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所屬教研會
教研會

學群代表

(林口)

教研會

學群代表

(嘉義)

學制 科目
課程負責人

(林口)

課程負責人

(嘉義)

婦女健康與醫療 吳淑美 鄭靜瑜

產後護理機構健康照護與實務 莊麗蘭 陳美滿

友善生產(104新增) 吳淑美 陳美滿

產科照護實習(模) 孫瑞瓊 陳美滿

產科護理學暨實驗 莊麗蘭 鄭靜瑜

治療性遊戲 楊寶圜 梁蕙芳

婦女健康 吳淑美 鄭靜瑜

產科護理學實習 施妙芳 鄭靜瑜

治療性遊戲 楊寶圜 梁蕙芳

家庭經營與管理 簡乃卉 陳清惠

家庭婦幼健康照護(104新增) 孫瑞瓊 梁蕙芳

兒童心智疾病與護理(104新增) 趙國玉 曾資蓉

兒童友善醫療(104新增) 楊寶圜 曾資蓉

兒童青少年健康議題(104新增) 吳美玲 梁蕙芳

兒科照護實習(模) 趙國玉 曾資蓉

人類發展學 楊寶圜 曾資蓉

人類發展學實驗 曾資蓉

兒科護理學 吳佳玲 梁蕙芳

兒科護理實習 趙國玉 梁蕙芳

產後護理機構健康照護與實務 莊麗蘭 陳美滿

家庭經營與管理 簡乃卉 陳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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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管理 廖珮君 黃靜鳳

性別身體與醫療 陳麗華 洪瑞鎂

性議題與護理專業應用 陳麗華 洪瑞鎂

司法護理學概論 陸振芳 謝秀婉

護病溝通 李惠玲 許翠華

護理與人文 廖珮君 洪瑞鎂

性別探索 劉杏元 洪瑞鎂

臨床司法醫療之護理議題研討 陸振芳 陳敏麗

團體設計與實務(104新增) 呂雀芬 黃靜鳳

個案管理(104新增) 熊曉芳 潘美玉

愛情心理學(107新增)

精神照護實習(模) 呂雀芬 洪瑞鎂

精神科護理學 陳妙絹 黃靜鳳

精神科護理實習 董靜娟 黃靜鳳

精神專業議題研討 陳妙娟 黃靜鳳

壓力管理 廖珮君 洪瑞鎂

性別探索 劉杏元 洪瑞鎂

護理與人文療癒
廖珮君

呂雀芬
黃靜鳳

司法護理學概論 陸振芳 陳敏麗

性別身體與醫療
徐瑩媺

陳麗華
洪瑞鎂

愛情心理學(107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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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度教研會課程負責人一覽表(嘉義&林口護理系)

小計

四技

小計

精神科教研會 廖珮君 黃靜鳳

二技

四技

產、兒科教研會 吳美玲 梁蕙芳

二技

四技

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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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理與應用 李惠玲 洪瑞鎂
健康促進 謝佩玲 黃淑倫

統合護理(二) (104新增) 孫瑞瓊
鄧志娟(日間)

梁蕙芳(進修)

社區健康營造 (104新增) 林麗美 潘美玉
職業衛生護理學 (105新增) 許翠華
社區照護實習(模) 林麗美 潘美玉
社區衛生護理學 施嘉惠 許翠華
社區衛生護理實習 林麗美 許翠華
教學原理 洪瑞鎂
健康促進 謝佩玲 黃淑倫

環境與健康 王亞妮 黃淑倫
健康消費 許翠華
學校衛生護理學 施嘉惠 陳敏麗
職業衛生護理學(105新增) 許翠華

瑜珈與健康(107新增)

