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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領域

高齡學

家庭教育

課程與教學

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
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

現職與經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
院暨大健康產業創新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學系暨大健康
產業創新研究中心副教授教學人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學系暨大健康
產業創新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教學人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樂齡大學講師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照護產學合作中心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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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學

家庭教育

課程與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家政專長學分班（開設：生活資源管理）講
師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兒童與家庭服務系推廣學分
班（開設：家庭資源管理、家庭與社區）兼任
助理教授

嘉義市西區樂齡中心、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講
師

國立中正大學紫荊書院導師

財團法人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家庭教育）公
共事務部主任

財團法人生活品質文教基金會（高齡家庭教育
）課程規劃師

社教機構（如：家庭教育中心、社區大學、樂
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講師

現職與經歷



證照

專利發明

教育部家庭教育人員

美國SMRC慢性病自我管理帶領人

智慧點滴架(新型第M629407號)

研究計畫

藥品控管系統(新型第M635611號)

以結構方程模式探討患有慢性病之中

高齡者的靈性健康影響因素(科技部)

中高齡長期照顧者的老化態度、前瞻

因應能力與活躍老化學習需求之初探

鏈結區域資源升級長照專業-護你健

康、青銀共好標竿計畫

國內、國外學歷或資歷從事本國長期

照顧服務之分類、審認機制研析



獲獎紀錄

2021年USR EXPO計畫亮點故事獲獎

111年第二屆靈性關懷國際研討會主辦

的研究論文發表會獲得【口頭報告社會

實踐組-鉑金獎】

111年第二屆靈性關懷國際研討會主辦

的研究論文發表會獲得【獲得壁報社會

實踐組 銀獎】

研究計畫

國立技專校院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

輔導高級中等學校照顧服務科計畫

鏈結區域資源實踐在地長照連續性服務

模式計畫

技術型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

要與配套措施研訂計畫 總計畫

2022年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博覽會

人氣爆棚獎



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2022
Active aging of older adults in rural area after participating in 
seni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group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doi: 10.1080/03601277.2022.2091330.

Establishing core competencies and a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for the care service department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doi:10.3390/ijerph19021009.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are Knowledge and Disease Self-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 8488. doi:10.3390/ijerph19148488.

Re-enter the job market: job satisfaction and career transition 
competency among older and middle-aged adult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doi: 
10.1080/03601277.2020.1824696.

雙生涯家庭夫妻的家庭角色分工-以家庭生命週期觀點

2020

Taiwanese middle-aged and older caregivers’ need for 
life safety instructio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attitudes 
toward aging and proactive coping. Educational 
Gerontology，doi: 10.1080/03601277.2020.180069.

中高齡者智慧型手機使用動機與人際關係之相關研究

2017 新加坡快樂學堂樂齡學習者的心聲

2015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特色課程標準化作業流程（SOP）規
劃與實踐之探討。



著作目錄

2020
第六章家務管理。長期照護導論。臺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專書與其他著作

研討會論文

2021
雙生涯家庭夫妻的家庭角色分工與調適研究。第20屆海峽兩岸家庭
教育學術研討會-全球化思潮下華人家庭發展與教育，線上會議。

中高齡長期照顧者對於自我活躍老化的學習需求調查

缺血性腦中風之人工智慧影像輔助診斷。

大臺北地區中高齡者社會興趣及靈性健康相關研究

2020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of Long-term Care Department 
Establishment amo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n 2020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Conference, 
Kaohsiung, Taiwan.

2018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Care 
Courses and Employment Trend in Taiwan.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In 2018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Conference. Taiwan, 
Kaohsiu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market trend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long-term care.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In The 12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Korea, Seoul.

Cor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course development for 
supplementary foreign caregivers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in 
Taiwan.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In The 12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Korea, Seoul.

A study investigating cor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or “Department of Caring Services” in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In The 12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Korea, Seo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