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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主任 顏文娟 

      各位愛護、支持中山護理的

同學及朋友 

新年快樂! 

今年的冬天特別冷，但連續

幾件喜訊吹走了寒意，沸騰

了中山護理師生的情緒，中

山護理系今年於大護盃學術

表現優異，本系參賽 16

件，獲獎 6件，口報個案組

獲得第一、三名，口報專案

組獲得第二名，海報發表三

件佳作，護理碩班也榮獲台

灣護理學會護理碩士班臨床

實習獎佳作，護理碩班、長

照碩職班學生也紛紛獲得台

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獎學

金；除了學術表現優異外，

在體育成績也是亮眼，大護

盃體育競賽，本系男女排球

皆分別獲得冠軍、季軍，男

籃殿軍，男子羽球分別獲得

季軍、殿軍，全系師生無不

開心喝采。 

本人自 103年 8月接

任護理系系主任至 106年 7

月已完成第一任期，回顧這

三年來，歷經教師退休、轉

職、離職，造成系上人力嚴

重短缺，再加上碩職班新成

立，老師們臨危授命，犧牲晚上及假日時

間，接下課程，使得長照課程得以順利上

線；再加上學校新政策推行，系所與校方

歷經許多磨合衝擊，感謝全系教師的信

任，與本人同心協力，化危機為轉機，穩

定系務的同時還能輔導學生積極參與科技

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並指導參加 APNRC

(亞太地區護理研究會議)海報發表，同

時，學生考照率也能維持在 90-94% 的水

準(本系每一屆共兩班，每一年應考人數約

108-110人)，本系每年的應考生人數是高教

體系其他學校的兩倍，能維持此高及格率，成

績確實亮眼。中山護理擁有 50年歷史，秉持

一貫傳統，一步一腳印，穩扎穩打，在中部地

區培育護理專業人才，中山護理校友遍地開

花，2017年 85級系友蕭欽誌榮獲國防部績優

護理人員獎、88級劉建宏榮獲北市績優護理

人員獎、88級謝士偉榮獲腦中風疾病防治基

金會優良護理人員獎、92級系友黃彥文更榮

獲科技部獎學金前往矽谷進行專業人才培訓；

本系教師也在學術及教育上有諸多表現，

2017年黃正宜老師榮獲學院優良教師獎、徐

明儀老師前往印度參加國際義診，並榮獲

2017年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優良護理人員

獎，邱怡玟老師獲得海峽兩岸長照國際研討會

優良海報獎，本人亦獲得 APNRC優良海報獎，

師生表現可圈可點。為因應國際趨勢，拓展 

     國際視野，除了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

交流、日本目白大學交流及美國

Garfield Medical Center 實習外，本

系更於 107年度拓展至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護理學院交流

計畫、並配合政府南向政策推動新加坡

國大醫院實習，在中國大陸方面，更推

動溫州醫科大學附設醫院、上海交通大

學新華醫院見習，透過交流，得以知己

知彼，百戰百勝。 

回顧這三年來，中山護理歷經風

雨，除了內部人力流失外，外在競爭壓

力遽增，但全系師生能同心穩住陣腳，

穩定發展，本想完成此一任期後卸任稍

事休息，然因考量許多階段目標尚未完

成，再加上 108年即將到來的高教評

鑑，故決定再續任，完成任務後再功成

身退。中山醫大屹立台灣中部南區 50餘

載，秉持務實精神，捍衛民眾健康，作

育英才，然功名不宣，本系以內斂沉穩

之山茶花作為本系象徵，不艷、不宣，

友愛、謙讓，尤其在秋末冬初，百花凋

零，開花綻放，象徵本系不畏嚴寒考

驗，堅持初衷，屹立不搖；隨著台中 13

期重劃開工，中山校園舊校舍重建，高

速列車呼嘯帶動社區成長，也帶動中山

進入另一時代，台中起飛，中山蓄勢待

發，衷心期待中山護理師生一起共同開

創另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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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M&Garfield 

