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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著作目錄 
 (A)期刊論文 

 

英文期刊 

Lu, S. F., Lo, C. H., Sung, H. C., Hsieh, T. C., Yu, S. C., & Chang, S. C. (2013).  

Effects of group music intervention on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 with 

schizophrenia. Complement Ther Med, 21(6), 682-688. doi: 

10.1016/j.ctim.2013.09.002(2013,IF:2.216)【第一作者】 

中文期刊 

劉佳萍、江國誠、陸秀芳(2014) ・運用 Watson 關懷理論合併園藝活動 

    照護一位老人憂鬱症患者之經驗・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13(5),88-98。本 

    人為通訊作者。 

陸秀芳（2014）・慈濟大學護理教育成果・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 

   誌，13(4),16-23。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邱栩涵、陸秀芳(2014)・運用 Peplau 人際關係理論照顧一位適應性疾患青少年的護理經驗。志

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13(1)，80-89。【通訊作者】 

陸秀芳、謝家柔、章淑娟(2013)・以焦點團體探討精神分裂症患者初次參與團體音樂介入的主

觀經驗・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9(3)，192-198。doi: 0.6225/jnhr.09.3.192【第一作者】 

陸秀芳(2013)・十二倍的母愛・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12(3)，60-62。  

陸秀芳(2012)・前進蘭嶼─跨文化服務學習成果分享・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11(3)，28-33。 

陸秀芳、陳靜修(2011)・從社會新聞見護理真情・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    10(3)，16-17。

【第一作者】 

石欣蓓、陸秀芳、張幸齡(2008)・一位精神分裂症個案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之護理經驗。

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7(1)，116-125。【通訊作者】 

陸秀芳(2010)・護理真諦－談護理教育的志工服務學習・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9(3)，28-33。 

陸秀芳(2009)・志工路養護理心・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8(3)，50-52。 

陳巧菱、陸秀芳(2007)・一位喪子後併發憂鬱症個案之護理經驗・志為護理-慈濟護理雜誌，

6(5)，116-124。【通訊作者】 

吳麗芬、周青波、陸秀芳、曾惠楨(2006)・團體懷舊治療實務指引之研發・實證護理，2(3)， 

    173-179。【第三作者】  

陸秀芳(2005)・大林慈濟醫院林俊龍院長專訪・慈濟護理雜誌，4(4)，138-139。  

陸秀芳(2005)・心靈之旅－精神科護理學校外教學參訪活動・慈濟護理雜誌，4(1)，122-123。  

陸秀芳(2004)・應用 Rogers 護理理論於一位失智症患者・慈濟護理雜誌，3(2)，91-97。  

陸秀芳(2004)・我在慈濟大家庭・慈濟護理雜誌，3(2)，121-121。 

 

(B)研討會論文 

陸秀芳、陳淑月、章淑娟(2013)．好的護理-精神衛生護理人員的觀點．The 29
rd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p. 128. 

Lu, S.F., Chang, S. C (2012/4).Using Focus Groups to Explore the Group Music Therapy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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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tient with schizophrenia in psychiatric nursing home.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 Health Services.(p.p.204). 

Lu, S.F., Chang, S. C (2012/4).Effects of group music therapy on patient with schizophrenia in 

psychiatric nursing hom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 Health Services. (p.p.203). 

陸秀芳(2012) ．提前一哩的服務學習，探索護理生與精障者的初接觸．2012   

    卓越教學學術研討會，p20。國立宜蘭大學/台灣 

陸秀芳(2011) ． 當服務學習遇到了跨文化．慈濟大學人文關懷的研究與實  

    踐，P4。 

陸秀芳(2011) ．探索大學生參與「跨文化離島服務成長團體」之研究．2011 

    卓越教學學術研討會，p29。 

Lu, S. F.,Sung,H.C.,Chang, S. C.,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g Group Music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he 26th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A26。 

陸秀芳(2010) ．大學生參與「榮民之家服務成長團體」之學習成效．2010 卓 

    越教學學術研討會，p60。 

Lu, S. F.,Chang, S. C.,Cho, C.(2009)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elve-weeks  

    walking on improving body composition and psychiatric symptom among  

    overweight inpatient with schizophrenia．The 1
st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of World Academy of Nursung Science. 

