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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期刊 

一、中文 

張彩秀、高玉貞、熊德筠、劉千琪、王俊堯、陳妮婉(2017)‧血液透析病患之營養狀況及其相關因

素之探討‧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16(1)，1-12。 

許秀蜂、劉千琪(通訊作者)(2014)‧照顧一位頭部外傷嬰兒瀕臨死亡之護理經驗‧澄清醫護管理雜

誌，10(2)，45-56。 

陳夏蓮、黃采薇、劉千琪、李薇莉(2014)‧情境模擬教學與學習理論於護理教學之應用‧榮總護理

雜誌，31(3)，220-225。 

劉千琪、陳月枝(2011)‧母育信心之概念分析‧長庚護理，22(4)，472-478。 

 劉千琪、洪麗珍、郭憲文(2001)‧失能患者日常生活活動與其生活滿意度之相關性‧  

   Mid-Taiwan Journal of Medicine, 7(4), 157-166。 

 洪麗珍、劉千琪、郭憲文、黃美娜、張麗華、林菊枝(1999)‧主照顧者接受照護指導 

   對居家長期臥床病患照護之影響‧護理研究，7(4)，363-375。 

二、英文 

Chen, S.L., Huang, T.W., Liao, I.C. & Liu, C. C. (2015).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imulati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ventory.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68(4), 908-918. [SCI, SSCI] 

 Liu, C.C. , Chen Y.C., Yeh, Y. P. & Hshie, Y.S. (2012). Effects of maternal confidence and competence 

o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in newborn car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68(4), 908-918. [SCI, SSCI]  



Hung, L. C., Liu, C. C., Hung, H. C., & Kuo, H. W. (2003). Effects of a nurs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on 

disabled patients and their caregivers.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36(3), 259-272. 

Hung, L. C., Liu, C. C., & Kuo, H. W. (2002). Unmet nursing care needs of home‐based disabled 

patient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40(1), 96-104. 

 

※ 專書 

劉千琪(2012)‧ 產後婦女於產後早期其社會支持、母育信心、母育能力與母職壓力之關係：多層次

分析‧ 台北：臺灣大學護理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劉千琪(2017)‧ 實用兒科護理(8 版)‧ 於陳月枝編著‧ 台北：華杏。 

劉千琪(2014)‧ 實用兒科護理(7 版)‧ 於陳月枝編著‧ 台北：華杏。 

劉千琪(2010)‧ 實用兒科護理(6 版)‧ 於陳月枝編著‧ 台北：華杏。 

劉千琪(2008)‧人類發展學‧於胡月娟編著‧台北：華格那。 

劉千琪(2007)‧ 實用兒科護理(5 版)‧ 於陳月枝編著‧ 台北：華杏。 

劉千琪(2007)‧ 實用兒科護理(4 版)‧ 於陳月枝編著‧ 台北：華杏。 

劉千琪(1994)‧ 學齡前期住院兒童的氣質與其住院前、中、後的行為反應之相關性探討‧ 台北：臺

灣大學護理學系研究所 碩士論文。 

※  研討會論文 

 Chien-Chi Liu (2015.03.26). Related Factor of Mothers and Fathers Beliefs About Infant Crying. ACP 

2015 conference. (Osaka, Japan) 

 Chien-Chi Liu (2014.09.11). Related Factor of Mothers and Fathers Beliefs About Infant Crying.  

APNRC conference. (Taiwan) 

 Chien-Chi Liu (2014.06.04).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on infant care in the Postpartum Period of 

Postpartum Women.” The 1st Asian Congress in Nursing Education：Transformative Nursing Education 

for Global Health (Tailand) 

 Chien-Chi Liu (2008.2). “Correlation of the Mothers’ Parenting Stress, Maternal Confidence and 

Maternal Competence in infant care at Early Motherhood.” (Tailand) 

 Chien-Chi Liu (2008.2). Study on Maternal Competency and Related Factors of Infant Care during the 

Period of Early Motherhood. (EAFON) 

 



※ 研究計劃 

一、科技部研究計劃 

劉千琪、張彩秀、陳夏蓮、李時雨‧情境模擬教學對新手護理人員於文化溝通能力之成效‧ 

  計畫編號：MOST105-2511-S-241-006。105.08.01~107.07.31。(計畫主持人) 

劉千琪、張彩秀‧父母面對嬰兒哭鬧行為的信念、親職壓力與處理之相關因素探討及介入性研究‧ 

  (兩年期研究)  計畫編號：MOST105-2511-S-241-006。105.08.01~107.07.31。(計畫主持人) 

 

二、產學合作研究計劃 

陳佳純、劉千琪‧照顧一位藥物戒斷症候群新生兒的護理經驗‧2018年度光田醫院與弘光科技大學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HK-106-096。107/02/01~108/01/31。(計畫主持人) 

陳夏蓮、饒瑞玉、葉月珍、劉千琪‧臨床實習教學與學習成效評值‧2017年度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

院與臺中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研究計畫。CCGH-NTU-106-001。106/02/01~106/01/31。(協同主持人) 

劉千琪、林佩儀‧新手父母面對育嬰照護之介入性研究‧2015年度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與弘光科

技大學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HK- CCGH 104-05。104/01/01~105/07/31。(計畫主持人) 

劉千琪‧107年公衛護士健兒門診服務進階教育訓練計劃‧彰化縣衛生局委託。107.05-107.11。(計

畫主持人) 

劉千琪‧106年公衛護士健兒門診服務進階教育訓練計劃‧彰化縣衛生局委託。106.05-106.12。(計

畫主持人) 

劉千琪‧105年公衛護士健兒門診服務進階教育訓練計劃‧彰化縣衛生局委託。105.05-105.12。(計

畫主持人) 

劉千琪‧104年公衛護士健兒門診服務進階教育訓練計劃‧彰化縣衛生局委託。104.05-104.12。(計

畫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