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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期刊


Shu-Fen Su*,& W.-T. Yeh (2021). Music Interventions in Percutaneous
Coronary Procedures: A Meta-Analysis. Clinical Nursing Research (SSCI),
January,30(2),135-145. (為通訊作者)



Shu-Fen Su*,&M.-S.Wu (2021). Arrhythmia Percep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Bradyarrhythmia Patients Following Permanent Pacemaker Implantation
(SSCI)Clinical Nursing Research,January,30(2),183-192.(為通訊作者)



S.N. Lin, Shu-Fen Su*, W.-T.Yeh (2020). Meta-analysis: effectiveness of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care for elderly following hip fracture surgery. Wester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SSCI), April,42(4),293-305.(為通訊作者)



Shu-Fen Su, M.-S.Wu*, W.-T.Yeh & Y.-C.Liao (2020) Effects of Lumbar
Fusion Surgery with ISOBAR Devices Versus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Surgery on Pain and Dis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egenerative
Disease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Surgery (SCIE), Jan, 33(1),
79-93.
Shu-Fen Su, & He, C.P.* (2019) Type D Personality,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Ethnic Chines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atients
Undergoing a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Psychological Reports (SSCI), June, 122(3), 988–1006.
Shu-Fen Su, Chang, M.Y., Wu, M.S., & Liao, Y.C.* (2019) Safety and efficacy
of using vascular closure devices for hemostasis on sheath removal after a









transfemoral arte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Japan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SSCI), April 16, 172-183.
Shu-Fen Su, & Nieh, H.C.*(2018) Efficacy of forced-air warming for
preventing perioperative hypothermia and related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Practice (SSCI),2018 Oct;24(5):e12660.
Shu-Fen Su, Liao, Y.C.*, &Wu, M.S. (2018) Age and pain as predictors of
discomfor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femoral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s. Heart and Lung: The Journal of Acute and Critical Care (SCIE),
47(6), 576-583.



Nieh, H.C., & Shu-Fen Su*(2018) Efficacy of forced air warming system on
postoperative rewarming and comfort level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linical Nursing Research (SSCI), 27(5),
540-559.(為通訊作者)



Hsu, M.Y., Shu-Fen Su, Chiang, L.Y.*, Shih, S.J., & Chen, Y.C.(2018) Nurses'
Medical Futility Experience on Taking Care of Critical Patient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SSCI), April, 26(2), 80-87.



