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資簡歷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李家琦 英文姓名 Chia-Chi Lee 

職稱 
助理教授 

暨教師發展暨教學資
源中心主任 

分機 
2413 
2710 

研究室號碼 405 E-mail cclee@ems.tcust.edu.tw 

二、主要學歷 

畢  業  學  校 國別 科系所或主修學門 學   位 

慈濟大學 中華民國 醫學研究所 護理組 博士班 

慈濟大學 中華民國 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慈濟大學 中華民國 護理系 學士 

三、現職及與經歷（按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經歷開始填起） 

服  務  機  關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助理教授 自 2009 / 08 至 迄今 

安親護理之家 護理之家、居家護理 機構負責人 自 2006 / 07 至 2009 / 07 

門諾醫院 護理之家、急診室、資

深護理師 

護理長 自 2002 / 10 至 2006 / 06 

慈濟醫院 外科加護病房、燒燙傷

加護病房、整形外科病

房、門診 

護理長 自 1992 / 06 至 2002 / 09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助理教授 自 2009 / 08 至 迄今 

四、研究領域或專長 

1.急重症護理 2.燒傷護理 3.內外科護理 

4.長期照護 5.感染控制 6. 

 



五、最近五年著作：  

1.李家琦 (2016/06/23).教師教學反應評量結果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性分析. 

2016多元升等教學實務研討會 (P31-40).（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2.李家琦 (2016/06/21).內外科護理學實驗課程.大學教師創新教學研討會（口

頭發表）.（新竹教育大學） 
3. Tsai PC, Chang LJ, Wu LY, Lee CC. (2015/07/8-11).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 Stream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anc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cer Nursing 2015 (P.56). (Vancouver, 

Canada) 
4. Tsai PC, Chang LJ, Wu CF, Lee CC. (2013/10/30-11/2). Factors of 

Catheter-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non-ICU settings. EBHC 

2013. (Italy) 
5. Lee CC, Peng CN, Lin NT, Miu WC, Hsu YT (2011/9/2). Study of Resident 

Characteristics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The 27
th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2011 （oral presentation）

(P73). (Taipei, Taiwan) 
 
 
 

六、護理專業服務： 
時間 主題 主辦單位 

105.06.29 受聘擔任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慈濟大學 

105.04.01~ 

105.07.31 
執行/參與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專科

輔航計畫」實地訪視--康寧大學、聖母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健

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濟科技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 

104.01.01~ 

104.12.31 
受聘「104年度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照顧計畫」

評鑑委員 

慈濟大學 

104.01.01~ 

迄今 

協助執行「104-105 年度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

源中心計畫」 

北區技專校院教

學資源中心 

104.01.01~ 

迄今 

推動/執行管考本校「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

畫」 

慈濟科技大學 

103.08.01~ 

迄今 

擔任本校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及兼

任執行管考組組長 

慈濟科技大學 

101.10.01~ 

102.01.02 
辦理「全國臨床護理實習教學策略與模式競

賽」 

慈濟科技大學 

101.08.06~ 

101.08.09 
辦理「2012 年長期照護之多元觀點與展望之

深化研習」（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 

慈濟科技大學/聖

母專校/慈濟醫學

中心/花蓮縣長期

照護發展協會 



101.08.01~ 

103.07.31 
擔任本校護理系實習組組長 慈濟科技大學 

100.03.08 受邀「長期照護感染控制現況調查及管理架構

規劃」專家會議 

台灣長期照護專

業協會 

99.11.13 台灣醫院感染管制學會九十九年北區第 4次

學術研討會：台灣長期照護機構之機構內感染

監測指標與現況初探（以整合台灣現行定義

論） 

台灣醫院感染管

制學會 

 99.09.12 辦理「台灣長期照護機構內感染監測指標研習

會—東區」 

慈濟科技大學 

 99.09.11 辦理「台灣長期照護機構內感染監測指標研習

會—中區」 

慈濟科技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 

 99.09.05 辦理「台灣長期照護機構內感染監測指標研習

會—南區」 

慈濟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功醫院 

 99.09.04 辦理「台灣長期照護機構內感染監測指標研習

會—北區」 

慈濟科技大學/ 

慈濟醫院台北分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