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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代表會議

繼2009年成功帶領180多位會員參加南非
大會後，台灣護理學會今年再度組團約160人

5月2-4日
希爾頓飯店（Hilton Hotel）

參加2011年ICN國際護理研討會暨國家代表會
議。ICN國際護理研討會議每四年舉辦一次，
會議地點位於馬爾他瓦萊塔市，大會主題為

國家代表會議（Council of National

「護理人員：引領健康照護之可近性、品質以

Representatives, CNR）是ICN的執行實體，每兩

及全民健康」（Nurses Driving Access, Quality

年召開一次會議，與會代表人數視各國選擇的

and Health）。馬爾他位於南歐義大利南方，前

入會模式（Membership Model）而定。由於本

往馬爾他需取道香

會採傳統模式，故有三位代表參加會議，分別

港、杜拜轉機，旅

為黃璉華理事長（National Representative，有發

程長達24小時，

言權及投票權）、王桂芸副理事長（Technical

倍極辛勞。

Advisor，有發言權但無投票權）及蕭素蓮秘
書長（Support Person，無發言權及投票權）。
國家代表會議召開時間為5月2-4日，此次會議
共有100多國代表出席，約250人共襄盛舉，由
於路程遙遠，參加的國家數及人數，與兩年前
伴隨國際護理大會及理事會改選相比，均相形
減少。遵照會議程序，由ICN理事長Rosemary
Bryant主持並致歡迎詞。
今年度CNR會議主要分成三部分，一為
ICN的會務報告、二為ICN提出的四項議題討
論、三為推動新入會模式進展報告，茲分述如
下：


(一) 會務報告：
首先，ICN理事長報告兩年來在國際上
推動護理政策的成果。增進全球護理「可近
性」，是她任內的目標，因此在這兩年的努
力下，ICN成為非傳染性疾病（NCD）的重要
核心夥伴，並參與聯合國NCD高峰會。護理
政策相關議題也將提至今年5月世界衛生大會
中討論，透過ICN教育活動及實行細則，促進
繼續教育、研究及其他護理資源的可近性。
ICN理事長報告完後，本會理事長發言感謝Ms.
Rosemary Bryant於2009年8月來台，並參加「正
向執業環境」記者招待會，將來自國際護理界
的聲音傳達給社會大眾。對此，ICN理事長花
了許多時間介紹訪台情形。當時適逢莫拉克風
災期間，全國動員參與災後重建工作。而總統
在忙碌之際，仍特地撥冗與她會面討論護理相

士，而遭到逮捕的巴林護理人員及醫師。ICN
譴責其政府的行為並請會員國聲援。另外，
ICN與世界醫學會聯合呼籲立刻對此事進行調
查，以保障醫事人員能在專業的領域下執業。
ICN建議世界衛生組織應增設護理部門，包括
總部、各區域辦事處及重設護理科學主管一
職，為護理發聲。會中，各國家代表一致通過
此提議。事後，ICN理事長也呼籲各國聲援，
讓護理人員在國際上更具影響力。

(二) 四項議題討論
5月3日上午進行四個議題討論，探討國際
上重要之護理議題，每項議題分場討論，前後
分成兩個時段，每時段包含二個主題，各國家
代表自行決定參加之主題。包括：
• Forum I

（改變中的護理人力市場)

關議題，馬總統及衛生署署長對台灣護理專業
之重視，令她感到印象深刻。

• Forum II

緊接著由ICN執行長David C. Benton檢視相
關議題與趨勢，報告2009-2011年召開之國際會
議情形。修改會章方面，ICN的官方語言為英
文，正式語言（working language）分別為
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依據會章規
定，會員國人數超過ICN總會員
人數20%以上，其會員國語言可

Changing labor markets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

• Forum III

Nurse prescribing
（護理人員開立處方）

• Forum IV Speaking with one voice
（凝聚共識、口徑一致）
茲摘錄四項議題重點，以作說明：

納為正式語言，日本看護協會
（JNA）總會員約有50萬人，
已超過20%的門檻，於去年五月
向理事會提出修改正式語言的要
求，因此，ICN於CNR會議上請會員
國表決是否將日文列為正
式語言之一。
其它事務方面，
因提供照護給受傷
的反政府運動人