Shu-Fen Su, Chang, M.Y., & He, C.P.* (2018) Social support, unstable an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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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oke as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Nursing (SSCI), March, 33(2), 179-186.
Nieh, H.C., & Shu-Fen Su* (2016) Meta-analysis: Effectiveness of Forced-Air
Warming for Prevention of Perioperative Hypothermia in Surgical Patient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SSCI), 72(10), 2294–2314.(為通訊作者)
Shu-Fen Su, Jenkins, M. & Liu, P.E. (2011) Nurses’ perceptions of leadership
style in hospitals: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SSCI),
21(1-2), 272-280.
Shu-Fen Su*, Boore, J., Jenkins, M., Liu, P.E., &Yang, M.J. (2009) Nurses'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in relation to their occupational stress.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SSCI), Nov, 18 (22), 3172-3180. (為通訊作者)
蘇淑芬、葉文婷、麥育英* (2021)運動活動對初次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病
人憂鬱及日常活動能力之影響:追蹤性研究，澄清醫護管理雜誌，已接受，
刊登中。
廖盈謹、蘇淑芬* (2020)使用 Glutamine 治療於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患者之
實證照護，台灣專科護理師學刊，11 月，7(1)，44-50。(為通訊作者)
蘇淑芬、吳孟珊、張君伃* (2019)探討合併藥物治療對雙 J 導管置入患者疼
痛及泌尿症狀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榮總護理，9 月，36(3)，292-303。
吳孟珊、蘇淑芬*、蘇宣穎(2019)肢端肥大症之治療趨勢與護理，台灣專科
護理師學刊，3 月，6(1)，34-40。(為通訊作者)
蘇淑芬、蘇宣穎、吳孟珊* (2018)頸動脈狹窄患者置放頸動脈支架之護理，
護理雜誌，65(6)，104-110。
蘇淑芬、何崇萍、吳孟珊*(2018)憂鬱症影響冠心症患者不良預後及生活品
質，台灣專科護理師學刊，5(1)，75-82。
蘇淑芬、吳孟珊*、林英超(2018) ISOBAR 動態內固定裝置對腰椎退化行腰
椎融合手術患者疼痛、失能及合併症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澄清醫護管
理雜誌，14(1)，39-51。
廖盈謹、蘇淑芬* (2017)應用分子吸附再循環系統治療嚴重肝衰竭之護理，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刊，3(1)，78-83。(為通訊作者)
廖盈謹、蘇淑芬* (2017) 照護一位罹患史帝芬強生症候群併發毒性表皮壞死
溶解症患者的加護經驗，弘光學報，79 期，35-46。(為通訊作者)
何崇萍、蘇淑芬* (2016)探討憂鬱對冠心病患者生活品質及不良預後的影響:
系統性文獻回顧，弘光學報，78 期，47-64。(為通訊作者)
吳孟珊、蘇淑芬* (2016) 動態內固定裝置(ISOBAR)應用於腰椎融合手術之
護理，護理雜誌，63(2)，120-126。(為通訊作者)
張珮毓、蘇淑芬* (2016)發炎性腸疾病之臨床處置與照護，台灣專科護理師
學刊，2(1)，65-71。(為通訊作者)
李叡筠、蘇淑芬* (2016)急性食道穿孔之臨床治療與護理，台灣專科護理師
學刊，2(1)，81-88。(為通訊作者)
廖盈謹、蘇淑芬* (2015) 探討血管閉合裝置對股動脈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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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及預防血管合併症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11(4)，






330-340。(為通訊作者)
林韋伶、蘇淑芬*、李威傑、李政鴻(2015)減重手術對肥胖患者身體心像之
影響，護理雜誌，62(1)，5-57。(為通訊作者)
廖盈謹、蘇淑芬* (2015) 血管閉合裝置與傳統止血對由股動脈行經皮冠狀動
脈介入術後止血效益之統合分析，榮總護理，32(3)，291-310。(為通訊作者)
林韋伶、蘇淑芬* (2014)探討減重手術與肥胖病患身體心像之關係，秀傳醫
學雜誌，13(1,2)，47-53。(為通訊作者)
范雅芬、蘇淑芬*、李君儀(2014)達文西機器人輔助微創手術於心臟病的應
用與護理 馬偕護理雜誌，8(2)，7-15。(為通訊作者)
范雅芬、蘇淑芬* (2013)胸主動脈剝離患者死亡率及相關因素探討 弘光學

報，72 期，22-31。(為通訊作者)


施瓊芬、蘇淑芬*、王守玉(2012)加護病房單位文化對重症護理人員執行發
燒處置決策之影響。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8(2),128-136。(為通訊作者)



王秀梅、蘇淑芬*、劉波兒、王建得(2012)新移民母親陪同孩童急症就醫之
經驗.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8(1),14-23。(為通訊作者)
姚遠賢、謝東呈、蘇淑芬、王守玉(2011)現今大腸癌之治療趨勢. 弘光學報，
9 月，65 期，72-92。
劉諺羲、劉波兒、蘇淑芬* (2011)影響護理人員的護理專業形象與留任意願
之相關因素探討澄清醫護管理雜誌，4 月份，7(2)，61-68。(為通訊作者)
王秀韻、劉波兒、蘇淑芬* (2011)一位罹患急性心肌梗塞合併心因性休克患
者之護理經驗弘光學報，4 月，62 期，1-12。(為通訊作者)














