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理系教師基本資料表 

姓名 程素娟 

 

聯絡地址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E-mail suchuan@mail.hwai.edu.tw 

連絡電話 06-2674567 ext 519 

職稱 講師 

專長與研究領域 

身體檢查  老人護理  敘事力 

學經歷一覽 

學歷 
澳洲西雪梨大學 護理研究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經歷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長照跨領域輔助療癒深度實務研習 
新樓醫院 臨床護理專家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護士 

期刊論文一覽 

論文名稱 刊物名稱 期刊類別 
護生於公衛實習衛教糖尿病前期民眾的

經驗 
護理暨健康照護

研究 
其他 

研討會論文一覽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國家. 城市 

護生於公衛實習衛教糖尿病前期民眾之經驗

[提升研究發表能力]研討暨論

文發表會 
台灣 台南 

Practicing and defending pre-diabetes is 
underrated during home visi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4th Asian Congress of Health 
Psychology(ACHP) Taiwan 
Taipei 

Exploring instructing experiences for 
pre-diabetic individuals of 5-year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ir public health clinical 
practic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4th Asian Congress of Health 
Psychology(ACHP) Taiwan 
Taipei 

Innovative Learning in Nursing 
Students :Role-Playing Reflection in Physical 
Assessment  

35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uman Caring Conference, 
Kyoto, Japan, May 24-28, 2014 
Japan Kyoto 

運用 Swanson 關懷照護理論照護一位晚期肝

癌病患無望感之護理經驗 

醫學與生命學院 2017 學術研討

會-健康醫療產業於老化醫學的

應用趨勢 
台灣，中華 台南  

榮譽獎項 



日期 事件細節 頒獎機構 作者順序 

2015-05-08 資深會員 財團法人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 第一作者 

2016-05-11 百合花獎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 第一作者 

研究計劃案 

計畫名稱 起迄時間 

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創新群組課程計畫(政府其他案件) 2016-08-01 
~2017-07-31 

彩繪希望(政府其他案件 107-護理 037) 2018-01-01 
~2018-12-31 

同儕協同反思學習融入專業知能之學習成(政府其他案件

107-護理 005) 
2018-01-01 
~2018-12-31 

老人照護情境模擬教學(其他單位產學計畫業 10903003 A4
技術服務) 

2020-06-01 
~2021-01-30 

其他 

布氏內外科護理學(下冊)(Brunner & Suddarth's textbook of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9/e) 譯者: 王世麗‧柯玉誠‧廖立人‧莊雅婷‧謝秀芳‧鄭靜瑜‧蘇

鈺婷‧林小玲‧程素娟‧楊貴蘭 
台灣護理學會-個案報告審查委員 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委員 
2007~2021 

台灣護理學會-專案審查委員 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委員 2007~2021 

105 學度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計畫 --「三代同校，共築安全

環境」微電影初賽之主持人 (教育部敘事力) 

105 學度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計畫-- -「三代同校，共築安全

環境」評審委員 (教育部敘事力) 

「新穎實業有限公司員工親子休閒活動」專案計畫 (業 10203002) 

新穎實業有限公司員工親子休閒活動專案計畫 (業 10003032) 

[護理人員能力進階]專業計畫 (業 9803016) 

BLS 指導員認證 (台灣急診醫學會 急證 BI105018) 

國際禮儀認證 (中華商管教育發展學會 PRI-160338) 

國際禮儀認證教師 (中華商管教育發展學會 TPRI-NO.20160050) 

ITSS 創新創意思考策略標準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ITSS-T9603023) 

會議展覽專案管理規劃師進階級/乙級 (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IEA-CEPMP-10700012) 



會議展覽專案管理分析師標準級/丙級 (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IEA-CEPMA-10700012) 

會議展覽專案管理管理師專業級/甲級 (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IEA-CEPMM-10700391) 

華語領隊人員 考試院 (107)專普領字第 004411 號 

華語導遊人員 考試院 (107)專普導字第 004589 號 

驗光生 考試院 驗生字第 007482 號 

體適能瑜珈中級教練合格證書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SFT1040401001 

基本救命術指導員 TAIWAN 柏克萊救護服務協會 BCI0025861 

護理芳療師證書 中華民國芳香精油美容保健發展協會艾柏芳療研習字第

20131021 號 

銀髮族體適能指導員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SFT1021117061 

體適能瑜珈初級教練合格證書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FYb1000305015 

體適能瑜珈中級教練合格證書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FYi1000625005/SFT1040401001 

太極拳 C 級教練證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95)縣教字第 1136 號 

太極拳 B 級教練證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96)省教字第 0626 號 

健康諮詢指導士證書台灣健康諮詢學會健指士字第 00042 號 

護理師證書 行政院衛生署護理字第 16061 號 

專案助理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PMA-2012-11687 

國際芳香療法師初階證書中華民國芳香精油美容保健發展協會 2013104512 

企業人才技能合格證書 TQC-OA Professional PowerPoint 2007 (電腦技能基金

會 無證照字號) 

64 式太極拳團體組第一名 高雄市政府 2012-05-27 

團體 64 式太極拳第三名 福爾摩沙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2012-11-24 

64 式太極拳團體組第一名 全國太極拳八卦掌錦標賽 2013-07-07 

其它太極套路團體組第二名 台灣太極拳總會 2013-05-04 

六十四式太極拳 2014 第五屆世界盃太極拳錦標賽 2014-10-18 



64 式太極拳 2015 第六屆總統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2015-11-22  

獎助教師開發專業科目數位教材,教材名稱: 老人護理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011-01-15 
獎助教師開發專業科目數位教材,教材名稱: 身體檢查與評估實驗 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 2011-01-15 
獎助教師開發專業科目數位教材,教材名稱: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 2011-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