日本看護協會理事長（左二）
感謝本會捐款美金20萬元賑災

Forum I Changing labor markets

實務

（改變中的護理人力市場）

• 新興及再現疾病

全球衛生系統都面臨護理人員短缺、失

• 在日益複雜的衛生系統及照護模式中的

衡、失業及聘僱不足等挑戰。長期、嚴重的忽
視護理人力資源管理和相關數據的蒐集，已經
造成許多國家在人力規劃、政策制定和管理方
法上的匱乏。過去三十年來，人力市場的重大
變化包括婦女就業狀況、部分工時及臨時僱
用、執業生涯短暫、生育率降低及人口老化。

護理領導能力
• 研究及教育經費匱乏
目前ICN積極從事護理品質推動、健全
全球衛生政策及促進護理知能，並致力於創
造一個尊重護理專業和滿意度的護理工作環
境。於是，2006年成立護理人力資源國際中

影響人力市場的相關議題如下：

政策

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esources
in Nursing, ICHRN）。ICHRN是一個提供決
策者、策劃者、教育者、協會、雇主、立法
機構、研究人員和實務工作者等有關護理人

• 總體經濟及衛生部門補助政策

力資源的線上網路資源。而ICN與外國護理學

• 健康照護市場的轉型

校畢業生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aduates of

• 人力政策與計畫
• 基本、可負擔的健康照護可近性

Foreign Nursing Schools, CGFNS）共同合作，成
立護理人員跨國遷徙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n Nurse Migration, ICNM），顧問群來自世界

法規
• 照護品質及維持標準
• 任務移轉及改變執業範疇

衛生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移
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護理組織和其他
移民和勞動人力議題的專家。

• 新的核心專業能力
• 臨床執業環境惡化
• 護理跨國遷徙的轉變

Forum II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

社經福利
• 人員編制的縮減
• 工作及聘僱條件的惡化
• 召募、留任及人力配置不均
• 勞動人口老化
• 護理人員及新進人員失業問題
• 職缺的減少

根據「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委員會」在
WHO報告中指出，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與出
生、成長、生活、工作、老化和衛生系統有
關。日常生活的結構性因素和條件構成決定健
康的社會因素，亦與國家內部和國際間健康不
平等及健康狀態的差異有關。
傳統上，社會期望衛生部門處理健康與疾


病相關的問題，但卻忽略其他相關機構或部門

務能力的護理師。ICN建議要有碩士的教育背

對健康的影響力。然而，健康照護系統本身就

景。WHO和ICN曾執行一項有關精神科護理人

是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沒有健康照護，會失

員的國際性調查，數據顯示172個國家中，約

去許多改善健康的機會。因為不公平的健康照

有14%國家的護理人員可以開立精神科藥物。

護體系，無法達到普遍性的健康照護。

同時也指出，低收入非洲國家的護理人員比高

健康照護體系的可近性、合宜的設計和良

收入國家的護理人員更可能取得開立處方權。

好的管理，有助於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ICN於2000年成立Nurse Practitioner/Advanced

Development Goals, MDGs）的實現。衛生系統

Practice Nursing網絡平台，超過1,780位會員參

與民眾健康和發展相當重要，然而，疾病、失

加，此平台提供進階護理教育和實務的資源，

能和早逝的高負擔等都需要在決定健康的社會

發行電子報報導有關進階護理的最新消息，舉

因素上有跨部門的行動。權力、收入、物品和

辦進階護理相關議題的研討會。

服務的分配不均，會導致弱勢人口健康不佳、
疾病分佈不均及國內、國際上明顯的健康不平
等。衛生系統需與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的其他

Forum IV Speaking with one

部門合作，如農業、食品、教育、住屋、聘

voice

僱、交通等，創造健康的公共政策，促進健康

（凝聚共識、口徑一致）

的公平性。
為了聲援健康不平等的現象和社會正義，

凝聚護理力量可以有效地在專業及衛生

ICN運用一系列政策，增進知識轉譯、能力建

政策上，帶來改變與提升。例如在全球健康

構、實證傳播，遊說和倡議。透過政策、專屬
網絡、核心能力、倡議、資訊和教育，支持並
強化護理專業在決定健康社會因素的立場。因
與各國護理學會、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機構共
同合作，使ICN得以享有廣泛的資源，並提供
多方面的服務。

