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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教師基本資料表 

姓名 詹淑雅 

照 片 
E-mail y17168@ms57.hinet.net 

連絡電話 06-2674567 轉 521 

職稱 助理教授 

專長與研究領域：老人護理、老人健康促進研究、成人護理、燒傷病人研究、

腫瘤病人研究、輔助與替代療法、護理學生研究 

 

學經歷一覽 

學歷 

1.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 護理研究所博士班 101 年 9 月至

107 年 1 月 
2.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 護理研究所碩士班(成人護理組) 93

年 9 月至 97 年 1 月 
3.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畢業 二年制護理系 89 年 9 月至 92

年 6 月 
4. 輔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畢業 護理助產科（五專） 73

年 9 月至 78 年 6 月 

經歷 

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專任助理教授 107 年 8 月 1
日迄今 

2.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專任助理教授 107 年 2
月 1 日至 107 年 8 月 1 日 

3.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護理學系(所) 教學助理 106 年 3
月至 106 年 6 月 

4. 義守大學護理系兼任講師 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1
月 31 日 

5.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專任講師 99 年 8 月 1 日

至 101 年 7 月 31 日 
6.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專任講師 97 年 8 月 1 日

至 99 年 7 月 31 日 
7.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專任講師 99 年 8 月 1 日

至 101 年 7 月 31 日 
8. 國立台南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護理師(N4) 

80 年 6 月 1 日至 94 年 8 月 31 日 
9. 台南市立醫院護理部護士 78 年 7 月 17 日至 80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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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一覽 

論文名稱 刊物名稱 期刊類別 

Effects of an active music therapy on 
functional fitness of community older adult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SSCI 
SCI 

Self-perceived health status and sleep 
quality of older adults living in community 
after elastic band exercises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SSCI 
SCI 

Health promotion outcomes of a newly-
developed elastic band exercise program for 
older adults in community: A pilot-testing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SSCI 
SCI 

以轉換型領導營造正向病人安全文化，

促進病人安全 
長庚護理雜誌 其他 

能量場紊亂之概念分析 高雄護理雜誌 其他 

身體心像紊亂之概念分析 新台北護理期刊 其他 

一位口腔癌病人之護理-身體心像護理模

式之應用 
長庚護理雜誌 其他 

一位顏面燒傷婦女住院期間之身體心像

改變及因應行為 
護理雜誌 其他 

研討會論文一覽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國家. 城市 

Exploring self-perceived health status, mood 
states, sleep quality, and factors related to sleep 
quality in older adults living in community 

the 2020 Taiwan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Endorsed 
by ICN of the 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 Taipei City, 
Taiwan, ROC 

Effects of an active music therapy on functional 
fitness of community older adults 

the ICN Congress 2019, 
Marina Bay Sands, Singapore 

Effects of an active music therapy program on 
sleep quality of community older adults 

the 34th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 
Kaohsiung City, Taiwan, ROC 

Effects of music therapy on self-perceived health 
status, and mood states of older adults living in 
community 

the 2th Asia-Pacific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 
Taipei City, Taiwan, ROC. 



3 
 

Self-perceived health status and sleep quality of 
community older adults after elastic band 
exercises 

the 2th Asian Congress in 
Nursing Education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Nursing Education, Tainan 
City, Taiwan, ROC 

Pilot-testing the health promotion effects of a 
newly-developed elastic band exercise program 
for seniors in the community care stations 

the 8th International Nurse 
Pactitioner/Advanced Practice 
Nursing Network Conference 
of the ICN/APNN 2014, 
Helsinki City, Finl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cupressure in the quality of 
sleep of the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The Application of 
Rogers’ Theory. 

the 25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search Congress of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of Nursing, Hong 
Kong City, China. 

身體心像紊亂之概念分析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1
年度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

計劃：「提升護理科教師專

業知能」/台灣/高雄 

穴位指壓對接受化學治療的頭頸癌病人的疲

憊與能量之成效 

第 26 次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

暨兩岸護理學術交流/台灣/台
中 

穴位指壓對接受化學治療的頭頸癌病人的感

知能量和經絡能量之成效 

第 25 次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

暨兩岸護理學術交流/台灣/高
雄 

The effectiveness of acupressure in the energy of 
the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the 24th Quadr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Congress, 
Durban, South Africa 

The Effectiveness of acupressure in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energy of the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The application 
of rogers’ theory 

the 20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search Congress of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of Nursing, Taipei 
City, Taiwan, R.O.C 

