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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游金靖

英文姓名

Chin-Ching Yu

二、 主要學歷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台灣

技術與職業教育

博士 2005/08 至 2011/06

國防醫學院

台灣

護理研究所

碩士 1996/08 至 1998/07

國防醫學院

台灣

護理學系

學士 1993/08 至 1996/07

三、 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現職：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助理教授

經歷：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講師

1998/08 至 2011/07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副主任

2001/09 至 2004/08

馬偕護校

護理科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部/外科加護病房

護理師

1991/08 至 1996/10

埔里基督教醫院

護理部/產房、嬰兒室、婦
產科病房

護士

1996.10
1988.06 至 1989.08

2011/08 至今

臨床實習教師 1997/06 至 1997/09

四、專長
1.

內外科護理

2.

急重症護理

3.

透析護理學

4.

護理教育

五、論文著述：
(A) 期刊論文
姓
名
期
刊
論
文
1. 何紀嫻、游金靖、陳晴薇、劉惠瑚（2012）。提升護理臨床教師之教學意
願方案。長庚護理，23(2) ,186-196。
2. 游金靖﹝2009﹞。透析護理學課程對提升專業知識之成效--以中部某科技
大學護理系二技學生為例。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5(2),118-128。
3. 鍾月琴、馮英鳳、陳蕙玲、游金靖﹝2008﹞。產學合作計劃於護理系應屆
畢業生之成效評估-以血液透析訓練為例。安泰護理雜誌，14(2),61-72。
4. 游金靖、陳蕙玲、馮英鳳﹝2008﹞。中部某科技大學護理系應屆畢業生血
液透析專業知識之調查。嘉基護理，8(1),1-9。
5. 游金靖、鍾月琴﹝2007﹞。護生參與虛擬社區健康評估網路學習系統教學
6.
7.
8.

之經驗。安泰護理雜誌，13(3),137-146。
游金靖、陳繁興、曾俊隆、盧錦慧﹝2007﹞。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護理人
員工作壓力之調查研究。中臺學報,18(4),177-191。
游金靖、胡月娟﹝2006﹞。慢性病患者健康行為的質性研究。中臺學
報,18(1),113-132。
Yueh-Juen Hwu ＆ Chin-Ching Yu(2006).Exploring Health Behavior
Determinants for People With Chronic Illness Using the Constructs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14(4),261-270.(TSSCI)

9.

游金靖（2005）護理系四技日間部學生對實習時數滿意度之調查，護生護
聲，30期，P21~23
10. 歐淑玲、游金靖（2004）失落與孤寂-照顧一位脊髓損傷老人的護理經驗，
銀華學誌，第3卷第1期，P1-20
11. 游金靖（2004）護理師照過來－－讓我們一起擁有，護生護聲，29期，
P14~17。

(B) 研討會論文
姓
名
研
討
會
論
文
1. 游金靖、施鳴凰、黃寶園、楊其璇（2013）。腎臟衰竭病患執行握球運動對
血管直徑成效之統合分析，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醫護類科夥伴
學校實證醫護能力競賽暨論文發表研討會，嘉義.
2. 潘美伶、游金靖、劉宜芳、曾凱郁、徐幸琪（2013）。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法
探討上肢運動在COPD患者呼吸器脫離之成效，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醫護類科夥伴學校實證醫護能力競賽暨論文發表研討會，嘉義
3. 江青桂、蘇慧菁、林宴如、游金靖、彭田（2013）。問題導向學習促進學生
反思力之研究:以「醫護倫理」課程為例，第二廿九次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
暨兩岸護理學術交流，P320.
4. 游金靖、劉紋妙、戴金英、董依真、鐘淑英、鍾月琴（2013）。應用概念圖

