經濟

3-3 □Human Resources/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人力資源/規劃

與發展

3-4 □Nursing Leadership 護理領導

3-5 □Nursing Remuneration / Working Conditions 護理報酬/工作

條件

3-6 □Nursing and Health Management 護理及健康管理

3-7 □Classification for Nursing Practice 護理作業分類

4 
精神衛生護理 
Psychiatric/Mental 
Health Nursing  

4-1 □Mental health 心理衛生

4-2 □Violence 暴力

5 
護理法規/倫理 
Nursing Regulation 
and Ethics 

5-1 □Human Rights 人權

5-2 □Regulation (including competencies and credentialing)法規

(含能力及認證)
5-3 □Ethics 倫理

6 
婦兒健康照護 
Maternal-Child 
Health Nursing 

6-1 □Women’s Health 婦女健康

6-2 □Infant and Child Care 嬰幼兒及兒童照護

7 
護理教育/研究 
Nursing Education 
/Research 

7-1 □Nursing Education 護理教育

7-2 □Nursing Research 護理研究

8 護理資訊 
Nursing Informatics 

8-1 □Nursing and Health Informatics 護理及健康資訊

8-2 □Telehealth / Telenursing 遠距健康照護/遠距護理

9 
實證護理 
Evidence Based 
Nursing 

9-1 □Clinical Guidelines/Evidence Based Outcomes 臨床指引/實
證照護成效

10 其他 
Others 

10-1 □Hospice / Palliative Care Nursing 安寧/緩和照護護理

10-2 □Case Management 個案管理

10-3 □Clinical Trial Study Nursing 臨床試驗研究護理

10-4 □Military and Uniformed Services Nursing 軍陣護理

10-5 □Traditional Medicine 傳統醫學

10-6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輔助及另類醫學

10-7 □Forensic Nursing 刑事護理

10-8 □Genetic Counseling 遺傳諮詢

10-9 □Macroeconomics 宏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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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理學會 

「菁英資料庫」專家學者推(自)薦表 
填表日期 : 年   月   日 

專家學者推(自)薦條件：□特殊條件 □學術類  □臨床類 

一、推(自)薦者專長類別及專科領域(依個人專長排序，至多填選 4 項專科領域) 

專長類別 專科領域 

專長類別 專科領域 

專長類別 專科領域 

專長類別 專科領域 

二、推(自)薦者個人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會員號 

英文姓名 Surname: First name: 

性   別 □ 女 □ 男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手  機 E - mail 

住   址 

任職機構 職稱 進階職級 

傳  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三、學經歷 

學  歷 

學校名稱 (由高至低) 科 系 學位 畢業時間 
民國__年__月 
民國__年__月 
民國__年__月 

經  歷 

服務機構及單位/職稱/起迄年月 

1. 學術類:從事護理相關實務經驗或教學經驗至少 10 年，教師須具部頒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 

2. 臨床類:目前從事護理工作，具護理臨床工作經驗至少 10 年，臨床專業能力進階職級為N4。 

服務類別 服務機構 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合計 

實務 民國__年__月至__年__月 __年__月 

教學 
(部定教職) 

民國__年__月至__年__月 __年__月 

研究 民國__年__月至__年__月 __年__月 

表格僅供參考，請至「菁英資料庫」線上申請 https://goo.gl/nuw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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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條件者 

1. 推薦特殊條件者，下列「四、必要條件」及「五、一般條件」免填。 
2. 請說明：曾擔任 ICN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或其他國際護理組織總會理事、委員或諮詢專家。 
 
 
 
四、必要條件：參與國際會議、活動經驗 

年度(西元) 國際會議、活動名稱 參與經驗 
(如主持人/主講人/口頭發表者) 

   
   
   

五、一般條件 
(一) 發表文章或出版刊物 

□學術類:近 10 年於國際期刊以英文發表專長領域文章至少 5 篇，其中至少 1 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臨床類:近 10 年於國際期刊以英文發表專長領域文章至少 1 篇，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以 1.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發表之文章 

以 2.共同作者發表之文章 

其 3.其他著作 

(二) 曾擔任國內研究計畫主持人(學術類)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三) 曾擔任國際合作(共同)計畫主持人(學術類) 

計畫名稱/國際組織 擔任工作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四) 與健康照護相關之發明專利或獲獎之創意作品(臨床類) 
專利或獲獎作品名稱 授獎機構 得獎年度 

   
   
   

六、檢附文件 

類別 特殊條件者 

 

□曾擔任 ICN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或其他國際護理組織總會理事、委員或諮詢專家之

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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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附文件 

類別 學術類 臨床類 

證明

文件 

一、 必要條件： 
曾於國際研討會以英文擔任主講人、主持

人或論文口頭發表。 
□參與國際研討會/會議證明 

二、 資歷條件：應具備下列至少 3 項 

1. 從事護理相關實務經驗或教學經驗至少 10

年，教師須具部頒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 

□服務(年資)證明 

□部定教職資格證明 
2. 近 10 年於國際期刊以英文發表專長領域

文章至少 5 篇，其中至少 1 篇為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 

□發表文章或出版刊物資料 
3. 曾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 
□研究計畫主持人證明 

4. 曾擔任國際合作(共同)計畫主持人。 

□曾擔任國際合作(共同)計畫主持人證明 
三、 其他相關證明： 

□與專科領域相關之證明 

□個人中英文履歷(CV)，限 5 頁內 

□學歷證明 

一、必要條件： 
曾於國際研討會以英文擔任主講人或論文

口頭發表。 
□參與國際研討會/會議證明 

二、 資歷條件：應具備下列至少 3 項 

1. 目前從事護理工作，具護理臨床工作經驗至

少 10 年，臨床專業能力進階職級為 N4。 

□服務(年資)證明 

□臨床專業能力進階 N4 證明 
2. 近 10 年於國際期刊以英文發表專長領域文

章至少 1 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發表文章或出版刊物資料 
3. 取得護理碩士學位(含)以上。 

□學歷證明 
4. 曾有與健康照護相關之發明專利或獲獎之

創意作品。 

□與健康照護相關之發明專利或獲獎之創

意作品 
三、其他相關證明： 

□與專科領域相關之證明 

□個人中英文履歷(CV)，限 5 頁內 

七、個人申請或機關(構)、團體推薦 

□ 個人自薦  □ 機關(構)、團體推薦 

個人自薦或機構推薦請填寫推薦理由(請就專業性、國際影響力加以敘述，300 字內) 

 

 

推薦機構資料(自薦者免填) 

推薦機構 
□政府機關(構)或研究部門 

□大專校院護理相關科系所 

□醫療院所 

□護理相關公會、學會、協會 

推薦機構名稱  推薦機構用印 

聯絡人  

 

電  話  

機構地址  

受推薦人簽章  

推薦人簽章  
主管簽章 

*推薦機構一級主管(含)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