106年 學海築夢計畫到美國UWM及Garfield-Medical Center，顏文娟主任親自

帶隊到美國拜會UWM護理學院院長Dr. Kim Litwack，Dr.Kim 親切的態度，誠摯

的對我們表達歡迎之意，同時也呈現極高的興趣希望安排學生來臺灣做短期交

流學習，甚至承諾未來可以提供本系學生至UWM更深度的見習，雙方進行將近一

小時的對談，相談甚歡，本系致贈臺灣地形皮雕，表達深深的感謝及傳遞臺灣

的友誼。而此次交流的同學們完成了一個月的短期交流學習及見習。在這個月

中，體驗了美國大學生生活與未來升學管道並了解了美國的醫療體制與台灣的

不同，不論是文化的衝擊、工作場所及文化的差異肯定在年輕的心肯定留下了

畢生難忘的體認，這也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寶貴經驗!  

學海築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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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及溫州  

        上海見習團於7/1出發，溫州團於7/2出發，開展為期兩週的見習交流計畫，本系教師郭青萍老

師、莊小玲老師及護理部吳姿蓉副主任、蔡淑美督導

亦於7/3出發前往上海交通大學附設新華醫院，除了進

行交流外並有兩場演講，期望透過彼此交流可以促進

雙邊學習，知己知彼，百戰敗勝。  

 

 

106學年参訪日本目白大學及簽約交流合作1061204  

017-12-04 今天由校長，國際長帶隊前往日本目白大學簽約，護理系由顏文娟

主任及國際交流盧燕嬌老師代表，感覺中山整個動起來，目白大學向來與本系

往來甚密，此次出訪，更讓我們關係跨進一步。 護理系一直積極推展實質國際

交流，接下來與目白的交流不再僅限於學生互訪，護理系教師互訪是下一步，

12／17-19，將邀請目白護理學院院長 堤 千鶴子前來本系分享IPE推展經驗，

希望為本系帶來進步動力。  

106學年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見習1061204  

1061205義安里工學院護理系32名師生來本校進行為期兩週的學習及交流，系

上師生以最熱誠的心來歡迎遠到的客人，系上師生進行校園巡禮及醫院環境介

紹，並讓義安的同學們體驗本系最具特色的高齡、孕婦體驗及行動攝影棚，接

下來兩週學生會ㄧ起與本系同學共同上課，並到醫院進行見習，期待本交流活

動讓兩校同學體驗不同國家的文化！  

國際交流 



  長照碩職班深入社區活動-彰化社頭                      
1061012 本系師生深入彰化社頭仁和社區，活動最初由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長期照護碩士在職專

班同學提供延緩失能肌力運動衛教活動，活動開始於9:00，但上午8:00就有長者陸續前來，師生先

為長者們量血壓、測握力、量體脂，師生與長找互動熱烈，衛教時，長者們認真聆聽，並配合口令

執行運動，積極參與有獎徵答活動，活動除了傳遞衛教知識外，並提供一個溫馨場合讓長者互動，

活動於11:00結束後，志工朋友熱心提供炒麵及絲瓜湯予參與者享用氣氛溫馨，長者滿載而歸。     

  1061104 

護理系長照碩職班深入社區活動，這次的主題是冬季肌膚保養--護唇膏製作，長者興趣滿滿。此次

不僅複習上次活動時教的肌力運動外，同學們還帶領著長者自己做實用的護唇膏，不僅顧到了長者

的肌力、活動力，也讓大家在這次的活動中有更好的互動! 

 



 

 

1061216 徐明儀老

師帶著長照在職碩

班同學一起參訪金

立老師的同仁仁愛

之家。 感謝老師無

私的分享，熱烈討

論讓學生們得到許

多創新和美好的想

法! 

