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基本資料           

身份證號碼                            
簽    名：                  

身份證號碼 

                              填表日期：

期：期：期：期：： 

2020  / 8 / 17    

中 文 姓 名 李慧貞 英 文 姓 名 
Lee  Hui Chen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聯 絡 地 址 □□□□□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號 

聯 絡 電 話 (公).02-28227101（3154）  

傳 真 號 碼  E-MAIL huichenl@ntunhs.edu.tw 

二、 主要學歷 請填學士級以上之學歷或其他最高學歷均可，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國防醫學院 台灣 護理研究所社區護理組 碩士 1996 / 9 至 1998 / 6  

        陽明大學 台灣 護理研究所博士 肄業  2004 /9  至 2011 / 3  

        /   至    /   

        /   至    /   

三、 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前追

溯。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現職：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學系 助理教授  2020 /  2 ----- 

    

經歷： 三軍總醫院      神經內科病房 護士 1986 / 7  至 1988 / 6  

       台北榮民總醫院      新陳代謝科   護士 1993 / 7  至 1996 / 5  

       台北護理院 護理學系   助教 1998 / 8  至 2000/ 8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學系   講師 2000/  8 至 2020 / 2 

    

四、專長 請自行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名稱。 

1. 社區護理 2. 關懷與溝通 3. 護理導論 4. 健康促進 

                            

五、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謝佳容、李慧貞、潘愷(2017) •性別主流化課程訓練對護理系學生性別刻板印象與角色態度影響效

果之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0(4)，359-384。 

李慧貞、張淑芳、吳維紋、陳惠美、李坤黛、林佑蓉、陳美玲、林季宜(2017) •護理系高中背景學



生入學後學習經驗之探求－以北市某技職大學為例•學校衛生護理雜誌，25，5-23。 

李慧貞、林佩玲、林佑蓉、林明慧、劉桂芬、林芸卉、張淑芳（2015）•運用學習照護創意教學於

社區精神護理總論之課程•整合型課程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1-43。 

Lee,H.C.,Jane Lu Z.Y.,Yeh, M.L.,Allan,H.,Chang S.F. (2014). Early Intervention Screening involves 

More Than “Simple” Scree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care , Insurance and Equity, 2(1), 1-8..  

Lee, H. C., Chang, S. F., Hsieh, C. J., Lin, H. P., Ling, C. H., Cheng, H. S., Chen, M. Y. (2014). 

Compilation of dementia prevention manual for elderly. Taiwan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台灣老年醫學暨老年學雜誌), 9(2), 26-26(2).  

梁淑媛 、蔡秀鸞 、莊宇慧、 吳淑芳、 童恆新、 王采芷、 李慧貞（2013）•淺談自我效能信念

及測量工具• 馬偕護理雜誌，7（2），7-12。 

李慧貞、李坤黛、盧玉瀛、陳惠美、葉櫻媛、陳孝範、邱秀渝（2012）•護理系新生求學經驗調查

研究: 以某護理健康大學為例•護理教育與實證研究全文論文集，1，24-34。 

研討會論文 

  李慧貞、林季宜、徐淑貞、黃秀麗、陳明宜、郭淑宜、吳琴郁、齊于箴(2019 年 9 月 28 日)客觀性結

構式臨床測驗(OSCE)應用於社區衛生護理學之成效初探，台灣醫事聯合臨床技能發展學會，「2019年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海報發表. 

    李慧貞、林佑蓉、王惠嬋、吳昭蓉、林步芳、吳俊良(2019 年 9 月 6 日) 健康促進方案在社區糖尿

病個案之應用及成效，108 年第八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研討會海報發表. 

Lee,H.C.,Huang,T.T.,Lin,Y.J.,&Chang,S.F. (2019.07.25-07.29)An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of the 

Community-Based Program for People With Diabetes Mellitus. Sigma’s 30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search 

Congress.Poster presentation. 

李慧貞、張淑芳、林佑蓉、陳美玲、胡淑華、王惠嬋( 2018年 6月 1日)社區糖尿病長者健康

促進夏令營介入之成效評估 ，2018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海報發表 

謝佳容、李慧貞、潘愷 (2018 年 3 月 4 日) 校園心靈完勝學~談校園性別主流化與心理健康的行

動方案，從邊緣到主流－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實務研討會海報發表.  