教學策略於護生心電圖判讀成效之研究，第二廿九次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暨
兩岸護理學術交流，P147.
5. 趙麗玫、游金靖（2013）。高頻胸壁振盪治療介入成效之初探，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2013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臺中。
6. 陳佳穗、游金靖、江青桂、劉紋妙、董依真（2013）。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法
探討多媒體介入在臨床護理衛教之應用，2013 年第五屆國際研討會：尋找
照顧意義的旅程—跨專業觀點，臺中 P.335
7. 王紅英、游金靖、張秀如、曾瑞壯、高智泉（2013）。加護病房感染控制方
案對改善鮑氏不動桿菌感染密度之探討-以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2013
年第五屆國際研討會：尋找照顧意義的旅程—跨專業觀點，臺中 P.337
8. 曾凱郁、徐幸琪、游金靖、鍾月琴（2013）。The experiences of sexuality for
Women with Schizophrenia in Child-ing Age，2013 年第五屆國際研討會：尋
找照顧意義的旅程—跨專業觀點，臺中 P.336
9. 鍾月琴、楊仁宏、游金靖、徐幸琪、曾凱郁（2013）。國小口腔衛生保健介
入活動成效，2013 年第五屆國際研討會：尋找照顧意義的旅程—跨專業觀
點，臺中 P.342
10. 戴金英、劉紋妙、董依真、游金靖、鐘淑英、翁黃玲（2013）。前庭復健改
善中風單側忽略患者之日常生活功能與生活品質的成效，2013 年第五屆國
際研討會：尋找照顧意義的旅程—跨專業觀點，臺中 P.309
11. 趙麗玫、游金靖（2012）。高頻胸壁振盪治療之系統性文獻回顧，醫護類科
夥伴學校實證醫護能力競賽暨論文發表研討會，臺中 P.52
12. 施鳴凰、游金靖、陳美華、吳玉鳳（2012）。血液透析病患執行血管運動於
動靜脈瘻管血流量探討之系統性文獻回顧，醫護類科夥伴學校實證醫護能力
競賽暨論文發表研討會，臺中 P.53
13. 王紅英、黃欽印、游金靖、張秀如、曾瑞壯（2012）。以層級分析程序法分
析病患選擇透析服務之要因-以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醫護類科夥伴學
校實證醫護能力競賽暨論文發表研討會，臺中 P.50
14. 鍾月琴、楊仁宏、曾凱郁、游金靖、徐幸琪、黃建寧、陳淑雯（2012）。個
案健康管理成效之探討-以國中生為例，2012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
華民國學校衛生護理學會、台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會：臺中。
15. 王紅英、游金靖、陳佩茹（2012）。提升加護病房醫護人員洗手遵從率，第
四屆國際研討會：提供安全照護—化實證為行動，臺中 P130.
16. Chiang, C.K., Su, H.C., Hung, B.J., & Yu, C.C. (2012, April). Developing the
Scenario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for Mental Health Nursing Education.
Oral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First Annual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Conference
on Cultivating the New Century Model and Shaping the Benchmarking of
Professional Care, Chiayi, Taiwan.
17. 鍾月琴、楊仁宏、游金靖、曾凱郁、徐幸琪、陳淑雯（2012）。國中生心肺
復甦術知識、態度、行為意圖之研究，101年度「學校護理人員的角色實踐
與行銷」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理學會：臺中
18. 鍾月琴、楊仁宏、游金靖、曾凱郁、徐幸琪、陳淑雯（2011）。國小學童體
重控制介入活動知識、態度與行為之探討，2011年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學術
研討會暨觀光休閒論壇，屏東科技大學.
19. 鍾月琴、楊仁宏、曾凱郁、游金靖、徐幸琪、陳淑雯（2011）。國中生體位
控制介入活動成效之探討，2011年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學校
衛生學會：臺北
20. 游金靖、楊素珍、楊其璇（2011）。中部某大學護理系學生自覺護理能力準
備度之探討，第二十七次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暨兩岸護理學術交流，P134.

21. Tsuann Kuo, & Chin-Ching Yu(2011).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in Taiwan’s resource-deficient areas.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cus on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 From Past
Experiences to Future Visions.
22.游金靖、曾俊隆、盧錦慧（2007）。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護理人員工作價值
觀與工作壓力之調查，第八屆提升技職學校經營品質研討會，P37.
23.游金靖、陳蕙玲、馮英鳳（2006）。最後一哩產學合作於護理系應屆畢業生
之成效評估：以血液透析訓練為例。2006台灣新興服務業產學合作大論壇技專校院服務業研發成果展，E2-3。
24.游金靖、馮英鳳（2006）。血液透析照護人才的培育－以佳醫集團與中臺科
技大學產學合作案為例。2006台灣新興服務業產學合作大論壇-技專校院服
務業研發成果展。10/30。
25.游金靖（2006）血液透析訓練計劃於護理系應屆畢業生之成效評估，第七屆
提升技職學校經營品質研討會，P20.
26.陳繁興、游金靖、曾俊隆、盧錦慧（2006）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護理人員工
作價值觀之調查，2006年彰雲嘉大學校院聯名學術研討會，P500~514.
27.游金靖（1998）音樂治療對心臟手術病患呼吸器脫離時焦慮成效探討，台灣
護理學會第十五屆護理研究發表會，P30.
(C) 專書及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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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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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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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金靖（2011）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於重症護理之學習成效探討，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博士論文。
2. 蔡玲君…游金靖等合著(2010)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華格那書局
3. 蔡秀鸞總校訂,吳淑鈴…游金靖等編著(2009),重症護理學,永大書局。
4. 邱豔芬總校閱,黃正宜,游金靖等合譯(2002)急診護理學理論與實務,五南書
局。
5. 游金靖（1998）音樂治療對心臟手術病患呼吸器脫離時焦慮成效探討，國防
醫學院碩士論文。

七、近三年內核定及申請中之研究計畫：
計 畫

名

稱

（本會補助者請註明編號）

不同生命週期個案實證照顧指
引的研發
透析護理專業寫作輔導計畫

補助或委託機構

申請(核
定)情形

子計畫主持人

2013/08/01- 秀傳醫療社團法
2014/07/31 人秀傳紀念醫院

917,950

主持人

香港商佳特透析
2010/05/01股份有限公司台
2011/07/31
灣分公司

120,000

計畫內擔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緊急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計
畫之成效評估
血液透析訓練計劃於護理系應
屆畢業生之成效評估

協同主持人

主持人

2009/03/012010/02/28

衛生署

2005/03/01- 佳特健康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2006/02/28

1,370,000

3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