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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護理學系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1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社區衛生護理學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3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英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黃玉珠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副教授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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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直接相關]
  2.英文[間接相關]
  3.資訊[間接相關]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10.生命科學[間接相關]
  11.醫學[間接相關]
  16.心理學[間接相關]
  17.社會學與人類學[直接相關]
  19.治療與諮商[間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2.積極傾聽[直接相關]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8.主動學習[直接相關]
  12.合作[直接相關]
  16.服務導向[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40.主動任事[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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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間接相關 環境保護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無關聯性 環境安全 間接相關

生命教育 間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無關聯性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間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間接相關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本課程的目標在協助學習者認識社區中不同人口群的健康照顧政策與健康議題，作為學習者進行衛
生所實習之準備，課程將基於護理相關理論並運用護理過程評估社區中的個人、家庭或群體健康維
護行為、分析照顧對象在其所處環境中影響其健康維護的各種因子。這門課中學習者可以認識護理
人員在社區中多元化的角色以及認識社會、經濟文化、政策對社區護理人員角色的影響，作為未來
個人專業生涯發展準備的參考。

學習者在這門課中需要達成的目標包括:
1.認識社區護理的特質
2.認識醫院後續照護的銜接
3.認識社區照護相關的理論
4.認識社區護理執業範疇的發展與轉型
5.能分析社會、經濟、文化…等與社區照護的相關性
6.能敘述社區照護團隊中護理人的角色與功能
7.辨識當代不同人口群的健康照顧政策與議題
8.檢視社區中高風險家庭/群體/社區健康照顧的理念與能力
9.檢視傳染性疾病於社區之流行特質與人口學之相互關係以及緊急應變措施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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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2/18
課程介紹
社區護理導論(健康照顧體系與社
區組織)(1)

2 02/21 家庭評估與護理 (AM)(2)

3 02/22 個人與群體健康促進與健康行
為(0910-1200)

4 02/25 社區護理評估(4)

5 03/4 健康計畫的執行與制定 (5)

6 03/11 社區精神護理與心理衛生 (6)

7 03/18 婦女健康照顧 & 文化照護能力 
(7)

8 03/25 社區中流行病與傳染病照顧 (8)

9 04/1 社區為基礎的中老年保健(9)

10 04/8 期中考

11 04/15 社區為基礎的長期照顧:失能者的
照顧(10)

12 04/22 學校衛生護理(11)

13 04/29 環境衛生(12)

14 05/6 專題報告與批判(13)

15 05/13 專題報告與批判 (14)

16 05/20 職業衛生護理 (15)

17 05/27 社區營造與健康城市(16)

18 06/3 期末考 (17)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45 影片欣賞 0 討論 1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5 專題實作 3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5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5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八、指4.定閱讀書籍或文獻
(一)書籍
陳靜敏等著(2010) � 社區衛生護理學（4th修訂版）� 台北：新文京。
黃璉華等(2005)‧公共衛生護理概論（11th修訂版）� 台北：華杏。
尹祚芊(2009)‧公共衛生護理學 （最新修訂版）�台北：永大。
郭常勝、涂美瑜、邱敏甄、王柏勝、林芸甄(2009)．食物代換輕圖典．台北：三采文化。
Community Assessment in Anderson, E.T., & McFarlane, J.M. (2008). Community as
      partn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nursing (7th Ed.).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二)網站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1)．  取自2012年9月23日 
      縣市指標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
  社會指標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6878&CtNode=537&mp=4
住宅自有情形之探討
http://eng.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2/socialindicator/housing_0901.doc
行政院（2007）‧.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十年長
期照顧計劃，台北：行政院。
http://sowf.moi.gov.tw/newpage/tenyearsplan/%E6%88%91%E5%9C%8B%E9%95%B7%E6%9C%9F%E7%85%A7%E9%A1%A7%E5%8D%81%E5%B9%B4%E8%A8%88%E7%95%AB.
doc
.

教科書

陳靜敏等著(2010) � 社區衛生護理學（4th修訂版）� 台北：新文京。
黃璉華等(2005)‧公共衛生護理概論（11th修訂版）� 台北：華杏。
尹祚芊(2009)‧公共衛生護理學 （最新修訂版）�台北：永大。
郭常勝、涂美瑜、邱敏甄、王柏勝、林芸甄(2009)．食物代換輕圖典．台北：三采文化。
Community Assessment in Anderson, E.T., & McFarlane, J.M. (2008). Community as
      partn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nursing (7th Ed.).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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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Reference

九、建議閱讀之書籍或文獻
A.期刊類：
李淑婷、謝臥龍、邱啟潤(2001)‧衛生所護理師角色功能之探討－德爾菲研究‧護理研究，
9（3），269-278。
周治蕙‧(2007)‧從家庭護理的哲理談早期療育服務‧護理雜誌，54(5)，24-29。
高淑芬、陳惠姿（2005）‧長期照護與社區護理．國家政策季刊，4（4），109-128。
陳美如，宋晏仁，黃芬芬 (2006) ‧臺北市職場健康促進網之建構與運作楊慎絢‧北市醫
學雜誌 3(12)，75-86。紀雪雲、闕瑞紋‧(2007)‧社區醫療群與健康促進學校的夥伴關係經營，臺灣醫學，11(3)，312-314。
許添財‧(2006)‧推動健康城市理念與實務－以臺南市爲例‧研考雙月刊 30(5)，71-82。
張麗春、劉潔心、晏涵文、陳敏麗（2008）．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員工充能對社區導向照護
能力影響之研究．實證護理，4（1），5-11。
董旭英，彭若瑄‧(2007)‧從Pender健康促進模式探討青少年避二手菸行為之研究，實證
護理，3(4)，280-288。
黃秀梨，戴玉慈，張媚，翁麗雀‧(2007)‧家庭研究相關議題探討‧護理雜誌 54(3)，69-76．
黃玉珠、林綽娟(2009)‧深耕於社區的護理專業‧護理雜誌，56(4)，22-27。