Lee,H.C.,Chang,S.F.,Chang,C.F.,Lee,H.L.,&Lin,C.Y. (2018.01.30-02.01)Effects of exercise and diet 

program in elderly people with diabetes mellit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s, 

and Tourism 2018.Poster presentation 

李慧貞、容笑英、黃婷婷、張淑芳、林佑蓉、胡淑華、呂淑汝(2017 年 9 月 29 日) 飲食健康促進

方案介入對社區糖尿個案飲食控制之成效探討，106 年第六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研討會海報發

表.  

李慧貞、吳桂花、李惠蘭、林季宜、徐淑貞、黃秀麗、張淑芳(2017 年 7 月 3 日) 社區衛生護理學

實作教學案例發展:家庭訪視，第八屆護理實務與教育共構學術論文研討會海報發表.  

Lee,H.C.,Huang,T.T.,Lin,Y.J.,Chang,S.F.,&Lin,P.L.(2017.05.27-06.01)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ty-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eople with diabetes mellitus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Congress - Barcelona 2017.Poster presentation 

Lee,H.C., Kuo,L.C., Chang,S.F., Hong,Q.Z., Lin,P.J., Chung,P.C., Chung,H.H., Jiang,Y.X., Wang,H.Y., 

Hung,C.W.,& Lin,Y.J.(2017.05.5-6)‧The community health assessment and diagnosis in Jianmin village.The 

9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17“Global Health Issues & Wound Care”(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chung, Taiwan).Poster presentation 

李慧貞、吳桂花(2016 年 11 月 7 日) 運用『課』製化創新教學於文化與健康行為課程之成效，護



理教師教學實務成果研討會口頭發表.  

Lee,H.C.,Lin,P.L.,Huang,T.T.,Lin,Y.J.,Rong,S.Y.,Chen,J.F.,Lyu,S.R.,Lee,H.L.,Hsu,S.C.,&Chang,S.F. 

(2016.6.22-24)Effective assessment of community diabetes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 

intervention.Optimizing Healthcare Quality: Teamwork i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conference. 

Poster presentation 

李慧貞(2016 年 7 月 4 日) 運用多媒體影像教學於社區衛生護理學─高齡友善社區健康評估實務，

第七屆護理實務與教育共構學術論文研討會，海報發表.  

李慧貞(2016 年 7 月 4 日) 模擬情境教學應用於社區衛生護理實習之前驅性測試-第七屆護理實務

與教育共構學術論文研討會，海報發表.  

李慧貞(2015 年 7 月 3 日) •創意輔導教學:以「情感教育」策略於班級之推動第六屆護理實務與教

育共構學術論文研討會，海報發表.  

Lee, H. C., Chang, S. F., Hsieh, C. J., Lin, H. P., Ling, C. H., Cheng, H. S., &  Chen, M. Y. 

(2014.6.6-8). Compilation of dementia prevention manual for elderly. 2014 Asia Pacific Geriatric 

Conference.Poster presentation.  

李慧貞、黃婷婷、林季宜、林佩玲、陳美玲、張淑芳(2014 年 4 月 23 日)•運用「案例討論」創意

教學於文化與健康行為課程之成效評估，2014 服務創新國際研討會，口頭發表。 

李慧貞、張淑芳、林佩玲(2013 年 11 月 29 日)•多媒體擬真影像教學於社區護理學之運用，創新教

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報發表。 

專書 

   李慧貞、吳桂花、黃秀麗、徐淑貞、林季宜(2019)．社區衛生護理學 OSCE手冊．台北：華杏。 

研究計畫 

運用合作學習於社區衛生護理學與實作課程之成效 專案案號(PMN1080133)會計代碼(108EA04-12) 

2019/8/1~2020/07/31 計畫主持人 

 

社區糖尿病健康促進計畫：『我們與糖的距離』成效評估報告 產學合作計劃案(108C02) 北投區健

康服務中心 2019/8/10~2019/10/31 計畫主持人 

 

