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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地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科技教學大樓 J 棟 9 樓 907 室 
E-mail fcchen@mail.hwa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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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講師 

專長與研究領域 

內外科護理、身體評估、報告撰寫；概念圖教學 

學經歷一覽 

學歷 
1982-1985 美國馬里蘭州大學護理碩士 
1975-1979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學士 

經歷 
199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1986-1991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護理部 
1979-1982 國泰綜合醫院護理師 

期刊論文一覽 

論文名稱 刊物名稱 期刊類別 

Chen, F.C., Lin, M.C.（2003）。Effects of nursing 

literatures reading course on promot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two-year nursing program students.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1(2), 137-147.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SCI 

林明珍、陳芳巧（2003）。二技護生以概念圖

學習”護理報告撰寫”之態度與觀感。華醫學
報，18，129-137。 

華醫學報  

林明珍、黃秀雲、陳芳巧（2003）。護理系在

職專班學生學習概念圖之態度與成效。慈濟護
理，2(1)，42-52。 

慈濟護理  

林明珍、陳芳巧、郭春花、藺寶珍、鄭琇絨

（2004）。探討護理人員對能力進階 N3 個案報

告之知識、態度、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慈濟護
理，3(3)，60-69。 

慈濟護理  

研討會論文一覽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國家. 城市 

Chen, F. C. & Lin, M. C. * (2005, May). Effects of a 
nursing literature reading course on promot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two-year nursing program 
students. Poster presented at ICN 23rd Quadrennial 
Congress, Taipei, Taiwan, ROC. 

ICN 23rd Quadrennial 
Congress, Taipei, Taiwan, 
ROC. 

黃小芳、蔡家真、曾瑞玉、劉育岑、李惠雯、黃

淑芬、陳芳巧*（2008，5 月）‧護理人員在職進
修壓力與相關因素之探討‧海報發表於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主辦，「卓越護理: 運用實證研究結果於

臨床照護」‧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卓越護理: 運用實證研

究結果於臨床照護」，台

灣，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科技教學。 



黃雅萍、顧偵貞、王椿莞、盧姵亘、鄒惠如、鄭

瑋婷、黃家芸、洪秀青、陳芳巧*(2010，1 月)‧
某社區老人之休閒活動參與、生活滿意度及相關
因素之探討‧海報發表於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主

辦，「提升研究發表能力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提升研究發表能力研討

暨論文發表會，台灣，台

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吳雪薰、袁于雯、蘇文淇、潘宜均、簡均庭、盧

婕涵、黃鈺涵、陳芳巧* (2010，1 月)‧社區老人
的用藥知識與行為之探討‧海報發表於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主辦，「提升研究發表能力研討暨論文發

表會」‧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科技教學。 

「提升研究發表能力研討

暨論文發表會，台灣，台

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陳芳巧、蔡慧樺、藺寶珍 (2011，4 月)．社區老
人對跌倒的感受與因應．海報發表於社團法人台

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主辦，第九屆長期照護學術

研討會．台北：署立台北醫院中興院區。 

第九屆長期照護學術研討

會，台灣，台北，署立台北

醫院中興院區。 

李葦茱、陳芳巧 (2012，4 月)．協助一位老年血
液透析患者遵從治療的護理經驗．海報發表於中

華醫事科技大學與中正大學主辦．第七屆國際健

康資訊管理研討會．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第七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

研討會，台灣，台南，中

華醫事科技大學。 

Chen, F.C., Lin, M.C., Yang, H.L., Chang, C.N., & 
Hwang, S.Y. (2014, September). The effect of using 
concept map on promoting clinical nurses’ 
fulfillment of nursing process in patient care. Poster 
presented at APNRC 2014, Taipei, Taiwan, ROC.  

APNRC 2014, Taipei, 
Taiwan, ROC.  

 

黃秀雲、陳芳巧 (2017，三月) ‧探討建構核心素

養思維架構圖於護理倫理與法規之教學成效‧海

報發表於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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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會‧台南：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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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 

黃秀雲、陳芳巧 (2017，三月) ‧老人生命世界及

其意義‧海報發表於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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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會‧台南：中華

醫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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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 

He,T.H., & Chen,F.C. (2018, January ). Explore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nursing faculty related to 
moral courage in Taiwan. Poster presented at 21st 
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lars & 11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Seoul, Korea. 

「21st 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lars & 11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首爾，韓國 



Huang,H.T., Bai, Y.L., Chen, F.C., Wu, T.T., & 
Huang, Y.T. (2020, September). Exploring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using an interactive responses 
system: Kahoot in teaching medical and surgical 
nursing. Poster presented at 2020 Taiwan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ROC. 

2020 Taiwan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Endorsed by ICN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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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21 106 學年度優良教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