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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副教授 姓 名 張玉婷 

系 所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 

電 郵 yu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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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台灣 護理 博士 2004/08 至 2011/06 

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台灣 護理 碩士 1997/08 至 19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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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2015/08 迄今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副教授 2011/12 至 2015/07 

慈濟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 學術服務組組長 2011/08 迄今 

經歷：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主任 2017/08 至 2019/07 

慈濟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學術服務組組長 2012/08 至 2017/07 

花蓮慈濟醫院 護理部 兼任教學督導 2006/08 至 2007/07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講師 1999/08 至 2011/11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助教 1995/08 至 1999/07 

台北榮民總醫院 兒科加護病房 護理師 1993/07 至 1995/07 

授課科目：  

1. 兒科護理學 2. 人類發展學 3. 兒童健康照護與

活動設計 

4. 兒科護理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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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發表 

2019 包軒慈、劉春棗、游家瑋、張瓊文、徐紫娟、張玉婷(2019) •提升護理人員對產

婦入院待產護理指導完整率之專案•領導護理，20(3)，104-118。 

2018 夏姿慧、鍾玉英、陳玉嬋、徐紫娟、張玉婷(2018) •提升社區民眾失智症篩檢

數•領導護理，19(3)，80-95。 

2018 沈秀絨、余茹敏、張玉婷(2018)•兒科加護病房靜脈安全給藥之改善專案•長庚護

理，29(1)，36-47。 

2018 張玉婷、林美玲•台灣東部青少年對避孕的主觀經驗•台灣性學學刊，24(1)，51-

57。 

2018 葉淑敏、林育如、吳呂瑛、徐紫娟、張玉婷(2018) •血液透析護理人員執行高血

磷護理指導完整性之改善方案•領導護理，19(1)，91-104。 

2017 黃秀燕、徐紫娟、張玉婷(2017) •運用資訊系統降低血液透析紀錄不完整率•領

導護理，18(3)，98-112。 

2017 張瓊文、徐紫娟、張玉婷(2017) •降低剖婦產婦女術後傷口感染率•領導護理，

18(2)，91-102。 

2016 邱慕蓉、盧貞伶、蔡秀雯、張玉婷（2016）•提升無痛分娩待產婦女下床活動

率•領導護理，17(3)，71-83。 

2016 林美玲、張玉婷（2016）•原住民青少年對婚前性行為之觀點• 台灣性學學刊，

231(1)，25-47。 

2014 Chang, YT, Hayter M, Lin, ML (2014). Chinese adolescents' attitudes toward sexual 

relationships and premarital sex: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sexual health. The 

Journal of School Nursing, 30(6),420-429. (SSCI, doi: 10.1177/1059840514520996) 

2013 Chang, YT., & Lin, ML. (2013). Menarche and menstrua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pubescent students in Eastern Taiwan: Implications in sociocultural influe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ssue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1(1), 10-18. (SSCI, doi: 

10.1097/jnr.0b013e3182829b26) 

2012 張玉婷（2012）•花蓮地區國小高年級女生及其母親月經知識、態度及經期不適

之調查•台灣性學學刊，18(2)，31-50。 

2012 張玉婷（2012）•國小女生之女性親屬的月經知識、態度、經期不適與經期照護

行為之調查•台灣性學學刊，18(1)，25-48。 

2012 Chang YT, Hayter M, Lin ML. (2012). Pubescent mal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menstruation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and school 

nursing practic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1(3/4), 513-521. (SSCI, doi: 

10.1111/j.1365-2702.2011.03700.x) 

2011 Chang YT, Hayter M. (2011). Surrogate mothers: Aboriginal grandmother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 17(2), 202-223. (SSCI, doi: 

10.1177/107484071140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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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Chang YT, Hayter M, Wu SC. (2010).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ethnography of 

the qualitative literature: experiences of the menarch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19(3-4), 447-460. (SSCI, doi: 10.1111/j.1365-2702.2009.03019.x) 

2010 Chang YT, Hayter M, Lin ML. (2010) Experiences of sexual harassment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nurses, Journal of 

School Nursing, 26(2), 147-155. 

2010 張玉婷 (2010)•花蓮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生月經態度及月經關懷行為之探討•台

灣性學學刊，16(1)，17-31。 

2009 Chang YT, Chen YC, Hayter M, Lin ML. (2009). Menstrual and menarche 

experience among pubescent female student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practic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18(14), 2040-2048. 

(SSCI, doi: 10.1111/j.1365-2702.2008.02545.x) 

2009 Chang YT, Chen YC. (2009). Study of menstrual attitudes and distress among 

postmenarcheal female students in Hualien county.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7(1), 20-29. (TSSCI, doi: 10.1097/JNR.0b013e3181999d25) 

2009 張櫻慈、彭少貞、張玉婷 (2009)•從順從治療團體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藥物信

念的轉變歷程•志為護理，8(2)，73-82。 

2008 張玉婷、徐少慧 (2008) 台灣心肺復甦術教學之文獻探討•慈濟技術學院學

報，(12)，85-99。 

2008 Chang YT, Chen YC. (2008). Menstrual health care behavior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female elementary students in Hualien region.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6(1), 8-16. (TSSCI) 

 

研討會論文發表 

 

研究計畫或產學計畫 

年度 身份別 執行情形 計畫名稱 

2019/02-

2020/01 

計畫主

持人 

執行中 2019 年護理專案計畫撰寫輔導課程 

2017/02-

2018/01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2017 年護理人員專案計畫撰寫輔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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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

2017/08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性早熟兒童及其父母對性早熟之知識、態度與照護需

求探討 

2016/02-

2017/01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2016年護理人員專案計畫撰寫輔導課程 

2015/02-

2015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護理人員專案計畫撰寫輔導課程 

2014/01-

2014/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臨床選習課程對應屆畢業護理學生就業意願及護理能

力之成效 

2013/01-

2013/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護理系應屆畢業生就業意願之探討 

2012/01-

2012/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青少年對兩性互動中親密關係之性別觀點 

2009/01-

2009/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花蓮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生月經行為之調查 

2007/08-

2008/07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花蓮地區國小高年級女生經期保健行為及其相關因素

探討 

2006/01-

2006/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泰雅族隔代教養祖母的養育經驗 

2004/01-

2004/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東部地區肺結核病患採用直接觀察治療法之成效探討

-前驅性研究 

2003/01-

2003/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原住民青少年對肺結核知識、態度及健康促進行為之

相關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