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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歷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 

慈濟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台灣 護理 碩士 1997/08 至 1999/06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系 台灣 護理 學士 1986/08 至 19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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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 2015/08 迄今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講師 1999/08 至 2015/07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助教 1995/04 至 1999/07 

    

經歷：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實習組組長 2015/08/至 2016/07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教學組組長 2011/08/至 2013/01 

慈濟技術學院 教務處 課務組組長 2007/02/至 2011/02 

花蓮縣靜浦國小 健康中心 護理師 1994/12 至 1995/04 

弘光護專 護理科 助教 1992/08 至 1994/12 

台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護理師 1989/07 至 1992/07 

授課科目：  

1. 社區衛生護理學 2. 衛生教育 3. 中老年健康照護 4. 社區衛生護理學

實習 

獲獎： 

1. 99、100、101、104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2. 93、94、96、97、98、105、106 學年度優良導師 

3. 101 年度優良護理人員----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4.  4. 
 

 

 



 期刊發表 

2011 蔡長書、李文禮、曾瓊禎、陳拓榮（2011） •技職校院學校本位系科課程發展

模式之探討—以慈濟技術學院放射技術系為例 •慈濟技術學院學報，17，231-

264。 

 

2010 李姿瑩、曾瓊禎（2010）•園藝治療促健康 •志為護理，9，(5)，22-23。 

2007 張紀萍、曾瓊禎、張馥媛（2007）•某山地鄉幼童及其照顧者對桿菌性痢疾的知

識與預防行為及其家戶環境衛生評估之研究 •慈濟技術學院學報，10，243-

262。 

2005 陳星助、曾瓊禎（2005）•台灣健保前瞻性支付制度導入之衝擊— 診斷關係群

醫院因應策略之探討 •健康保險期刊，2，(1)，58-72。 

2004 江明珠、曾瓊禎、蔡娟秀、郭漢崇（2004）•脊髓損傷患者對泌尿系統併發症的

知識、態度及預防行為相關性之探討 •慈濟護理雜誌，3，(2)，243-262。 

2002 曾瓊禎、蔡芸芳、林瑞祥、陳月枝、張媚、蕭正光（2002）•糖尿病患足部潰瘍

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亞洲護理雜誌誌，6，(1)，16-24。 

 

研討會論文發表 

2011 曾瓊禎、李玲玲、莊瑞菱、彭少貞、林淑緩（2011）• EASY-Care Standard 工

具中文化之適合性 - 文化觀點•第八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會議暨亞洲老年

學發展會議 2011，口頭論文發表，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2011 莊瑞菱、李玲玲、曾瓊禎、彭少貞、林淑緩（2011）• The use of  Easy-Care 

Standard Instrument in assessing older people' s unmet needs: a systematic review•

第八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會議暨亞洲老年學發展會議 2011，主題討論，香

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2011 李玲玲、莊瑞菱、曾瓊禎、彭少貞、林淑緩（2011）•Translation of EASY-

Care Standard Instrument: from English to Chinese•第八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

護會議暨亞洲老年學發展會議 2011，主題討論，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2011 林淑緩、李玲玲、莊瑞菱、彭少貞、曾瓊禎（2011）•The use of the Chinese 

EASY-Care Standard Instrument to assess health needs among older people in 

Taiwan: a pilot study•第八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會議暨亞洲老年學發展會議 

2011，海報發表，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2010 曾瓊禎、江明珠（2010）•糖尿病患之足部問題及評估工具之應用• 2010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海報發表，北京。 

2010 陳星助、朱正一、曾瓊禎、石明煌（2010）•The health trend analysis of 

schoolchild in Taiwan•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 Health Services, poster presentation . 

2006 曾瓊禎、羅淑芬、吳麗月（2006）•The Prevalence and major risk factors of 

Lower-Extremity Ulceration in Taiwan with Diabetes: A Pilot Study•The 16th 

Biennial Congress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Enterostomal Therapists（WCET 

2006）, poster presentation . 

1999 曾瓊禎、蔡芸芳（1999）•糖尿病患足部潰瘍之探討•邁向新世紀護理研討會 

，口頭論文發表，北京。 

 

專書 

2013 曾瓊禎（2013）•糖尿病•於吳麗芬總校閱，新編老人護理學(初版，第八章) 

•台北：華格那。 

 

研究計畫或產學計畫 

年度 身份別 執行

情形 

計畫名稱 

2017/11-

2018/07 

協同主

持人 

結案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護理師考照

輔導班」 

2015/12-

2016/07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八仙塵爆個案第二期服務計畫 

2015/10-

2016/03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八仙塵爆個案服務計畫 

2013/04-

2015/06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胰島素治療多媒體製作及滿意度調查 

2013/03-

2013/11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代謝症候群防治衛生教育計畫 

2011/10-

2011/12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100 年全國結核病都治（DOTS）檢討會 

 

2010/08-

2011/07 

計畫主

持人 

結案 EASY-Care Standard 工具中文化之適合性-文化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