社區糖尿病健康促進計畫：『控糖給力健康一夏』成效評估報告 產學合作計劃案(107D050) 北投區

健康服務中心 2018/8/10~2018/10/31 計畫主持人 

運用桌遊創意教學提升學生同理心之能力—以關懷與溝通課程為例 -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NUR- 

1061-B-08)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7.10.1~2018.1.31計畫主持人(李慧貞、張淑芳) 

 

社區糖尿病健康夏令營-打造金‘藥食’控糖我最行成效評估報告 產學合作計劃案

(DN-GC-106-010)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2017/7/17~2017/10/31 計畫主持人 

 



從 A到 A+ ，社區實作精進方案 (整合型計畫 )-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NUR-1051-B-02) 國立台北

護理健康大學 2016.10.01~2017.07.31協同主持人(徐淑貞、吳桂花、李慧貞、李惠蘭、林季宜、黃

秀麗、張淑芳) 

 

    社區糖尿病友支持團體健康促進計畫：血糖健康實作營成效評估報告 產學合作計劃案

(DN-GC-105-014)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2016/8/24~2016/10/31 計畫主持人 
 

   性別主流化訓練對護理系學生性別刻板印象與角色態度影響效果之研究(104ntunhs-CR-00-02) 國

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務發展計畫類 2016.01.01~2016.12.31 共同主持人(謝佳容、李慧貞、潘愷) 經費

82,484)  

    社區衛生護理學/身體評估於社區護理實作 OSCE 考題之發展-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

(NUR-1042-B-03)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6.03.30~2016.07.30協同主持人(黃秀麗、李慧貞、李

惠蘭、吳桂花、林季宜、徐淑貞、張淑芳) 

   「社區老人心智功能評估」實作教材與 OSCE案例之發展-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NUR-1042-B-04) 國

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6.04.01~2016.07.31協同主持人(徐淑貞、吳桂花、李慧貞、李惠蘭、林季

宜、黃秀麗、張淑芳) 

   發展「社區健康評估」實作課程-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NUR-1042-B-10)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6.04.11~2016.07.30協同主持人(吳桂花、李慧貞、李惠蘭、林季宜、徐淑貞、黃秀麗、張淑芳) 

    發展「日常生活暨工具性日常活動能力」評估實作課程之教學案例-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

(NUR-1042-B-14)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6.07.01~2016.12.31協同主持人(李惠蘭、吳桂花、李

慧貞、林季宜、徐淑貞、黃秀麗、張淑芳) 

    社區衛生護理學實作教學案例發展:「家庭訪視」-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NUR-1042-B-15) 國立台

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6.03.30~2016.09.01計畫主持人 

   以研究概論課程提升學生實證護理能力之教學設計-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NUR-1041-B-08) 國立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5.09.30~2016.01.31 協同主持人(張淑芳、李慧貞、李惠蘭) 

運用多媒體影像教學於社區衛生護理學─高齡友善社區健康評估實務-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

(NUR-1041-B-03)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5.10.07~2016.04.01 計畫主持人 

104年度社區糖尿病友支持團體健康促進計畫：幸福家族同心體驗成效評估報告產學合作計劃案

(DN-GC-104-021)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2015/7/23~2015/10/31 計畫主持人 

模擬情境教學應用於社區衛生護理實習之前驅性測試-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NUR-1032-B-06)國立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5/4/1~2015/12/31計畫主持人 

「研究概論」課程評值指標之建立與評量-教學創新與教材製作(NUR-1032-B-14)國立台北護理健

康大學 2015/4/30~2015/6/30協同主持人(張淑芳、李慧貞、吳桂花、楊瑞珍、徐淑貞、林季宜、黃

秀麗) 

 

 



七、專業證照與特殊專業技能表 

證照或特殊專業技能名

稱 

發照／受訓單位 發照/受訓時間 備註 

社區衛生護理師 台灣護理學會 102.01  

    

    

    

    

    

    

    

備註：特殊專業技能除護理師、NP 證照以外，泛指其他與護理專業相關的特殊訓練或技能，如：

急重症、ACLS、個管師、關懷師等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