穴位指壓對接受化學治療的頭頸癌病人的睡

眠品質與能量之成效 
2008 年海峽兩岸護理學術交

流會/中國大陸/南京 

穴位指壓對接受化學治療的頭頸癌病人的睡

眠品質與能量之成效 

第 24 次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

暨兩岸護理學術交流/台灣/台
北 

穴位指壓對接受化學治療的頭頸癌病人的睡

眠品質、疲憊與能量之成效：Rogers 護理理

論之應用 

台灣腫瘤護理學會研究論文

發表會/台灣/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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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ffectiveness of acupressure in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energy of the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The application 
of rogers’ theory 

the 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itional 
Nursing, Toyama, Japan 

穴位指壓對接受化學治療的頭頸癌病人的睡

眠品質、疲憊與能量之成效：Rogers 護理理

論之應用(proposal 口頭發表) 

2007 年中華民國腫瘤護理學

會研究論文發表會/台灣/桃園

一位口腔癌病人之護理-身體心像護理模式之

應用 
2007 年中華民國腫瘤護理學

會研究論文發表會/台灣/桃園

The altered body image and coping behaviors of 
a hospitalized woman with facial burn 

the 23th Quadr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Congress, 
Taipei City, Taiwan, ROC 

一位顏面燒傷婦女住院期間之身體心像改變

及因應行為 
中華民國燒傷學會第三次學

術研討會/台灣/台北 

燒傷婦女住院壓力因應之護理過程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第 14 次研

究論文發表會/台灣/台南 

榮譽獎項 

日期 事件細節 頒獎機構 作者順序 

2020/8/15 
108 年度第五屆優秀新科博士學

術獎之佳作獎 

國際護理榮譽

學會中華民國

分會 
第一作者 

109 年度 
109 年度台灣護理學會研究計畫

補助 
台灣護理學會 第一作者 

2015/1/24 
105 年度台灣護理學會研究計畫

補助 
台灣護理學會 第一作者 

2015/1/24 103 年度台灣護理學會獎學金 台灣護理學會 第一作者 

101.4.16 
獲邀於高雄市美濃區公所講授

各種疾病預防及處理課程，榮

獲高雄市美濃區公所感謝狀 

高雄市美濃區

公所 
第一作者 

99 年 

指導高美醫專護理科三年一班

黃郁庭學生參加 99(1)學期校內

舉辦的讀書心得及小論文比賽

榮獲第一名 

高美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第一作者 

95 年度 
95 年度中華民國腫瘤護理學會

研究計劃補助獎勵 
中華民國腫瘤

護理學會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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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 6 月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二年制護理

系高雄專班畢業班全班第一名

畢業 

國立台北護理

學院 
第一作者 

91 學年度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立台北護

理學院二年制護理系高雄專班

勤學書卷獎 

國立台北護理

學院 
第一作者 

91 年度 
台灣護理學會 91 年度會員進修

獎學金(大學) 
台灣護理學會 第一作者 

89 學年度 
台灣省護理師護士公會 89 學年

度在職進修成績優秀獎學金(大
學、二技) 

台灣省護理師

護士公會 
第一作者 

88 
88 學年度上學期現代社會與婦

女權益科成績優良名列台南學

習指導中心第一名 

空中大學台南

學習指導中心 
第一作者 

88.1.11 
87 學年度下學期長期照護科成

績優良名列台南學習指導中心

第一名 

空中大學台南

學習指導中心 
第一作者 

87 年 
87 年度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績優護理人員獎 
台南市護理師

護士公會 
第一作者 

84 年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

「綜合臨床護理學實習(二)」臨

床實習課程之教學指導感謝狀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護理系 
第一作者 

83 年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

「綜合臨床護理學實習(一)」臨

床實習課程之教學指導感謝狀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護理系 
第一作者 

研究計劃案 

計畫名稱 起迄時間 

護生臨床實習壓力、因應行為、自我效能與學業復原力

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15 日 

加賀谷式音樂療法對社區老人的自覺健康狀態、睡眠

品質、情緒狀態與及功能性體適能之成效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15 日 

穴位指壓對接受化學治療的頭頸癌病人的睡眠品質、

疲憊與能量之成效：Rogers 護理理論之應用 
96 年 1 月 1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 

1. TMIE「創新創業個案教學」乙級證照(2020.09.30 發證) 

2.榮獲國際護理榮譽學會中華民國分會邀請於 2020 年 08 月 15 日至國立陽明

大學護理學院護理館演講「學術研究歷程與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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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榮獲個案種子師資認證合格證書：專業級；證書編號：光華證字 2019B008 
(2019.08.01 發證) 

4.108 學年度畢業班--四護四 B(導生班)參加 109 年第 2 次護理師專技高考考

取率 8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