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稱 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 電子信箱 

理事長 周桂如 臺北醫學大學特聘教授 kueiru@tmu.edu.tw  

常務監事 劉影梅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特聘教授 ymliou@nycu.edu.tw 

監事 蔣立琦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lichichiang@gmail.com 

監事 廖珍娟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jiuanliaw@gmail.com 

監事 曾雅玲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護理學系教授兼副院長 tyaling@mail.cmu.edu.tw 

監事 胡文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臺大醫

院護理部主任 
weyuhu@ntu.edu.tw 

候補監事 王桂芸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瑞光健康科技總監 w6688@ndmctsgh.edu.tw 

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淑齡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slchen@sunrise.hk.edu.tw  

slchen@hk.edu.tw 

常務理事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美智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特聘教授兼校長 meay@mail.ncku.edu.tw 

常務理事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采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所特聘教授 tsaejyy@ntunhs.edu.tw 

常務理事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潘雪幸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暨系主任 pshing2001@gmail.com 

常務理事  陳桂敏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kmc@kmu.edu.tw 

國際事務暨社區委員

會主任委員 
江慧珣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sheisvivian@gmail.com 

理事  尹  玓 三軍總醫院護理部主任 edenstud@gmail.com 

mailto:ymliou@nycu.edu.tw
mailto:lichichiang@gmail.com
mailto:jiuanliaw@gmail.com
mailto:w6688@ndmctsgh.edu.tw
mailto:slchen@sunrise.hk.edu.tw%20%20slchen@hk.edu.tw
mailto:slchen@sunrise.hk.edu.tw%20%20slchen@hk.edu.tw
mailto:meay@mail.ncku.edu.tw


理事  周汎澔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特聘教授 fanhao@kmu.edu.tw 

理事  孫秀卿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教授 scshun@nycu.edu.tw 

理事  高啟雯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chiwenako@ndmctsgh.edu.tw 

理事  葉美玲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 meiling@ntunhs.edu.tw 

理事  簡莉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特聘教授 lychien@nycu.edu.tw 

理事  丘周萍 義守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chouping@isu.edu.tw 

理事  鍾明惠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教授兼副院長 minhuey300@tmu.edu.tw 

候補理事  張榮珍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副教授 jungchenchang@ntu.edu.tw 

候補理事  吳佳珊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授兼衛生保健

組組長 
chiashan@ntin.edu.tw 

候補理事  葉子裴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tzupeiyeh@mail.cmu.edu.tw 

候補理事  顏妙芬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miaofen@mail.ncku.edu.tw 

候補理事  蔡秀婷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兼副院長 hychiu0315@tmu.edu.tw 

秘書長 宋建美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sungchienmei@gmail.com 

副秘書長 邱惠鈴 臺北醫學院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reiko@tmu.edu.tw 

幹事 陳曉燕 
百禾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新北市私立百禾住宿長照機

構主任 
g462111012@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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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 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 電子信箱 

學術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淑齡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slchen@sunrise.hk.edu.tw;slchen@hk.edu.tw 

學術委員會 監事 胡文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weyuhu@ntu.edu.tw 

學術委員會 候補監事 王桂芸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瑞光健康科技總

監 
w6688@ndmctsgh.edu.tw 

學術委員會 理事/副主任委員 葉美玲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暨研究所特

聘教授 
meiling@ntunhs.edu.tw 

學術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柯乃熒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特聘教授暨醫學院

國際事務副院長 
nyko@mail.ncku.edu.tw 

學術委員會 理事/委員 孫秀卿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教授 scshun@nycu.edu.tw 

學術委員會 理事/委員 丘周萍 義守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chouping@isu.edu.tw 

學術委員會 候補理事/委員 蔡秀婷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兼副院長 hychiu0315@tmu.edu.tw 

學術委員會 候補理事/委員 吳佳珊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授兼

衛生保健組組長 
chiashan@ntin.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李雅文 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部主任 92530@cch.org.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童恒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特聘教授兼系