及社會政策方面，ICN在1899年成立，是遊說
成立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專業組織之一，成
為第一個與WHO有正式夥伴關係的非政府組
織，也成為護理專業的全球發聲管道。此外，
ICN為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的觀察員，亦即
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Fram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的執行
實體，FCTC可謂是近20年來全球最有意義的

Forum III Nurse prescribing
（護理人員開立處方）

衛生政策之一。最近更是遊說聯合國成立婦女
機構（Women’s Agency）。在國際方面，藉由
兩年一次的三方會議（Triad），ICN與其他護

過去20年以來，許多國家護理人員角色

理及助產團體凝聚共識。在國家層面，以2003

和功能有顯著的改變。經濟合作開發組織報

年葡萄牙的護理專業團體為例，與國內法規制

告指出，許多國家透過檢視衛生專業人員角

定者、專業貿易協會、一般及專科護理學會合

色，尋找改善健康照護的方法。ICN定義Nurse

作，促進葡萄牙護理的專業影響力。達成國內

Practitioner/Advanced Practice Nurse為經由各國

或國際護理專業的共識是件很困難的事，需要

認證，擁有專業知能、複雜決策技巧和臨床實

時間也需要尊重。



5月3日下午討論ICN策略性規劃及

新入會模式，

績效架構（Strategic Plan and Performance

ICN鼓勵會員國

Framework）。本會議以圓桌會議方式分

朝多元化入會模

組討論2011-2014年的ICN策略性規劃，

式發展，特設

以作為規劃ICN未來的會務活動與符合宗

立三項新獎項，

旨的執行方案之參

以表揚會員國在

考，促進ICN願景的

會員人數成長

實現。本會理事長

及創新方法上

針對策略性規劃建

的貢獻。分別為The Membership Growth

議增加護理的政治

Award（會員成長獎）、The Membership

參與，各國應積極

Inclusiveness/Representativeness Award

培養護理高階領導

（入會涵蓋率與代表性獎）及The NNAs

人，站在決策者的

I n n o v a t i o n Aw a r d （ 創 新 獎 ） 。 本 會

高位上，進而主導

因會員人數佔全國護理人員數50%以

政府擬定護理政策

上，符合The Membership Inclusiveness/

的方向。另外順應

Representativeness Award的資格。故於5

國際趨勢，並與其

月4日會議中，本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及

他醫事專業同步，

ICN第二副理事長尹祚芊受邀上台，從

提升護理基礎教育至大學程度也是本會之中、長

ICN理事長手中領取銀獎獎狀乙只，現場與會

期目標。對此，韓國護理學會（KNA）理事長

代表鼓掌並祝賀本會獲得這份殊榮。

回應，該國已立法通過，全面提升護理人員教育

2009年日內瓦稅務部門要求ICN立即修改

至大學程度，可見提高護理教育門檻不僅在國際

會章第36條第2款，以維持現行免稅待遇。依

上受到重視，亦為台灣刻不容緩的議題。

會章規定，修改條款須經國家代表表決通過才

(三) 推動新入會模式進展報告
延續2009年南非大會的討論議題，新入會
模式為國家代表會議的主要議程。為順利推動

能實施。因此，在CNR會議最後一天，ICN請
各會員國投票表決，審議與免稅待遇有關條款
修訂。所以ICN得享有日內瓦稅務部門10年免
稅待遇。



國際護理研討會

團迎接。吸引現場人士爭相拍照留念。接下來

5月4-8日
地中海國際會議中心
（Mediterranean Conference Center, MCC）

的重頭戲為各國家代表列隊進場儀式，在ICN
執行長的唱名下，國家代表陸續進入會場，接
受觀眾的熱情歡呼。本會代表則身穿典雅旗
袍，手搖國旗，在團員的高聲呼喚、引頸期盼
下，光榮入場。此刻，台下約160位團員揮舞著