陸秀芳、禚昌齡、章淑娟(2009) ．計步器健走活動對精神分裂症患者體重減 

    少的影響．The 25
rd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p. 107. 

陸秀芳、王文秀、吳月瑜、李佩芬（2008）懷舊治療對機構老人之成效探討． 

    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第四次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 p. 42. 

張幸齡、陳品貝、陸秀芳（2007）．某醫學中心精神科病房跌倒意外事件回溯 

    性分析探討．The 23
rd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p. 247. 

陳巧菱、陸秀芳、張幸齡（2007）．某醫學中心精神科病房出院準備服務完整 

    率之影響因素探討．The 23
rd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p. 247. 

馬玉琴、孫宜孜、陸秀芳（2007）．情緒管理課程對提升護理學系學生情緒智 

    慧之成效研究．The 23
rd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Conference, p. 267. 

Lu, S. F. (2006).The Effectiveness of Reminiscence Therapy on Improving  

    Depression, Self-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Elderly peopl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y Aging, Concurrent Session.p.47.  

陸秀芳、孫宜孜、李茹萍（2006）．團體懷舊治療對改善東部機構老人憂鬱、 

    自尊、生活滿意度之成效．慈濟大學 95 學年度學術研討會，P24 

Lu, S. F. (2005). Test a music therapy program's effectiveness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alcoholics. 16th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search Congress (14-16 July 

2005).(Accept) 

Lu, S. F. (2004). Effects of music therapy on improv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Alcoholics.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Annual Nurs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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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erence, p. 179.  

 

 

(C)專書及專書論文 

吳麗芬、卓良珍、周青波、陸秀芳（2002）．團體懷舊治療實務性措施及成效探討．台中榮

民總醫院研究成果報告 

陸秀芳、馬玉琴（2006）．95 年度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認養社區部落健康服務營計畫．行

政院衛生署補助計畫成果報告書 

陸秀芳等譯（2006）健康評估，台北：五南 

(D)技術報告及其他 

陸秀芳 (2013) ‧如何在照顧中善待自己 -失智症患者的照顧技巧‧發表於『花蓮女青  

    年會志工訓練』‧花蓮女青年會，台灣。(8/13) 

陸秀芳 (2013) ‧用聆聽打開他的心 -失智症患者的心理與溝通技巧‧發表於『花蓮 

     女青年會志工訓練』‧花蓮女青年會，台灣。(8/13) 

陸秀芳 (2013) ‧利他理念 -人才的培育以慈大護理學系為例‧發表於『2013 國際慈 

     濟人醫年會』‧花蓮慈濟醫院，台灣。(9/17) 

陸秀芳 (2012) ‧Peplau 人際關係理論‧發表於『護理部教育訓練』‧花蓮慈濟醫院，台 

     灣。(4/25) 

陸秀芳 (2012) ‧人際溝通技巧與運用‧發表於『護理臨床教師教育訓練』‧花蓮慈濟醫  

    院，台灣。 (6/5) 

陸秀芳 (2012) ‧臨床常見危機與處理‧發表於『護理臨床教師教育訓練』‧花蓮慈濟醫  

    院，台灣。 (6/15) 

陸秀芳 (2012) ‧支持性團體治療（含操作與演練) ‧發表於『精神衛生護理師實務能力培訓 

     課程』‧國軍花蓮總醫院，台灣。 (12/01) 

陸秀芳 (2011) ‧一位護校生的護理博班之路‧發表於『慈濟技術學院 100學年度第 1學  

     期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台灣。 (11/23) 