主任 
Shannontung719@gmail.com 

學術委員會 委員 楊秋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教授 d89426005@gmail.com 

學術委員會 委員 翁麗雀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ax2488@mail.cgu.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廖玟君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 
wcl@mail.cmu.edu.tw 

mailto:slchen@sunrise.hk.edu.tw;slchen@hk.edu.tw
mailto:w6688@ndmctsgh.edu.tw
mailto:scshun@nycu.edu.tw
mailto:chouping@isu.edu.tw
mailto:hychiu0315@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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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 委員 楊政議 
大葉大學護理暨健康學院教授兼護理學系

主任 
arcoyang@mail2000.com.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白香菊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pai55215@ms41.hinet.net 

學術委員會 委員 高綺吟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chiyinkao@mail.ncku.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張玉梅 亞東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fk001@mail.oit.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黃正宜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huangcy@csmu.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黃玉苹 國立金門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yup@nqu.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雷若莉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兼護理系(所)

主任 
lilylei@hk.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張遠萍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fyucyp@gmail.com 

學術委員會 委員 蔣凱若 三軍總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carolyuchi@gmail.com 

學術委員會 委員 郭軒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hsuanjukuo@ntu.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楊惠娟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科助理教授 jiuan@sunrise.hk.edu.tw 

學術委員會 委員 游嘉瑋 恩主公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10826@km.eck.org.tw  

 

 職稱 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 電子信箱 

會員委員會 主任委員 潘雪幸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暨系主任 pshing2001@gmail.com 

會員委員會 監事 曾雅玲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兼副院長 
tyaling@mail.cmu.edu.tw 

會員委員會 理事/委員 簡莉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特聘教授 lychien@nycu.edu.tw 

會員委員會 
候補理事/ 

副主任委員 
葉子裴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tzupeiyeh@mail.cmu.edu.tw 

mailto:pai55215@ms41.hinet.net
mailto:yup@nqu.edu.tw
mailto:fyucyp@gmail.com
mailto:carolyuchi@gmail.com
mailto:hsuanjukuo@ntu.edu.tw
mailto:jiuan@sunrise.hk.edu.tw
mailto:10826@km.eck.org.tw
mailto:tzupeiyeh@mail.cmu.edu.tw


會員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藍湘勻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副教授 shinnylan@gmail.com 

會員委員會 委員 周繡玲 
亞東科技大學醫護暨管理學院教授兼醫護

暨管理學院院長及護理系系主任 
CHL@mail.aeust.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蔡麗雲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兼護理學院院長 108694@ctust.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林惠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特聘教授兼護理學

院副院長暨護理系主任 
hungru@ntunhs.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許玉雲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yuht12@mail.ncku.edu 

會員委員會 委員 陳淑卿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shuching@gw.cgust.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顏文娟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wyen@csmu.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林淑媛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m845008@kmu.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劉  芳 
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暨長期照護學系副

教授兼主任 
fangliu@tmu.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陳金彌 天主教輔仁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28135@mail.fju.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林佳慧 三軍總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andyy520@yahoo.com.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林麗華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lhlin@vghtpe.gov.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王維芳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副主

任 
820hosp@gmail.com 

會員委員會 委員 楊雅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ylyang@ntu.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張瓈方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臺北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及教學部

副主任 

a27838181@gmail.com 

會員委員會 委員 張瑀玲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ylchang@mail.cgu.edu.tw 

mailto:shinnylan@gmail.com
mailto:chl@mail.oit.edu.tw
mailto:128135@mail.fju.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李琳琳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805153@sunrise.hk.edu.tw 

會員委員會 委員 陳淑娟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授 sandra@ntin.edu.tw 

 

 職稱 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 電子信箱 

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王采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所特聘教授 tsaejyy@ntunhs.edu.tw 

編輯委員會 監事 蔣立琦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lichichiang@gmail.com 

編輯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李淑杏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shl@csmu.edu.tw 

編輯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陳夏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shiah90@gmail.com 