 

 

 

 

 

 

從傳統機構式

的生活文化到

自立支援的推廣，給住民一種家的感覺⋯恢復人們

習以為常卻不慎遺失的生活感，如今更進一步發展連結日

照中心⋯moving forward ⋯ 回程，帶著辛苦工作、學習滿

滿的學生們，感受擁有彼此一起的美好，這是個感恩的一

天!  -By  徐明儀老師 

 

長照碩職班  參訪同仁仁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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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冠典禮報導 

  1061222今晚是冬至，也是護理系一年一度的

加冠典禮。典禮在溫馨的氣氛及兩位風度翩翩的司

儀穩健的台風與溫柔的嗓音中打開序幕--- 

 

 

醫學院蔡院長雖然因

公在外不克前來，但

仍親自寫下對學生的

勉勵與祝福，接著主

任及附設醫院護理部

吳姿蓉副主任也上台

致詞，期勉學生能接

受師長的傳承並勇敢

面對未來的責任與挑

戰，兩位師長並親自

為學生代表們加冠；

姐妹校目白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及護理系系主任亦從日本捎來

溫暖的問候與祝福! 

    接下來學生們依序上台，

讓師長們親自幫他們戴上象徵

護理精神的護士帽及實習

證……最後，在宣誓儀式與傳

光儀式、學妹們的歌聲中結束

了今晚的盛會！ 

 



系友會 
親愛的護理系師長、學姊妹與學弟系友們，大家好 

承蒙各位先進與後備的謙讓與厚愛，正宜戰戰兢兢的從前

任理事長李淑杏教授手上承接下會長的重擔。感謝歷任

理事長及理監事的奉獻心力，努力與用心的經營，使本

系友會能穩定的成長，並發揮聯繫系友感情，提供學弟

妹們學習資源的團體。為落實系友會凝聚校友情誼、增進與母校之聯繫，協助母校護理教育

發展之宗旨，絕非靠個人一己之力，有賴各位理、監事、顧問與系友們齊心協力，承先啟

後，致力於系友會會務之發展，以達系友會賦予之使命。 

正宜與全體理監事在此對各位系友們

的熱情贊助與大力支持表達至高敬意，並

謝謝雪雅秘書長的辛勞。各位對系友會的

全力支持及參與，是系友會成長與茁壯的

活水。誠摯期盼大家對於系友會未來會務

的規劃發展，能不吝提出建言，使本會能

持續精進，開創系友會更光明美好未來。

謹此，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新

年快樂 

理事長 黃正宜敬上 2017.12.29 

 

  
 
恭喜榮獲本會  

2017 年傑出校友— 李秋香、服務類--何淑

娟、學術類--鄒怡真  

2017 年護理科系所校友會獎學金得獎

名單 護三乙 陳盈伃及蔡玗欣同學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科系所校友會於民國 97年成立，本會以凝聚校友

情誼、增進與母校之聯繫，協助母校護理教育發展，弘揚母校校譽為

宗旨。設理事九人、監事三人、候選人由會員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

舉之，共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所有理、監事限本會的活動會

員。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職為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連選

得連任一次為限。於民國 106 年 11月 12 日改選第十一屆理事會、監

事會，現任理事長黃正宜、總幹事蔡雪雅於 106年 12月 20 日完成交

接，系友會開會日期預計於 107年 3月、6月、9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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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屆系學會會  當選人政見    

1.    系學會活動 時數化，使餐與的人

員及工作人員有課外百分百時數，增加

參加率。 

2.。先收集大家的意見，再來辦理活

動。 

5.組織一個努力、公開及負責任的系學

會團隊，為大家服務。 

「跌倒偵測及區域照護系統」乃以長期照護機構型環境為設計及佈

建之發想目標，針對老人或是易跌倒之個案為主要的照護對象。每

位服務使用者皆攜帶一個可偵測跌倒的腰掛式裝置，當使用者可能

發生或發生跌倒時，即啟動裝置上的評估及判斷機制，透過此裝置

上的 Zigbee module 傳遞至 Zigbee 中繼點並透過雲端伺服器，將跌

倒訊號傳至照護者的手機、平板或是電腦管理中心，透過 Zigbee 佈點及 Zigbee 定位演算

法，可以清楚定位使用者跌倒的所在位置，照護人員可透過系統管理介面得知，何人跌倒及

其所在位置，同時，系統亦可直接帶出使用者之相關

資訊，照護人員可以立刻瞭解其相關健康及醫療概況

並前往探視，執行緊急或適當的醫療處置。 

本裝置設計之雲端伺服器可以記錄、查詢每位使用者

的跌倒時間、位置資訊及救護完成時間等，未來若有任

何醫療糾紛或法律問題等，皆有詳細記錄可供查詢；

除此之外，本系統亦可以直接架設平台於原有之機構

照護系統上，無須額外購買雲端伺服器之費用，並可透

過跌倒發生區域分析，進行機構危險區域劃分建議，讓

本系統可以適用於各個不同環境之機構。 

備註：本裝置已取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書 (發明第

I590202 號)，專利權期間：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33

賀 邱怡玟副教授之創新發明榮獲中華民國專利! 



