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2019 / 08 /21  

中 文 姓 名  林 季 宜 英文姓名 
Lin Ch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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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別 □男  女   

聯絡地址 
11219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S305 研究室 

聯絡電話 (公) 28227101-3128        (宅 /手機) 

傳真號碼 
 

E-mail 
chiyi@ntunhs.edu.tw 

二、主要學歷 由最高學歷依次填寫，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護理研究所 碩士畢業 自 1995 / 09  至 1997 / 06   

國立成功大學 中華民國 護理系 學士畢業 自 1989 / 09  至 1993 / 06   

    自     /     至     /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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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機構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現職：國立臺北護理
健康大學 

護理系 講師 
自 2000 /08  至     /   

經歷：國立台北護理
學院 

護理系 助教 
自 1998 /08  至 2000 / 07 

元培醫專 護理科 講師 
自 1997 /08  至 1998 / 07  

台大醫院 護理部 護士 
自 1993 / 09  至 1995 / 01   

   
自     /     至     /      

   
自     /     至     /      

四、專長 請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術專長名稱。 

1. 社區衛生護理(老人
照護、幼兒照護) 

2. 護理教育 3.  4. 

 

 五、著作目錄： 

（一） 請詳列個人申請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

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並請依各類著作之重要性自行排列先後順序。 

（二） 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務必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



次序，通訊作者請加註*。）、出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起迄

頁數之順序填寫，被接受刊登尚未正式出版者請附被接受函。  

（三） 若期刊是屬國內或國際期刊資料庫(如 SCI、EI、SSCI、A&HCI、Scopus、TSSCI、

THCI Core…等)所收錄者，請於該著作書目後註明資料庫名稱；若著作係經由國科

會補助之研究計畫所產生，請於最後填入相關之國科會計畫編號。 

 

 

林文絹、簡翠薇、林季宜、陳妙言、劉桂芬、林英、黃慧芬（2019）•基本護理學-OSCE

技術篇(二版)•台北市：華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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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華杏。 

曾詩瑤、顏閩嘉、林季宜（2018，7月）‧應用賦能介入措施於使用預混型胰島素之糖尿

病人血糖改善成效‧海報發表於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2018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台北市：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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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3。 

曾詩瑤、顏閩嘉、周雅婷、蔡宜貞、林季宜（2016，7月）‧運用STENO糖尿病對話卡於

第二型糖尿病病人照護成效‧於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主辦，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105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TICC)。 

蔣姿儀、張素芳、林季宜（2015，4月）‧中部地區教保服務人員視覺藝術教學實務之研

究‧於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幼兒教育系主辦，「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海峽

兩岸幼兒教育實踐學術研討會‧台中市：亞洲大學國際會議廳A101。 

林文絹、簡翠薇、林季宜、陳妙言、劉桂芬、林慧珍、林英（2016）‧基本護理學-OSCE

技術篇‧台北市：華杏。 

林慧珍、林季宜、簡翠薇、劉桂芬、陳妙言、林文絹（2013）選擇方法、等待成長—基

本護理學實習教師之教學經驗護理雜誌，60(1)，38-47。 

林慧珍、林季宜、簡翠薇、劉桂芬、陳妙言、林文絹（2012）講究方法、等待成長－基

本護理學實習教師之輔導經驗 護理教育與實證研究全文論文集，1，1-11。 

簡翠薇、劉桂芬、林慧珍、林文絹、林季宜、陳妙言（2012）從門外漢到新手護生的學

習經驗 護理教育與實證研究全文論文集，1，12-23。 

101 年 5 月 4 日參加「兩岸三地健康照護情境模擬教學成果發表會」口頭發表題目『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nursing objective clinical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ssessment 

examination (OSCE) field』，發表證明字號：輔護院研字第 10140105 號。 

蔣姿儀、王薇茹、林季宜（2011）‧臺中地區學齡臺中地區學齡前幼兒父母共親職之探

討‧幼兒教育年刊，22，12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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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瑋娟、蔣姿儀、林季宜（2010）‧弱勢與非弱勢家庭學齡前幼兒的父親背景及其父職參

與之研究‧幼兒教育年刊，21，195-222。 

蔣姿儀、林季宜（2009）‧東南亞新移民的子女在幼稚園社會行為發展探析‧幼兒教育

年刊，20，97-124。 

黃惠璣、吳森琪、蘇秀娟、林季宜、馬霏菲（2008）‧機構住民使用身體約束之芻議‧

台灣老人保健學刊，4（1），23-38。 

黃惠璣、林季宜、王寶英（2007）‧老人或失智老人跌倒危險因子之初探‧台灣老人保

健學刊，3（1），1-13。 

林季宜等（2004）‧健康齊步走、活力跟著我—台北縣永和市安和里社區健康評估‧國

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系學刊，1（1），23-29。 

李媚媚、林季宜、鍾聿琳（2002）‧萬華地區遊民的生活狀況與健康問題‧護理雜誌，

49（4），87-91。  

林壽惠、葉金川、陳麗華、吳淑芳、陳莉莉、林季宜等（2001）‧台北市老人利用健檢

服務情形、滿意度以及相關因素研究‧台北：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林季宜（1997）‧台北市某高職商科女生吸菸意向之研究—理性行動理論之應用‧未發

表的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六、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 

（一） 請將個人研發成果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分為 1.專利 2.技術移轉 3.著作

授權 

4.其他等類別，分別填入下列表中。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加印填寫。 

（二） 填寫順序請依專利期間起始日排列，或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之簽約日期排列。 

1.專利： 

請填入目前仍有效之專利。「類別」請填入代碼：(A)發明專利(B)新型專利(C)新式樣專利。 

類別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專利權人 
專利核准
日    期 

國科會計畫編號 

(B) 托腹帶 
中華民

國 

新 型 第

M371423 
林季宜等  98.6.10  

(C) 托腹帶 
中華民

國 

新式樣第

D136267 
林季宜等  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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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術移轉： 

技術名稱 專利名稱 授權單位 被授權單位 簽約日期 國科會計畫編號 

      

      

      

產生績效：(可另紙繕寫)  

3.著作授權「類別」分(1)語文著作(2)電腦程式著作(3)視聽著作(4)錄音著作(5)其他，請擇一代碼填入。 

著作名稱 類別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人 被授權人 國科會計畫編號 

      

      

產生績效：(可另紙繕寫) 

4.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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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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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