編輯委員會 候補理事/委員 張榮珍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副教授 jungchenchang@ntu.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陳俞琪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教授 ycchen2@nycu.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wangsc@tzuchi.com.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梁鈞瑜 國防醫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liang.yuyu0716@gmail.com 

編輯委員會 委員 陳綱華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khc@mail.cgu.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劉英妹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ymliu@mail.cgust.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楊佩陵 國防醫學院護理系助理教授 purepaya@hotmail.com 

編輯委員會 委員 林室均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sclin@kmu.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林玉萍 亞東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fk014@mail.oit.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張祐瑄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授 fionachang@ntin.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林婷茹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兼護理科

主任 
8mn4@ctcn.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陳蓓蒂 
耕莘健康管理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

授兼組長 
bettyok@ctcn.edu.tw 

mailto:805153@sunrise.hk.edu.tw
mailto:lichichiang@gmail.com
mailto:jungchenchang@ntu.edu.tw
mailto:ycchen2@nycu.edu.tw
mailto:wangsc@tzuchi.com.tw
mailto:purepaya@hotmail.com
mailto:sclin@kmu.edu.tw
mailto:fionachang@ntin.edu.tw
mailto:8mn4@ctcn.edu.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戴宏達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htdai@vghtpe.gov.tw 

編輯委員會 委員 莊蕙婉 三軍總醫院督導長 huiwan12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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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主任委員 江慧珣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sheisvivian@gmail.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監事 廖珍娟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jiuanliaw@gmail.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王靜枝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ns127@mail.ncku.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邱惠鈴 台北醫學院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reiko@tmu.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常務理事/委員 陳桂敏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教授 
kmc@kmu.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理事/委員 鍾明惠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教授兼副院長 minhuey300@tmu.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理事/委員 高啟雯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chiwenako@ndmctsgh.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候補理事/委員 顏妙芬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miaofen@mail.ncku.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吳麗敏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painting@kmu.edu.tw 

mailto:huiwan1221@gmail.com
mailto:jiuanliaw@gmail.com
mailto:reiko@tmu.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劉淑芬 

萬芳醫院護理部主任/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

系兼任助理教授 

101043@w.tmu.edu.tw;Nana80704@gmail.

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陳玉如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副教授 judychen@mail.ndmctsgh.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宋惠娟 

慈濟科技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副教授兼所

長 
sung@ems.tcust.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陳律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助理教授 annychen@nycu.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林挺迪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r98426015@gmail.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林佩昭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payjau@gmail.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胡芳文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kokojhlin@gmail.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謝佩倫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peilun914@gmail.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邱宜令 

輔英科技大學助產婦嬰健康照護系助理教

授 
chiou910@gmail.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陳孟勤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兼護理科

主任 
s288104@st.yuhing.edu.tw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楊惠如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兼護理科

主任 
yangleo5433@gmail.com 

mailto:101043@w.tmu.edu.tw;Nana80704@gmail.com
mailto:101043@w.tmu.edu.tw;Nana80704@gmail.com
mailto:judychen@mail.ndmctsgh.edu.tw
mailto:sung@ems.tcust.edu.tw
mailto:annychen@nycu.edu.tw
mailto:chiou910@gmail.com
mailto:yangleo5433@gmail.com


國際事務暨

社區委員會 
委員 胡瑞桃 基隆長庚醫院護理部督導 sheri0930@cgmh.org.tw 

 

 

 職稱 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 電子信箱 

財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智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特聘教授兼校長 meay@mail.ncku.edu.tw 

財務委員會 常務監事 劉影梅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特聘教授 ymliou@nycu.edu.tw 

財務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會計 尹  玓 三軍總醫院護理部主任 edenstud@gmail.com 

財務委員會 理事/委員 周汎澔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特聘教授 fanhao@kmu.edu.tw 

財務委員會 委員 于博芮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b00095@mail.fjuh.fju.edu.tw 

 

mailto:meay@mail.ncku.edu.tw
mailto:ymliou@nycu.edu.tw
mailto:fanhao@kmu.edu.tw
mailto:b00095@mail.fjuh.fj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