榮譽榜 

  徐明儀老師榮獲 106 年度臺中市優良護理人

員，於國際護師節表揚大會中獲得市長頒獎! 

   致力於臨床學術工作十餘載，在系主任的肯 定與鼓勵與推薦

下，榮獲 106 年台中市護理師護 士公會教師組優良護理人員。

除教學外，在相關 研究亦與臨床實務合作撰寫文章及研究計

劃。相 關議題例如: 護理人員臨床實務能力、交班時 間、與職

場健康促進方案等方面。近幾年來亦致 力於長期照護專業領域

的發展，設計長照相關課 程，帶領系上長照在職碩班學生參訪

長照機構。 並於 106 年年初至北印度參與國際醫療服務及教 

學，並協助訓練保健員及設立保健站。 

 

第二屆 APNRC 本系多位師生榮獲佳績! 

1060806 第二屆 APNRC 已結束，本系徐明

儀老師、吳佩玲老師參加論文口報；石芬芬老師、

顏文娟主任參加優良海報選拔，應屆畢業生林宛貞

之大專生科技部研究計畫亦榮獲海報發表-- Ana-

lyze the Factors About Burden of the 

Caregiver Who Cared for the Elderly With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in Penghu. 學生

優異表現，充分展現其學術潛力。 本系系主任顏

文娟亦榮獲優良海報。 除了 APNRC， 本系白香

菊老師亦前往 Dublin, Ireland 參加論文發表。 

期待本系師生一同為提升中山護理學術而努力。 

  余嘉惠老師參加新華護理論壇 

本系教師暨中山附醫品中心主任--余嘉

惠老師，於 1060629 應上海交通大

學新華附設醫院之邀，前往參加新華

護理論壇，並於論壇中進行演講，分

享台灣優良照護經驗，余老師同時在

會議中介紹中山醫大及護理系，獲得

極大迴響，為本校及本系做一個非常

成功的學術交流。 

http://con.csmu.edu.tw/ezfiles/41/1041/img/872/71965061.pdf
http://con.csmu.edu.tw/ezfiles/41/1041/img/872/71965061.pdf
http://con.csmu.edu.tw/files/14-1041-33320,r3-1.php?Lang=zh-tw


捐款說明 

感恩系友捐款贊助,護理系的進步有賴

本系全體師生及畢業校友共同努力,未

來若有系友願意贊助經費請至本校秘書

室辦理,須指名捐給護理系,否則經費無

法進入護理系帳戶,系友捐款除非指定

捐助獎學金,否則會視情況運用於系務

推展或充實示範教室設備或耗材。 

詳情可電 04-24730022 ext 11731 或 

11739 或 e-mai: 

cs1739@csmu.edu.tw 詢問 

致謝 

 

本系感謝以下系友回饋母校、鼓勵學

弟妹,捐款贊 助,嘉惠本系學弟妹, 

   袁素娟      教授     1萬元 整 

  林秀娟      老師    五千元 整 

 

 

系徽意 

 

 系徽意涵 

 

 

 

 

 

 

護理系系徽於民國 99 年(2010) 由本系 魏伶潔同學所

設計，經全系師生票選通過，系徽右下為山茶花，此

花開於秋末冬初，百花凋謝，唯獨山茶花吐露芬芳，

象徵中山不畏艱難，默默地孕育國內許多優秀護理人

才，具有謙讓、愛之美德；中間燭光則勉勵本系師生

在自己的工作岡位上盡情揮灑展現自己的光芒；外圍

則採圓形設計，象徵全系師生及系友手牽手共同為護

理系的願景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