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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主任 顏文娟 

      金雞鳴春正式將 105 年畫上

句點，回顧這一年來，中山護

理系在外界競爭及組織改革

下，些許受到震盪；然而，這

些動盪卻將護理系師生團結在

一起，本系於 105 年 9 月 3 日

承接了第 32 次 護理研究論文發

表會暨兩岸學術發表會，此次

參與者非常踴躍，中華護理學

會、澳門護理學會共 24 位前來

參加此次發表會，更邀請到遠

從美國而來的 Diana Mason 教

授，此次創下紀錄: 有史以來報

到率最高、開幕及閉幕式參加

率最高、參加各場次論文、專

題報告最踴躍，同時中山工作

團隊(包括全系教師全數投入，

研究生、大學部學生) 的高效率

使得工作流程順暢，讓今年會

議順利進行，工作同仁的和善

態度及服務深受與會者好評。 

此次活動不僅將我們全系師生

緊密凝聚在一起，也提供我們

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同

時，也展現出中山護理的潛

力，即使在外界的競爭下，我

們仍能運用有限的人力資源，

發揮最大的團結功效。  

       中山護理一直秉持深扎根，

廣視野，努力爭取學生拓展視

野的機會，去年除了固定的國

際交流外，如: 新加坡義安理工

學院、日本目白大學、美國 

Garfield Medical Center 之外，

105 年更將觸角推展至對岸上海，派送六名學生前

往上海交通大學新華醫院進行交流，近幾年來，大

陸護理的發展成果已不是同日而語，其積極向國際

發展的企圖心，我們不容小歔，但我們期待本系學

生可以敞開胸襟，能知己知彼，能百戰百勝，努力

增進自己的專業軟實力，才能在專業及國際上競

爭。 

    中山護理擁有 51 年歷史，優良的教學品質，  開

闊的教學胸懷，採用多元的教學策略，孕育許多優

質學生，在校內、外皆能獲得優異成績，畢業學生

亦能在工作崗位上充分發揮所學，獲得許多專業認

同，本系教學有目共睹，雖面臨外界強勁競爭，卻

仍屹立不搖，盡情綻放優異學習成果。 

     環境在改變、中山在蛻變，不論外界的競

爭，中山屹立於台中南區 56 年，繼正心樓、

汝川大樓興建使用後，配合 13 期重劃，南區

的建設發展，預計於 106 進行為期六年兩期

工程興建兩棟新大樓，除了美食街、地下停

車場、國際會議廳、更會在校區呈現消失已

久的天鵝湖，配合台中捷運 107 年底試營

運，中山醫大地處三鐵共構(台鐵、高鐵、捷

運)交通樞紐，未來在學術、醫療地位更趨重

要。我們期待中山護理師生齊心，能在充滿

陽光、希望的願景下，共同經營中山護理這

塊園地，中山的成長是我們的榮耀，更希

望，每位學生能秉持周前董事長 汝川博士的

訓誡，『醫人、醫病、醫心」成為一位具有

同理心、國際觀、專業的護理人員。 

     感恩所有支持中山、愛護中山護理的朋

友、師長及校友，在此，本人謹代表中山護

理全體師生敬祝各位新年快樂，吉祥如意、

心想事成，擁有順遂的 2017 金雞年。 

 

 

 

 

 

 

本系全體教師與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王桂芸、副理事長黃璉華 

& Dr. Mason 合影 

本系教師與上海交通大學附設新華醫院護理部 姜麗萍主任、

戈曉華副主任、趙慧莉副主任 合影 

   系友謝士偉榮獲 

2016 腦中風疾病防治基金會優良護理人員  

   護理碩生陳美如 & 長照碩職生盧玉華 

榮獲 107 年台灣護理學會研究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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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選委員感恩餐會 

    本系前護理學院院長(現任考試委員)李

選的感恩餐會於105年11月12日在沁園春溫馨展

開，李選院長2001年至中山服務，成立護理學系

碩士班、建立護理學院，帶動護理系改變動力，

對護理貢獻良多。 

    今年因屆齡離職，護理系無限感懷李選院長對

本系的貢獻，特別舉辦此次感恩餐會，感恩餐會

氣氛溫馨，在護理碩士班第一、二屆校友的祝福

下，溫馨畫上句點。   

李選委員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本校護研所碩士暨哲學博士，曾任中山醫學大

學 護理系學院院長 ，目前任職考試院第12屆考試委員 ，87年獲護

理人員傑出貢獻獎，此為國內護理專業最高殊榮。   

56周年校慶 

     本校56周年校

慶，今年校慶在簡單隆

重的典禮中拉開序幕，本系系

友陳淑娟、陳惠娟榮獲今年傑

出校友，陳淑娟校友，目前服

務於新光吳火獅醫院護理部副

主任，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常務監事、台灣護理學會理

事、台灣私立醫療機構護理業

務協進會理事； 陳惠娟校友

目前擔任惠生福利部科技發展

組科長，在臨床實務上有諸多

貢獻，足為表率。 

    蔡淑美校友服務滿25

年，李彩緣校友服務滿20

年，本系徐明儀老師、盧燕

嬌老師服務滿10年，喬佳宜老

師再度榮獲優良導師，全系師

生同表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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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05 系主任顏文娟暨系

