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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機關地址：10355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1段 70-1號 14樓 

聯絡人：曾秋蘭     電子信箱：nurse@nurse.org.tw 

電話：(02)2550-2283 分機 14   傳真：(02)2550-2249 

受文者：如正副本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 9月 3日 

發文字號：全聯護會靖字第107310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研討會議程 

 

主旨：本會辦理『珍惜生命、友善職場：合理護病比立法』研討會，敬請惠予公

告周知並鼓勵所屬護理人員踴躍報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 主辦單位：臺灣護理產業工會、衛福部照護司、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

會全國聯合會、台北榮民總醫院 

二、 時間：107年 10月 16日(星期二)09:00~17:00 

三、 地點：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科技大樓一樓會議室(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

段 201號) 

四、 本研習會限會員參加，免收報名費，不提供餐點，共 100名。 

五、 報名方式：請於 10月 1日上午 10時起，逕自本會官網→「線上報名」

網頁→課程右側欄位點選報名，填妥後送出，報名至 10月 15日截止或

額滿為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報名成功以 E-MAIL寄發通知，內含取

消課程授權碼，請妥為保存，於取消課程時使用。 

六、 報名後請務必按時出席，若不克出席，請於活動開始日 7日前至本會官

網上方「線上報名」網頁課程右側點選取消報名(恕不接受電話取消報

名)，俾安排學員遞補，以確保其他會員權益。為珍惜資源，報名研習會

未到年度累積達二次者，當年內將不得再參加本會免費研習會。 

七、 本課程以英文授課，講義翻譯為中文，屆時掃 QR CODE下載，現場將

進行簡譯，不發研習證書，全程參與並按時完成 2次簽到、退者，可獲

得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專業 7.2分)。 

八、 為配合環保政策，保護地球資源，請自備環保杯參與活動。 
 

正本: 各醫療院所、各護理學校、各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副本: 本會理監事、國際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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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生命、友善職場：合理護病比立法』研討會 

Safe Staffing Legislation: Friendly workforce is a matter of death and life 

護理師是否足夠？護理師專業能力是否充分展現？是民眾健康照護品質的關鍵，各國實證
研究顯示『合理護病比』攸關病人生死，為最低照顧服務指標。美國、澳洲等國領先立法，規
範護病比，在沒有增加醫院財務負擔情形下，引導護理師大量回流，而改善護理勞動職場，提
升留任率、降低離職率，是國際上對護理人力治理最受關注的議題，本研討會特邀請世界上第
一個將護病比立法的加州工會，兩位副理事長訪台分享她們成功的實務策略。 

主辦單位：臺灣護理產業工會、衛福部照護司、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榮
民總醫院 

時間：107年 10月 16日(星期二)09:00~17:00 

地點：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科技大樓一樓會議室(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 

 

Conference Agenda(研討會流程)：演講以英文進行，講義翻譯為中文，現場將進行簡譯 

Time 時間 Topics(研討會內容) Speaker(主講) Host(主持人) 

08:50-09:00 Registration(報到) 

09:00-09:10 Welcoming Remarks 

Introduction of the conference 

致歡迎詞及來賓介紹及研討會介紹 

高靖秋理事長 

傅玲主任 

盧孳艷教授 

09:10-10:50 What is the nurse-patient ratio? How does the 

safe staffing impact on saving lives of pati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quality of patient care? 

Deborah Burger or 

Michelle Mahon 

(待確認) 

蔡淑鳳司長 

10:50-11:10 Break休息 

11:10-12:10 What are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in advocating 

Patient Safet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Act in 

the process of California legislature? 

Deborah Burger Or 

Michelle Mahon  

(待確認) 

傅玲主任 

12:10-13:20 Lunch午餐 

13:20-15:00 How has been the Patient Safety Act (Safe 

staffing Act) implemented in California? How is 

the financial system impacted by the Act, if any?  

How has the Act affected the turn-over rate and 

retention rate of nurses? 

Burger/Deborah Ann Or 

Michelle Mahon 

(待確認) 

周幸生副主任 

15:00-15:20 Break休息 

15:20-16:20 How has the Patient safety Act (Safe staffing Act) 

been regulated and monitored? How have 

hospitals complied with the Safe Staffing Act in 

their management of reasonable workload of 

staffs? 

Burger/Deborah Ann Or 

Michelle Mahon 

(待確認) 

張佳琪副院長 

16:20-17:00 問題討論(Discussions) 

Closing Remarks 

盧孳艷教授 

講者資訊：(依課程順序) 

高靖秋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傅  玲 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主任/陽明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盧孳艷 臺灣護理產業工會理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社區及健康照護研究所教授 

Deborah Burger, Co-President, National Nurses United 

Michelle Mahon, Nursing Practice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Nurses United 

蔡淑鳳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司長 

周幸生 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副主任/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
員 

張佳琪 臺灣護理產業工會監事/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教授、跨領域學院副院長、護
理學院展齡服務暨研究中心主任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