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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桂敏教授 專題研究計畫 (2017.4.更新)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執行 
情形 

經費總額 

106 年「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服務計畫(TB0205) 
主持人 

2017/01/01 至

2017/12/31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 
 

執行中 900,000 

活到老學到老，越活越健康--銀髮族

健康運動處方 
(MOST105-2515-S-037-001-MY3) 

共同主持人 
2016/10/01 至

2019/09/30 
行政院科技部 執行中 11,000,000 

爆發力迴饋訓練對運動功能障礙症候

群之效益研究 
(MOST105-2410-H-037-008) 

共同主持人 
2016/08/01 至

2017/07/31 
行政院科技部 執行中 811,000 

社區老人之「養生律動經絡拳」實證

介入措施發展及成效評量(MOST104-
2314-B-037-041-MY3) 

主持人 
2015/08/01 至

2018/07/31 
行政院科技部 執行中 2,325,000 

104-106 年身心障礙者居家復健服務

（TB0276） 
主持人 

2015/01/01 至

2017/12/31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執行中 596,520 

105 年「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服務計畫(TB0205) 
主持人 

2016/01/01 至

2016/12/31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 
 

已結案 750,000 

105 年「高雄市私立老人長期照顧機

構評鑑方案」(TB0227) 
主持人 

2016/04/27 至 
2016/12/3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已結案 636,000 

臨床照護指引的開發與應用：輔助與

另類醫療使用於糖尿病之評估與管理

(MOST104-2314-B-242-001) 
共同主持人 

2015/08/01 至

2016/12/31 
行政院科技部 執行中 598,000 

成效為本人才輩出計畫：「長期照護

研究人才」培植育成(TB0204) 
子計畫一 
主持人 

2013/01/01 至

2016/12/31 
教育部 已結案 4,050,000 

104 年「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服務計畫(TB0205) 
主持人 

2015/01/01 至

2015/12/31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 
 

已結案 750,000 

104 年「高雄市私立老人長期照顧機

構評鑑方案」(TB0227) 
主持人 

2015/04/21 至

2015/11/3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已結案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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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暨運動樂活推

廣專案(TB0226) 
主持人 

2015/08/12 至

2015/10/15 
高雄市體育處 已結案 80,000 

104 年度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職業訓

練計畫（FUR00004） 
主持人 

2015/05/02 至

2015/09/1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高屏澎東分署 已結案 852,800 

評價網路或紙本異常事件通報方式與

不同學習回饋方案介入對護理之家在

異常事件通報文化及通報效果的影響

(MOST103-2314-B-037-048) 

共同主持人 
2014/08/01 至

2015/07/31 
行政院科技部 已結案 751,000 

長期照護機構環境與失智症患者行為

精神障礙的相關性(MOST103-2314-
B-037-015) 

共同主持人 
2014/08/01 至

2015/07/31 
行政院科技部 已結案 950,000 

長期照顧機構失智老人之「輪椅彈力

帶健身操」實證介入措施發展及成效

評量（NSC102-2314-B-037-054-
MY2） 

主持人 
2013/08/01 至

2015/07/31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已結案 2,353,000 

103 年「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服務計畫(TB0205) 
主持人 

2014/01/01 至

2014/12/3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已結案 750,000 

103 年「高雄市私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

評鑑方案」(TB0227) 
主持人 

2014/05/09 至 
2014/11/30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已結案 600,000 

103 年「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職業訓

練計畫」（FUR00004） 
主持人 

2014/04/26 至

2014/08/08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高屏澎東分署 已結案 640,000 

103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暨身心障礙活

動(TB0226) 
主持人 

2014/08/20 至

2014/11/07 
高雄市體育處 已結案 60,000 

102-103 年「身心障礙者居家復健服

務」（B10216） 
主持人 

2013/01/01 至

2014/12/31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已結案 911,680 

102 年「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服務計畫(TB0205) 
主持人 

2013/01/01 至

2013/12/3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已結案 750,000 

高雄市老人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

（10237277500） 
共同主持人 

2013/06/01 至 
2013/12/10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已結案 1,500,000 

102 年「高雄市私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

評鑑方案」（TB0227） 
主持人 

2013/05/23 至 
2013/11/30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已結案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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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職業訓

練計畫」（FUR00004） 
主持人 

2013/06/17 至

2013/07/1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 已結案 300,000 

102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暨身心障礙運

動(TB0226) 
主持人 

2013/08/27 至

2013/11/07 
高雄市體育處 已結案 76,000 

社區弱勢兒童課後學習輔導計畫

（TB0212） 
主持人 

2013/03/18 至

2013/08/30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

會高雄市自強國際

同濟會 
已結案 160,000 

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臺試辦計畫 
-智慧健康醫療照護 

共同主持人 
2012/11/01 至

2014/03/31 
教育部 已結案 6,490,000 

「銀髮彈力帶健身操」於長期照顧機

構老人之發展、應用及成效評量

（NSC99-2628-B-037-066-MY3） 
主持人 

2010/08/01 至

2013/07/31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已結案 3,435,000 

提示系統策略對失智症的中高齡家庭

照顧者的照顧行為與負荷之研究

（NSC101-2410-H-037-013） 
共同主持人 

2012/08/01 至

2013/07/31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已結案 621,000 

國家重點產業政策之專業人才培育：

高齡長期照護人才培育計畫 
（U19604-1） 

子計畫 
主持人 

2011/08/01 至

2012/12/31 
教育部 已結案 3,551,550 

101 年「高雄市私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

評鑑方案」（T102002） 
主持人 

2012/06/01 至 
2012/11/30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已結案 600,000 

老人健康照護與運動之非藥物防治治

療方式計畫（KMUER009） 
總計畫 
主持人 

2011/12/01 至

2012/07/31 
高雄醫學大學 已結案 2,500,000 

專業繼續教育對護理人員高齡照護的

知識、態度與行為之影響 
（N10009） 

共同主持人 
2011/08/01 至 
2012/07/3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已結案 80,000 

老年人髖部骨折行內固定之照護模式

發展及成效探討：前驅性研究 
（N10010） 

共同主持人 
2011/08/01 至 
2012/07/3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已結案 80,000 

老人健康預測因子、健康評估系統、

及健康促進方案之發展、建置與測試 
（NSC97-2314-B-037-052-MY3） 

主持人 2008/08/01 至

2011/07/31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已結案 2,071,000 

探討老人對於死亡態度之研究 主持人 2010/02/01 至

2011/03/01 

財團法人佛光山 
慈悲社會福利 

基金會 
已結案 1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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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高雄市老人長期照顧機構品

質提昇方案」（FY98-RD-024） 
主持人 2010/04/26 至

2010/11/30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已結案 848,408 

99 年「高雄市私立老人長期照顧機

構評鑑方案」（FY98-RD-025） 主持人 
2010/05/10 至 
2010/09/15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已結案 552,915 

99 年「勞工安全教育訓練」(AI-
98011) 

主持人 2010/01/01 至

2010/05/31 
台灣電力公司 已結案 43,200 

藥師介入長期照顧機構之藥事照護

（DOH098-TD-D-113-098014） 
共同主持人 2009/03/01 至

2010/02/28 
行政院衛生署 已結案 1,200,000 

優質核心護理人才培育改進計畫 
（台技(四)字第 0980009741D 號） 

子計畫 
主持人 

2009/02/01 至

2010/01/31 
教育部 已結案 7,16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