一、開幕：

國旗，聲勢浩大堪稱會場上最大團，大家團結

5月4日開幕典禮於晚間6點半開始進場，7

一致為台灣代表歡呼的情況，讓現場團員深受

點典禮正式開始。典禮開始前，與會代表在門

感動，為之動容。顯示台灣護理人員對參與國

外等候排隊，兩旁則有穿著古裝的馬爾他騎士

際會議的積極度及踴躍度相當高。



二、學術會議
在學術會議方面，此次大會共規
劃3場專題演講、25場全體、主場及分
場會議、24場視訊會議、11場ICN網路
平台會議和一場護生大會。分為38場專
題討論、208場分場論文發表及454個
海報展示。據ICN所提供的資料指出，
本次大會收到來自74個國家2,063篇論
文摘要投稿，而本會會員論文通過共計
218篇，口頭論文14篇及海報論文204
篇，為本次大會通過率最高之國家。另
外，大會安排一場引人省思的議題，針
對醫事專業人員施打疫苗的利與弊進行
辯論。其他全體會議則著重在婦女營造
健康國家，和全球社會運動所扮演的角
色，網路平台會議本次也會探討最新趨
勢與優先議題。



【專題演講】
大會演講主題，邀請美國Diana Mason博士
主講本次大會主題－「護理人員：引領健康照護
之可近性、品質以及全民健康」（Nurses Driving
Access, Quality and Health）。隨著社會結構與需
求的改變，政府規劃未來健康照護體系的方向也
有所不同，因此創新、主動積極和強而有力的領
導，是引領健康照護的主要方針。
5月6日盧安達第一夫人Mrs. Jeannette

【理事長受邀報告】

Kagame主講「婦女角色」（The Role of
Women）一題。全球有66%的職業婦女，生產

得以獲邀於本次學術會議中報告“Positive

50%的糧食，卻僅有10%的婦女有工作收入，

Practice Environments Perspectives from

1%處於貧窮的狀態。

Taiwan”，黃理事長深感榮幸，並分享了台灣

影響婦女及女童健

推動正向執業環境的策略與執行現況。本會於

康與福利的因素

2009年與國際護理協會（ICN）、美國輝瑞藥

有貧窮、缺乏

廠（Pfizer Inc.）及APCO Insight合作，調查全

健康照護的管

球護理人員現況。亦進行全國性護理職場執業

道、教育及男女

環境調查，針對現今的護理人員需求，提出改

關係不平等、暴

善策略並積極向政府提出多項訴求，以改善護

力、各種社經福利

理人員執業環境。在理事長演講完畢後，在場

和文化等。

主持人及聽眾對理事長的表現給予極大的肯

5月7日Mrs. Alice Darkoa Asare-Allotey演

定，並表示本會在為促進護理人員正向執業環

講「社會運動與健康照護體系改革」（Social

境所做的努力，值得各國學習。會後，ICN 護

movements and health system transformation），

理顧問Elizabeth Adams除了高度肯定本會在PPE

她參與健康議題有關的社會運動，對於達到健

的努力與成效，當場邀請黃理事長，在今年的

康可近性、品質照護和更廣泛的社會變遷，深

亞洲護理人力論

具政治影響力。在衛生系統、公衛政策、信

壇會議上再次演

仰、研究與實務上，健康照護體系所面臨的挑

說，以嘉惠亞洲

戰有：(1)健康照護系統供應與可近性。(2)疾

護理人員。

病、疾病經驗、失能與有爭議性的疾病。(3)健
康與其他方面的不平等，需引領及動員基層力
量，反應上對下的決策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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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會議的另一個焦點為「災難護理」