高齡照護 林秀純 謝秀婉
復健護理 王玉女 張    文
長期照護產業實務 (104入學改科目名稱) 吳麗瑜 劉瓊玫

安寧緩和護理 簡淑惠 蔡淑玲

生死學 王玉真 陳清惠
芳香輔助療法暨實作 (104入學改科目名稱) 羅高文 潘美玉
中醫學概論 林麗美 謝靜秀
中醫護理學 林麗美 謝靜秀
中藥與藥膳學 林麗美 謝靜秀
針灸與傷科護理學 林麗美 謝靜秀
靈性與護理(104新增) 蕭雅竹 陳清惠
長期照護實習(模) 熊曉芳 郭雅雯(新聘)
社區精神健康與復原 廖珮君

生死學 王玉真 陳清惠
老人護理學 王琤 謝秀婉
長期照護 熊曉芳 郭雅雯(新聘)
安寧緩和護理 簡淑慧 蔡淑玲
靈性與健康 蕭雅竹 陳清惠
中醫護理學 林麗美 謝靜秀
中藥與藥膳學 林麗美 謝靜秀
芳香輔助療法暨實作 (104入學改科目名稱) 羅高文 潘美玉

復健護理 王玉女 張    文

綜合護理 (II) (105學年新增) 徐瑩媺 洪瑞鎂

38
護理學實習(Ⅰ)   (進修部) 劉瓊玫
護理學實習(Ⅱ)(進修部) 蘇清菁(新聘)
臨床選習 劉秀珍

個案報告寫作 施春合 郭雅雯(新聘)

統合護理(一) 施春合
陳清惠(日間)

劉瓊玫(進修)

手術室護理暨實作 燕翔 許翠華
症狀護理 蔡明芬 洪嫦巧

傷口護理 王瑜欣 洪嫦巧

個案統合護理臨床推論應用暨實驗 劉秀珍

內外照護實習(模) 陳清惠
臨床護理實務實習【臨床實作組】
臨床實作選習(Ⅰ)【臨床實作組】
臨床實作選習(Ⅱ)【臨床實作組】
護理實務應用(105學年新增) 蔡麗紅 蔡淑玲
身體檢查與健康評估暨實驗(105入學改名) 王瑜欣 蘇清菁(新聘)
內外科護理學暨實驗 林淑君 洪嫦巧
內外科護理實習(Ⅰ) 劉棻 洪嫦巧
內外科護理實習(Ⅱ) 劉棻 洪嫦巧
個案報告寫作 施春合 郭雅雯(新聘)
臨床選習 蔡淑玲
手術室護理學 燕翔 許翠華
專業問題研討

傷口護理 王瑜欣 洪嫦巧
個案統合護理臨床推論應用暨實驗 劉秀珍
綜合護理(Ⅰ)  (105學年新增) 盧瑞華 劉淑如

25小計

小計

內外科教研會 劉棻 陳清惠

二技

四技

長照、公衛教研會 熊曉芳 潘美玉

二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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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護理及應用 蔡青青 劉秀珍

重症醫學與護理 陳秀芳 劉秀珍

重症醫學與護理(日二技-模組選修) 陳秀芳 劉秀珍

急症護理及應用 李惠玲 張    文

急症醫學與護理 李惠玲
林春只(日間)

張    文(進修)

重症之心電圖監測與復甦

【嘉義開設-微型課程】
劉秀珍

臨床檢驗判讀 邱小鳳 陳梨文

國際護理 韓晶彥 洪瑞鎂

臨床醫學術語解析 李香君 姜如珊

醫護英文文獻選讀 蔡明芬 蘇清菁(新聘)

病歷閱讀 蔡素珍 郭雅雯(新聘)

急重症整合照護(104新增) 邱小鳳 劉秀珍

重症照護實習(模) 蔡明芬 劉秀珍

急症照護實習(模) 張文 林春只

臨床檢驗判讀 邱小鳳 郭星君

重症護理及應用 蔡青青 劉秀珍

急症護理及應用 李惠玲 林春只

病歷閱讀 蔡素珍 郭雅雯(新聘)