上教師及醫院李秋香副院長暨護

理部長官展現熱情，迎接30位活

潑的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學生及

兩位老師蒞臨本校，進行為期2個

禮拜的交流學習計畫。 

  學生不因旅途的辛勞， 一

早就精神抖擻到達本校，熱情活

潑的精神展現青春洋溢的氣息，

中山與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自103

學年度簽署合作契約後，自104學

年度即正式開啟學系合作，深獲學生好評，今年延續學

習計畫，希望兩校與兩國學

生可以透過交流，體驗不同

文化，期待透過本活動可以

拓展雙邊學生國際視野。希

望同學在中山學習充實、快

樂! 

 

~~~歡迎 義安~~~  

上海交通大學附設新華醫院見習 

    2016-07-04 本系系主任顏文娟帶領蔡麗雅老師、白香

菊老師、劉乃瑜老師及四位同學前往上海交通大學附設

新華醫院進行兩星期之見習交流。 

 

     護理部姜麗萍主任在百忙之中特別抽空與師生座談，

期勉學生見習收穫滿滿，會中兩位主任相談甚歡，

雙方合作有了初步規畫，期待未來雙邊合作順利成

功。  



  長照在職碩班參訪活動105.11.12.                      

    系上老師帶著長照碩職班學生一行19人前往雲林同仁仁愛之家參訪，林金立董事

長親切溫和地為同學進行導覽，並以自己親身經驗說明自立支援的意義，長達4 個小

時的互動，了解了林董在長照的付出及耕耘，所做的努力讓我們深深感動及佩服。下

午前往豐原佳松護理之家，林靜娟院長熱情歡迎我們，同樣以自身經驗，毫無保留跟

我們分享成立護理之家的甘苦，在互動過程中讓學生體認現階段長照人力需求及長照

機構經營的艱辛。    

     整整一天的的參訪，學生們

意猶未盡，回到學校已夜幕低

垂，感謝徐明儀老師辛苦的安

排接洽，經過這次的參訪學習，學生應

該更堅定長照學習的方向，也期待我們

學生可以未來學有所成，貢獻自

己所長於長照領域。  

 

 

 



 

長照在職碩班進入第二個年

頭，眼見第一屆即將要畢業了。難得的

假日，但是一早7:30帶著長照在職碩班

二年級的學生參訪了期待以久的同仁仁

愛之家，將自立支援的概念介紹給同學

們。下午參訪佳松護理之家。感謝機構

負責人們無私的分享。             

   從一年級到二年級， 帶學生們參

訪過的機構，有分別由職能治療、社

工、護理三種不同專業主導經營的安

養、養護、小型機構、學堂、護理之

家等等長照機構。各自因主導的專業

不同，其經營理念、建築結構，內部

軟硬體設計、人員任用、訓練與管理

等等方面，多呈現不同的風貌。 

   由於此次路程較遠，學校對畢業

班就業輔導剛好也有提供經費，於是包車前往，對長照有興趣

的老師們也一同參與。老師與學生們一路上熱烈的討論，對於

長照有更進一步的體會，對畢業後職業的發展上也有更多元的

想法。真是太棒了。 一早出發晚上6點回到學校已

經天黑黑⋯謝謝學校經費的補助，司機潘先生讓我

們安全回到家。謝謝老天爺讓這次活動安排可以順

利落幕。~ By 徐明儀助理教授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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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冠典禮報導 
  2016-12-16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

學系加冠典禮於行政大樓 12 樓國際會

議廳正式展開，這是加冠典禮第二次於

國際會議廳舉辦，共有 120 位二年級

的學生接受加冠。加冠生在師長及來賓

的祝福下步入會場，護理系的大家長 

顏文娟主任期許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觀與

批判思維的專業護理人員，今年與會的

來賓還包括中山附醫醫療部李秋香副主

任、護理部黃麗華副主任、護理部蔡淑

美督導及護理部游顯妹 顧問，除了帶

來護理業界之祝福,同時也勉勵學生自我專業認同。 

     典禮在加冠代表接受加冠及授牌儀式中揭開序幕，

護士帽代表護理專業、名牌代表加冠生正式被授予 "護

生"的身分，經由護理系主任、黃麗華副主任兩人予加

冠代表加冠及授牌,象徵學生已正式由學界交由業界，

雙邊共同輔導、培訓未來護理尖兵，其意義異常深

遠。 

     傳光是典禮的最高潮，全體師生由系主任引燈傳遞

護理之光，象徵護理使命的傳承，學生手拿燭光，右手高舉，一字一字念出南丁格爾誓詞。

宣示的誓詞配合手中閃爍的燭光，期待學生在往後學習過程持續探索生命意義及照護真諦。

典禮最後，一年級的學妹為學姐們獻上祝福歌舞，祝福學長姐們無懼未來的考驗，勇敢面對

迎向人生，辦完這次活動，第 35屆系學會也將正式交接給下一屆,在傳承與承接的過程中畫

下完美的句點。 



系友會 
親愛的校友、學弟、妹們大家好: 

   雖值歲末寒冬時節，相信各位校友們仍在崗位上戮力奉

獻、學弟妹們正挑燈準備期末考試，校友們的這一切努力

都在實踐中山醫大「誠愛精勤」的精神！此時此刻也要給

自己按個「讚」喔! 

    今年校友們持續發光發熱；附設醫院護理部李秋香副院

長當選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護理部黃麗華副主

