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 稱 助理教授 姓 名 吳美惠 

系 所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 

電 郵 wumeihui@ems.tcust.edu.tw 

教學經歷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 

高雄醫學大學 台灣 護理學院 博士 99/09-107/06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

分校 

美國 護理學院 訪問學者 103/08-104/01 

台灣大學 台灣 精神科護理 碩士學位 89/09-91/06 

中國醫藥學院 台灣 護理系 學士學位 83/09-86/06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 

現職：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助理教授 108/02/18至今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講師 105/12/31-

108/02/17今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講師 91/08/01—

105/12/31 經歷：  

景美綜合醫院 開刀房 護士 75/09/01-76/09/01 

林口長庚醫院 GSICU 護理師 79/06/21-82/02/01 

台安醫院 兒科病房 護理師 82/09/03-83/09/03 

中國醫藥學院 內科病房 護理師 84/02/01-84/05/01 

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 精神科 護理師 84/08/01-89/08/31 

授課科目：  

1. 精神科護理 憂鬱症 2.  3.  4.  

獲獎： 

1.  

2.  

3.  

4.  

5.  
 



 期刊論文發表 

1 Mei-Hui Wu, Shu-Ming Chang, Fan-Hao Chou. (2017)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Filial Piety and Depression in 

Older People.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Nursing, doi: 

https://doi.org/10.1177/10436596177202 

2 吳美惠、馬玉琴 (2011)。社區志工對老年憂鬱症的知識與老人態度之

相關性研究，中臺學報，22(3)，11-22。 

3 吳美惠、翁儷禎、李明濱、王秀紅、熊秉荃 (2006)。憂鬱症病患憂鬱程度、社

會支持、互惠性與衝突之相關性研究，台灣精神醫學，20 (2)，104-111. 

4 秦毛漁、施仁興、吳美惠、施秀慧、蔡娟秀（2007）‧社區老人體適能及其相

關因素之探討‧志為護理，6（5），81-91。 

5 秦毛漁、盧德發、吳美惠 (2008) ‧社區老人跌倒相關因素之探討‧護理雜

誌，55 (3).39-48. 

 

研討會論文海報文發表 

1 Wu, M. H., Fan-Hao Chou. (2012). Shared care in Taiwanese families 

when an older person has mental illness. Oral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Chinese psychology and health in global 

& Fourth congress of the IACMSP. New York, USA. 

2 Wu, M. H., Chen, Jih-Yuan., Fan-Hao Chou. (2011). The concept of 

intersubjective shared care and filial piety. Paper presented at 高齡

長期照護國際研討會.高雄.Taiwan. 

3 Wu, M. H., Moyle, W., Kellett, U. (2009). Family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aper presented at Hammond 

Care’s 5th National Depression Conference. Sydney, Australia. 

4 Wu, M. H., Moyle, W., Kellett, U. (2009). Shared care and depression: 

literature review. Paper presented at Quality of care & quality of 

life Pushing the boundaries in ageing research a symposium. Brisbane, 

Australia. 

5 Wu, M. H., Chin, M.Y. (2008). The knowledge of elderly depression 

among community volunteers in Taiwan senior caring centers: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Gold Coast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nference. Brisbane, Australia.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吳美惠（2006)‧意外事件處置與護理‧於於林靜幸等編著，實用精神科護理

學‧台中：華格那。 

2 吳美惠(2006)‧自殺、暴力‧於林靜幸等編著，精神科護理實習手冊‧台中：

華格那。 

 

研究計畫或產學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任

的工作 
起訖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

構 

執行

情形 
經費總額 

身心醫學科病

房自殺及自傷

危險評估表信

效度之建構 

計劃主持人 
104年 5月 1日至 105

年 12月 31日 

新店慈濟醫院

護理部 

已完

成 
NT $ 55,000 

社區志工對老

年憂鬱症的知

識與態度及相

關因素探討 

計劃主持人 
94年 10月 01日至 

95年 8月 31日 

慈濟技術學院

研究補助 

 

已完

成 
NT$39,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