Coward, DD. (2006) Supporting health promotion in adults with cancer. Family & Community   
     Health. 29(1), 52-60.
Geiger, H. J. (2002). Community-oriented primary care: A path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11), 1713-1716.
Hsia, L. C., Dai, P.F., Fu,S.Y., (2008). 2008 Taipei Wanhua City Profile, 
 healthycity.taipei.gov.tw/admin/upload/magazine/2008/2008_WH_CP.pdf
Hughes, RB.(2006). Achieving effective health promotion for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Family & 
     Community Health. 29(1), 44-51.
Hutchinson, DS. Gagne, C. Bowers, A. Russinova, Z. Skrinar, GS. Anthony, WA. (2006). A 
framework for health promotion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ournal. 29(4), 241-
250.
Markham, T. & Carney, M. (2008). Public Health Nurses and the delivery of quality nursing care
 in the community.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17, 1342-1350
Rew, L. (2006). Sexual health promo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 Family & 
    Community Health. 29(1), 61-97. 
Skybo, T. Polivka, B. (2007). Health promotion model for childhood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exposur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16(1), 38-45.
Savage, C. L., Xu, Y., Lee, R., Rose, B. L., Kappesser, M., & Anthony, J. S. (2006). A case study 
in the use of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public health nursing. Public Health Nursing (Boston, Mass.), 23(5), 472-478.
Tanyi, Ruth, A. (2006). Spirituality and family nursing: spiritual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s for 
    familie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53(3), 287-294.

B.書籍類：
衛生署國家衛生研究院(2008)‧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臺北：國衛院。。
葉金川(2001)．發現台灣公衛行腳 : 台灣十大公衛計畫紀實．臺北：玉樹。
余玉眉主編（2002）。家庭護理師：架構與實務。臺北：惠文。
余玉眉主編（2010）。台灣推動進階護理的典範．臺北：華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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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25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30 期末考 25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1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附件一：專題作業進行說明：
弱勢群體的觀察、文獻探討與體悟書面報告(依實習分組, 傅秀雲,
劉淑娟,黃玉珠老師各兩組 龔曉君老師帶一組)
弱勢群體可區分為
(1)參與社會經濟生產者，如失業、貧窮工作者、非典型工作者、外勞、職災受害者等
弱勢群體；
(2)未參與經濟生產的弱勢次群體，如低社經老人、貧窮兒童、殘障、想找工作而未果
者；
(3) 其他社經弱勢次群體，如低收入戶、貧戶、單親家庭中低收入者、單人戶中貧戶、 
無業者、低教育者、原住民、遊民、身心障礙者。另外，尚有一些新興弱勢族群，
 如卡奴、屋奴、毒癮、酒癮者。
傳染性疾病： 腸病毒/登革熱/結核病/漢生氏病/痲疹……          :
從書與文獻選擇閱讀與寫作材料
1. 病源體、傳染途徑與疾病機轉
2. 過去與現代在流行趨勢、發生率、死亡率之變化
3. 過去與現代在疾病治療與照顧模式之變化
4. 高危險人口群之辨識與健康照顧需求
5. 由「oo病」批判與反思疾病流行趨勢、治療方式、照顧模式、病患人權、…等，
6. 該項傳染性疾病爆發前之預防措施以及爆發之際，公共衛生護理所需採取的可能緊急應變
策略。
 (一)分組及訂定題目須知：
1. 全班分為6組，每組6-8人，依實習分組名單。
2. 小組的討論選出上述一個有興趣的弱勢群體。題目在09/24前定案mail給TA，請與專
題負責教師進行討論。
3. 各組12/10之前請將(1)整組的最後專題報告與批判ppt電子檔寄至TA電子信箱。
4. 相關問題可洽詢  TA為XXX 手機:  E-mail:
(二)專題書面作業內容綱要 (海報90＊120) POSTER (12/17)，並附上組內互評表優選組有
獎勵
1.前言
如何定義這個群體是弱勢族群？寫作目的
2.文獻資料
社會現象描述
疾病機轉
流行病學資料
3. .議題分析
請根據文獻(至少5篇)或媒體報導描述這個族群在社區中的健康行為和生活型態如何 影響此弱勢
族群的不利因素，綜合此弱勢族群的健康需求，
4. 依三段五級架構提出照護措施護理可介入的方向。(批判與省思)
5.結語
6.限制
7.參考資料
(三)專題口頭報告評分原則
1. 主題能反映內容的程度
2. 內容所涵蓋範疇之週延性
3. 所引用文獻(資料)之合適性(相關程度與時效性)
4. 時間掌控
5. 與聽眾互動
6. 視聽輔助教材使用合適性
(三)團體口頭報告相關注意事項：
1. 專題報告日期為12/10
2. 每組約15分鐘，另外5分鐘Q & A。
報告評分標準：如附件二
3. 口頭報告後一週繳交POSTER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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