國際護理 韓晶彥 洪瑞鎂

重症醫學與護理(105新增) 陳秀芳 劉秀珍

急症醫學與護理 林春只

災難護理概論【嘉義開設-微型課程】 劉淑如

臨床醫學術語解析 已刪除課程 已刪除課程

醫護英文文獻選讀 蔡明芬 蘇清菁(新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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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產學專班) 于桂蘭 謝靜秀

護理倫理法規之應用(105新增) 曾明晰 陳清惠

研究概論(產學專班) 曾資蓉

實證護理 謝素英 許翠華

健康照護專題研討 劉芹芳 高月梅

生物統計學 陳素惠 張家豪

護理生涯大數據【嘉義開設-微型課程】 張家豪

專業美學 楊晴惠 張玫萍

護理專題創新實作
蒋怡倩(日)

孫瑞瓊(進修)
郭星君

護理創新實品製作(107新增)

醫護管理學 劉芹芳 劉淑如

多媒體設計整合應用 林序斌 黃椿昇

護理品質與病人安全(104新增) 劉芹芳 洪嫦巧

創意數位媒體實務 林序斌 黃椿昇

網頁動畫設計 黃椿昇

科技與健康 林嘉玲

護理專業導論 陳迺葒 姜如珊

基本護理學暨實驗(一)  (105入學改科目名稱) 謝瑩滿 高月梅

基本護理學暨實驗(二)  (105入學改科目名稱) 王麗香 高月梅

基本護理學實習 陳亭儒 高月梅

專業倫理 已刪除課程 已刪除課程

護理倫理法規之應用(105新增) 曾明晰 陳清惠

護理研究概論 謝素英 曾資蓉

護理品質與病人安全 劉芹芳 洪嫦巧

實證護理 謝素英 許翠華

專業問題研討

健康照護簡報製作與表達(107新增) 蕭雅竹

護理行政管理學 謝瑩滿 劉淑如

護理資訊概論 劉秀珍

護理專題創新實作 蔣宜倩 郭星君

護理專題製作 張麗春 張家豪

曾瑛容

四技

小計

基護教研會 王玉真 姜如珊

二技

資訊科技與護理(104新增)

急重症教研會 邱小鳳 劉秀珍

二技

四技

王毅新(日間)

趙學忻(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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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計整合應用 林序斌 黃椿昇

護理資訊管理及應用 曾瑛容

關懷與溝通 王琤

創意數位媒體實務 林序斌 黃椿昇

生物統計學 陳素惠 黃淑倫

36

臨床病理學 黃子豪 周姜廷

生物化學 廖文昌

醫學議題探索(105學年更名) 劉倩君 陳梨文

疾病營養學 蕭千佑 高淑真

養生保健飲食概論
許青雲(日間)

蕭千佑(進修)
高淑真

醫護蒐證與鑑識科學實作 (107新增)

世界飲食與健康 (107新增) 洪瑞鎂

解剖生理學暨實驗(一) 鄧志娟

解剖生理學暨實驗(二) 鄧志娟

生物學 高淑真

生物化學暨實驗 廖文昌

膳食療養學 劉秀英 高淑真

營養學 (105入學科目表改選修) 吳淑如 高淑真

藥理學 李江文

微生物免疫學暨實驗 陳梨文

臨床病理學 黃子豪 周姜廷

基礎醫學總論I 周姜廷

基礎醫學總論II 李江文

養生保健飲食概論
許青雲

陳雅琳
高淑真

醫學議題探索(105學年更名) 劉倩君 郭星君

世界飲食與健康 (107新增) 洪瑞鎂

21小計

四技

小計

基醫教研會 陳瑩玲 鄧志娟

二技

四技

基護教研會 王玉真 姜如珊

備註：

107學年林口校區護理系張文老師調任嘉義校區一學年。

107學年新聘兩位專任教師(郭雅雯&蘇清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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