任、李愛誠督導、澄清醫院護理部主任饒瑞玉及護理碩班校友朱月英等校友們擔任理事，擴

大為中部護理專業同仁們服務，值得稱讚! 今年護理系學弟妹們也保持戰力，國考通過率達

93%，更重要的是護理生力軍們都順利地進入職場發揮所學貢獻社會! 

    2016年護理校友會推薦的傑出校友是護理系第一屆陳惠娟及陳淑娟校友。惠娟校友畢業後

完成台中榮總、台北榮總護理師及副護理長臨床資歷，曾擔任衛生署科技發展組技正、國民

健康署衛生教育組科長，現任衛生福利部科技發展組科長；其傑出事蹟為協助完成衛生福利

部「2025年衛生福利科技政策白皮書」、規劃106-109年中華民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運用及

整合資訊系統精進計畫的管理，促使研究成果進行轉譯與應用，落實推動以實證為基礎的政

策理念。淑娟校友的經歷是台北榮總護理師、長庚護專教師、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護理部護

理長、督導，現任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常務監事、台

灣護理學會理事及台灣私立醫療機構護理業務協進會理事；其服務臨床工作近30年，致力母

嬰親善照護、透析護理照護及臨床護理教育、進行國際臨床與學術交流並擔任專業團體之職

務致力提升專業水準。護理校友會恭喜兩位校友實至名歸，更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今年校友回娘家的日子訂在校慶日，呂校長蒞臨告訴校友們學校未來發展的願景並給予護

理校友會肯定與勉勵，護理系顏文娟主任報告護理系近況與發展，與會的校友們聆聽後感到

欣喜與欣慰，一致表達最大的支持!期待母校再創新猷。當天護理系為感謝考選部李選委員

過去為中山護理系寫下輝煌的一頁，舉辦感恩餐會，我代表護

理校友會致贈紀念品感念李委員為中山護理校友會的貢獻!  

    護理校友會致力於促進畢業校友間聯繫、協助畢業校友與學

校間交流並協助母校護理教育發展，深切期待護理校友們加入

我們的行列，一起為中山護理系打拼! 

       第10屆中山護理科系所護理校友會理事長 李淑杏 敬上  

201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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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屆系學會會  當選人   詹文孔 

1.按照活動，公佈單一項目的帳冊明細。透明

化系學會的經費，減少同學的疑慮。確實化經

費的收取與靈活化同學對於活動的參與意願。  

2.增加講座與課程，邀請校內外講師、學長姐

或有相關工作經驗的人士分享經驗，讓同學了

解未來出路的多元化發展。  

3.增加聯誼性活動，促進系上同學情感，部分

活動與聯絡外系合辦的參與意願。  

4.修改系學會組織章程，調整幹部結構，並招募大一新生進入系學

會，使之能更快熟悉系學會，培養未來幹部的人選。  

5.爭取更完善的教室與教具，監督學校新教學大樓的建設。反饋線上學

習系統的使用情況給廠商，提升未來的操作體驗。 

2017-01-21 本系護理研

究所陳美如，長照碩職班

盧玉華，榮獲臺灣護理學

會獎學金。  

105臺灣護理學會獎學金 



傑出校友 

   本校畢業系友--郝靜

芝--榮獲總統召見「第

23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

服務性社團暨社團領

袖」，本系全體師生深

感榮耀! 

    年初台南大地震後，台南市立安南醫院部分醫

護人員第一時間趕抵現場協助搶救病患，獲腦血

管疾病防治基金會頒發2016「台灣優秀護理人員

獎」! 

     獲獎護理長謝士偉臨床11年，在急診部任護

理長，教導護理師對急性腦中風病人的照顧不

遺餘力，身兼安南醫院災難醫療隊計劃官，台

南大地震當天也是同一梯進駐災區護理師。 

   本系校友謝士偉於畢業曾到美國阿拉巴馬大

學護理系研習，在加護病房專門照顧腦中風與

腦出血病人，著力改善病人的吞嚥功能，減少

肺炎與壓瘡、泌尿道感染發生，付出許多努

力。 

本系校友郝靜芝--榮獲第23屆全國大專院校 

傑出服務性社團暨社團領袖 

36屆系學會會  當選人   詹文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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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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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捐

款時間排列) 

   袁素娟      教授    1萬元   整。 

   黃梨香  副教授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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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