蘇淑芬*、劉波兒、蘇宣穎 (2010) 探討護理人力與病患負向結果及死亡率
之關係澄清醫護管理雜誌，4 月份，6(2)，36-43。(為通訊作者)
張婉儀、劉波兒、蘇淑芬(2010)協助一位再次不足月早期破水經產婦之護理
經驗．若瑟醫護雜誌 ，6月，4(1)，87-98。
張雅萍、蘇淑芬、劉波兒(2010)一位脊髓壓迫損傷病患之加護護理經驗．弘
光學報，3月，58期，1-12。
陳雅鵬、蘇淑芬、劉波兒(2010)協助一位青年酗酒併發急性胰臟炎之護理經
驗．弘光學報，3月，58期，45-56。
陳秋雲、蘇淑芬、劉波兒、張毓芬(2009)一位糖尿病截肢手術病患之護理經
驗．弘光學報，8 月，56 期，27-38。
周翠蓉、蘇淑芬* (2008)照顧一位因肝臟撕裂傷合併休克個案之加護護理經
驗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10 月份，4(4)，29-36。(為通訊作者)
劉波兒、蘇淑芬、林麗君、劉麗芳 (2008) 台灣某科技大學學生對芳療保健
學習需求與教學滿意度之探討澳門護理雜誌，12 月，7(2)，18-22。
王苔瓊、蘇淑芬、李琳琳、劉波兒（2008）一位慢性腎衰竭病患初次接受血
液透析之護理經驗．弘光學報，12 月，54 期，27-40。
楊錦雲、黃麗霞、蘇淑芬、劉波兒（2008）照顧一位手臂壓傷糖尿病患者之
護理經驗．弘光學報，12 月，54 期，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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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
申請單位

科技部

教育部

計 畫 名 稱
護理師主導之衛教行動應用程式 App 對植
入永久性心臟節律器病人心律不整感知、
憂鬱、生活品質之成效
運用問題導向學習及情境模擬教學之混成
教學策略以增進護生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
決能力-以二技成人護理學為例
探討行動智慧應用裝置對經皮冠狀動脈介

入術病人自我照顧效能、生活品質、出院
照護需求及不良預後之成效
探討性別對冠狀動脈介入術患者術後疼
科技部
痛、不適感、憂鬱及出院照護需求之影響
應用智慧數位科技模擬裝置於臨床擬真情
教育部
境教學及 GAS 回饋法以翻轉急症護理學
之教學實踐研究
探討慢性病患及家屬決定使用安寧緩和照
科技部
護的歷程
探討自控式硬膜外止痛與自控式靜脈止痛
台中榮總與中科
對心臟、腹部、脊椎外科重大手術患者術
大產學合作
後止痛及住院日數的影響
澄清綜合醫院中 自我效能照護模式對髖部骨折手術年長者
港分院與中科大 自我照顧效能、身體活動度及生活品質之
產學合作
成效探討
108 年度學校護理人員照護重症兒童知能
教育部
進階研習計畫(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比較腰椎融合手術併用動態穩定裝置
國立中科大
(ISOBAR)與後位腰椎融合手術(PLIF)對
校內學術研究計
腰椎退化疾病患者疼痛、生活品質及功能
畫
限制之成效

計劃內
擔任工作
主持人

2021.8.1~
2023.07.31

主持人

2021.08.1~
2022.07.31

主持人

2020.8.1~

科技部

澄清綜合醫院中 探討疲憊、運動行為與社會支持對經皮冠
港分院與中科大 狀動脈介入術患者憂鬱程度之影響
產學合作

執行期間

2022.07.31
主持人

2019.8.01~

主持人

2021.04.30
2019.08.1~
2020.07.31

共同主持人
主持人

2018.08.1.~
2021.07.31
2019.01.1.~
2019.12.31

主持人

2019.01.1.~
2019.12.31

協同主持人

2019.08.1.~
2019.11.30
2019.01.1.~
2019.10.31

主持人

主持人

2018.01.1.~
2018.12.31

※專書


蘇淑芬(2016)吞嚥困難之護理．疲勞之護理．於陳偉鵬等(合著)，症狀護理學(三



版)(2016)．台北:華杏。
蘇淑芬(2017) 內分泌護理．於吳孟凌等(合著)，急重症護理學(2017)．台北:
華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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