國際交流

（Disaster Nursing）的議題。本會蔣立琦理事亦
口頭發表台灣在災難護理上所作的一些調查與

為促進國際交流，

活動，內容精采生動，讓國際友人留下深刻印

本會亦參與會員國所舉

象。妥善預備是災難應變體系中關鍵的一環。

辦的晚宴活動，馬爾

護理人員借助本身的技能和知識，於災難「前、

他護理暨助產學會邀請

中、後期」提供受害者照護及身心理健康的復

各國家代表出席，馬爾他總

原。近年來因天災人禍不斷，護理人員身為前線

理親臨現場，歡迎各地護理

救難人員的重要角色。災難護理能力應納入學校

菁英齊聚一堂，共渡美好

開課課程、專業認證的基礎，當災難發生時，才

的一晚。另外，中華護理

能有效應變。進而支援救難人員，以確保能提供

學會以觀察員的身分出席會

受害者當下及未來的健康照護服務。

議，本會亦協調ICN執行長邀請
中華護理學會代表共進晚餐，討論中
華護理學會入會事宜。為履行國際社會責任，
本會代表等10人，於5月6日下午出席南丁格
爾募款餐會（Florence Nightingal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NIF），餐會上，ICN邀請今年國
際成就獎得主Liisa Hallila博士發表演說，芬蘭
籍Liisa Hallila博士為享譽全球的護理專家，在

與世界災難護理學會理事長Ms. Akiko Yamamoto合影

本會團員共同出席南丁格爾募款餐會

護理教育、管理及護理倫理上有傑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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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證明，當時團員幾乎喜極而泣。組織龐大的
團體出席ICN會議仍是本會的既定目標，建

本次參加會議，學會分三批前往馬爾他。
感謝三組團長－廖美南常務理事、蔣立琦理事
和張慈惠副主任，負責帶領學會團員處理相關
事宜。此外，亦感謝外交部經費補助本會代表
出席會議部分機票款，使本次任務圓滿完成。

議往後團員如有類似情況發生，希望事前或
開會之始就告知本會，俾有較充裕的處理時
間，以免自身權益受損。
3. 此次，本會首度額外補助35歲以下年輕護理
人員各5,000元，共有22位受惠，年輕護理人
員的臉龐也吸引了ICN總部的注意及ICN理事

結論與建議

的目光，對本會此項措施給予高度的評價。
4. 「台灣推動正向執業環境的策略與執行現

1. 會議期間，國籍問題引發爭議。有團員表示

況」報告的成功，並受邀再次演講，要歸功

在分場論文發表會議（concurrent sessions）

於理監事會的大力支持。在血汗醫院成為最

中 ， 大 會 將 發 表 者 的 國 籍 誤 植 為 Ta i w a n ,

夯議題的此刻，讓我們一起努力，營造台灣

China。秘書長立即向ICN秘書處反應要求更

護理正向的執業環境。

正，ICN會務人員得知後，馬上處理。ICN執

5. 參加國家代表會及護理研討會，加上旅程，

行長對會議顧問公司的錯誤亦以嚴厲用詞，

前後11天，是很辛苦。尹祚芊常務理事因為

表示是「不可原諒的錯誤」。而ICN執行長

ICN第二副理事長的身分，還外加ICN理事

David C. Benton更正式向本會理事長當面道

會，足足出國14天，更是辛勞。護理研討會

歉，表明此項錯誤將使得ICN未來不擬與該公

每天還擔任主持人，ICN指派給副理事長的

司合作，足以證明ICN對本會的重視。此次參

任務果然不遺餘力，不過我們坐在台下，看

會，本會雖然事先就已透過ICN及外交管道，

她在台上主持，真是與有榮焉。整體來說，

叮嚀名牌上的國籍必須是Taiwan，不得有

不論上台主持、演講、發表海報展示，在在

誤，但是分場會議上仍有疏失，實感遺憾。

都呈現台灣在ICN護理國際學術舞台的能見

2. 有團員在會議前接獲大會通知被列為海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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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內心感到驕傲與欣慰。

表候補名單，可前往會場視情況安排展示。

6. 感謝所有團員的熱情支持，也感謝各醫療院

但抵達現場時，工作人員告知其論文需等待

所對護理人員的慷慨資助，大家相約2013年

候傳方可發表。眼看每天補位不成，會員之

再見。2013年將是ICN第25屆國際護理大會

焦慮可想而知。理事長和秘書長到5月6日晚

Quadrennial Congress，地點在澳洲墨爾本，旅

上才輾轉得知這狀況，於是在5月7日最後

程大為縮減，在此呼籲會員們從現在就開始

一天一早，洽請ICN秘書處協助快速積極處

準備，讓兩年後的ICN會場中，台灣依舊是最

理，才得以順利補位發表海報，並取得發表

大團，我國國旗旗海再度飄揚在ICN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