陸秀芳 (2011) ‧精神病患的社區復健‧發表於『花蓮縣 99年度第三次花蓮縣居家護理成 

     長營』‧花蓮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台灣。 (05/14) 

陸秀芳 (2010) ‧音樂抒壓與災後心靈陪伴‧發表於『災難後精神症狀處理及諮商研習 

     會』‧台東榮民醫院，台灣。 (05/14) 

陸秀芳 (2010) ‧以病患為中心的安全醫療照護‧發表於「提升精神科病患安全」研習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壽豐分院，台灣。 (10/29) 

陸秀芳 (2010) ‧懷舊治療‧發表於『從懷舊治療到安寧概念研習會』‧花蓮基督教女青  

    年會，台灣。 (11/29) 

陸秀芳 (2008) ‧專業間的衝突與壓力調適‧發表於『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  

    業人員進皆教育訓練』‧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台灣。 (10/31) 

陸秀芳 (2007) ‧社區精神病人照護模式及危機處置之經驗分享 :護理之家‧發表  

    於『社區精神病患照顧及緊急護送資源』研討會‧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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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台灣。 (10/22) 

陸秀芳 (2007) ‧衝突因應及壓力調適 -發展更具人性化的互動關係‧發表於『跨  

    領域團隊合作師資培育研習營』‧花蓮慈濟醫院，台灣。 (11/16) 

陸秀芳 (2007) ‧懷舊治療對老人憂鬱自尊生活滿意度成效探討‧發表於『活躍  

    老化 -老人照護及健康促進研討會暨論文發表會』‧花蓮慈濟大學，台灣。 

     (12/14) 

陸秀芳（ 2006）‧榮家老人懷舊關懷‧發表於『走入人群的護理』研習會‧慈  

    濟技術學院，台灣。 (5/ 11) 

陸秀芳 (2005）‧懷舊治療於臨床之應用‧發表於『輔助療法』研習會‧慈濟醫  

    院，台灣。 (5/26) 

陸秀芳 (2005)‧治療性溝通‧發表於『醫病關係與溝通技巧』研習會‧行政院  

    退輔會第六處‧玉里榮民醫院，台灣。 (8/26) 

二、 專題研究計畫 

執行期間(年/月) 計畫名稱 

(流水號) 

擔任職務 補助單位 主持人或共同/協

同主持人 

2002 

團體懷舊治療實務性措施

及成效探討
TCVGH-917421C 

治療者 台中榮總 共同協同主持人 

2003 

團體懷舊治療實務性措施

及成效探討

TCVGH-927409C 
治療者 台中榮總 共同協同主持人 

2005/01~ 

2005/12 

懷舊治療團體對改善東部

機構老人憂鬱、自尊及生活

滿意度之成效
TCMR-C93010 

治療者、研究主

持人 
慈濟大學 主持人 

2005/01~ 

2005/12 

音樂治療對改善精神分裂

症患者人際互動、自我概念

之成效 VHYL-9403 

專家指導 

共同主持人 
玉里榮民醫院 共同主持人 

2005/08~ 

2005/12 

護理產業勞動條件之改善

以提升健康照護品質之方

案 

 

共同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健康照護處 
共同主持人 

2006/08~2006/11 
認養社區部落健康服務營

計畫 
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健康照護處 
主持人 

2006/01~ 

2007/06 

護理人員之社會真實 

 
臨床督導 慈濟大學 共同主持人 

2008/04~ 

 

中低強度運動介入對慢性

精神分裂症之成效 
共同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玉里醫院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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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0~ 

2009/09/30 

98 年度原住民及離島地區暑期大

專青年社區部落健康服務營計畫 
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健康照護處 
主持人 

2011/01/01~ 

2012/06/30 

好的護理-比較精神衛生護理人

員與精神病患及家屬的觀點 
共同主持人 花蓮慈濟醫院 共同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