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臨床技術教學中心設備目錄 
項次 設備名稱 項次 設備名稱 

1 多功能護理實習假病人 26 中央氣體及抽吸設備 

2 病床 27 氧氣設備（移動式） 

3 屏風 28 電腦液晶螢幕 

4 床旁桌 29 液晶投影機 

5 懸掛式點滴架 30 電動螢幕 

6 治療車 31 notebook 

7 護理工作車 32 擴音設備 

8 血糖機 33 DVD 光碟機 

9 電子血壓計 34 VHS 放影機 

10 電子水銀血壓計 35 翻身枕 

11 水銀血壓計 36 臀部肌肉注射模型 

12 One-way 聽診器 37 透明臀部肌肉注射模型 

13 Two-way 聽診器 38 透明上肢肌肉注射模型 

14 吹風機 39 手臂肌肉注射模型（穿著式） 

15 躺式輪椅 40 皮內注射模型 

16 推床 41 女性導尿灌腸訓練模型（穿著式）

17 換藥車 42 灌腸練習模型 

18 UD 車 43 男性外生殖器 

19 耳溫槍 44 透明男性導尿模型 

20 六人衣櫃 45 透明女性導尿模型 

21 九人內務櫃 46 壓瘡護理模型組（穿著式） 

22 鐵櫃 47 階梯座位 

23 雙面磁白板 48 移位板 

24 折疊椅 49 上下牙齒模型 32 只牙 

25 抽痰機（移動式）   

  

二、身體評估與檢查設備目錄 
項次 設備名稱(模型) 項次 設備名稱(儀器) 

1 男性骨盆模型 2 肩掛式乳癌檢查模型（黃皮） 

3 肩掛式乳癌檢查模型（黑皮） 4 半身式乳癌檢查模型 

5 皮下脂肪測定器 6 脊柱骨側彎測定器 

7 乳房病變模型 

9 電子防潮箱 

8 女性骨盆模型 NASCO  

LF01060~2 

項次 設備名稱(儀器) 項次 設備名稱(儀器) 

1 「學生」工具箱內有六項器材： 

音叉*1、扣診鎚*1、筆式手電筒*1、

皮尺*1、單人聽診器*1、測角器*1 

2 「考試用」工具箱內有八項器材：

音叉*1、扣診鎚*1、筆式手電筒*1、

皮尺*1、單人聽診器*1、測角器*1、

五官鏡*1、直尺*2 



3 「教師」工具箱內有七項器材： 

音叉*1、扣診鎚*1、筆式手電筒*1、

皮尺*1、單人聽診器*1、測角器*1、

五官鏡*1 

4 「預備」工具箱內有七項器材： 

音叉*1、扣診鎚*1、筆式手電筒*1、

皮尺*1、單人聽診器*1、測角器*1、

五官鏡*1 

 

三、電腦自學中心教學光碟目錄 
項次 光碟名稱 項次 光碟名稱 

1 Taylor＇s video guide to clinical 
nursing skills(Module1~17) 

23 Depression a teenager＇s guide(身

心健康-青少年沮喪診療) 

2 
Bate＇s visual guide to Physical 
Examination(Volume1~18) 

24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The 

silent epidemic(醫療新知-性病傳

染) 

3 Lippincott＇s Pediatric 
Nursing-Complete set:student version 
(Volume1~3) 

25 Women and Depression(心理衛生-

女性與憂鬱症)  

4 Lippincott＇s Maternity 
Nursing-Complete set:student version 
(Volume1~4) 

26 
The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應) 

5 Human anatomy(Volume1~6) 27 The keys to the house(敲開我心門)

6 最後的禮物(1) ~(6)  28 Stretching 

7 With eyes open coping with 
death-Beyond Life and Death(心理學
專題-看透生與死) 

29 EKG Basic Rhythm Analysis(心電

圖基本的節律分析) 

8 With eyes open coping with 
death-Grief and Healing(心理學專題-
面對親人死亡) 

30 Cultural Assessment( 文 化 評 估

1997) 

9 With eyes open coping with 
death-Difficult Decisions:When a 
loved One Approaches Death(心理學
專題-親人臨終的抉擇) 

31 
Caring for the Antepartum 

Patient(產前病患的照顧) 

10 Acupressure massage(神奇的指壓按
摩法) 

32 Confidentiality: Who Needs To 

Know(保密：誰需要知道) 

11 

Reflexology massage 

33 Recognizing Abnormal Signs and 

Symptoms(異常徵象和症狀的辨

認) 

12 The Dangers of Melanoma(危險的黑
色素瘤) 

34 Physical Assessment of the 

Newborn(新生兒的身體評估) 

13 The Alzheimer＇s Mystery(年老專題

-老年癡呆症研討) 

35 Physical Assessment of a Child(兒

童身體評估) 

14 Understanding autism:A Biochemical 

Approach?(醫學天地-認識自閉症) 

36 Care of a Tracheostomy(氣管造口

術的照顧) 

15 Late-life Depression(心理學專題-探 37 Oral & Nasotracheal Suctioning(口



討老年憂鬱症) 腔與鼻氣管抽痰) 

16 白色希望(2 片) 38 Nclex-RN Review (With CD-ROM) 

17 
「選擇不急救」-公益廣告(2 片) 

39 Lippincott＇s Review for 

NCLEX-RN (With CD-ROM) 

18 蓮花往生淨土-尊嚴、簡約的佛化禮

儀 

40 新護理師捷徑（2005/9/2）(共 13

片) 

19 新護理師捷徑一套（2005/11/18）(共

9 片) 

41 創意家全民英語檢定學習評量系

統-中級聽力秘笈 

20 
智慧型護理系列題庫光碟 

42 創意家全民英語檢定學習評量系

統-中高級閱讀秘笈 

21 創意家全民英語檢定學習評量系

統-中級閱讀秘笈 

43 創意家全民英語檢定學習評量系

統-中高級聽力秘笈 

22 創意家全民英語檢定學習評量系

統-題組 
  

 

四、中醫護理教室設備目錄 
項次 設備名稱 項次 設備名稱 

傷科用物 把脈枕 傷科用物 屏風 

 毛巾  蒸氣機 

 浴巾  氣功機 

 大單  紅外線 

 被套  腳架 

 整脊床 按摩 紫雲膏 

中藥用物 煎藥壺(陶瓷)  活絡膏 

 藥缽  黃花油(+2 小罐) 

 藥匙(大中小)  耳豆板 

 藥粉刷  王不留行 

拔罐 塑膠拔罐器組(紅) 拔罐 玻璃火罐（1 號） 

 塑膠拔罐器組  玻璃火罐（2 號） 

 塑膠拔罐器(大)(舊)  玻璃火罐（3 號） 

 塑膠拔罐器(中)(舊)  玻璃火罐（4 號） 

 塑膠拔罐器(小)(舊)  酒精 

 玻璃拔罐器(特大)(舊)  打火機 

 玻璃拔罐器(大)(舊)  點火棒(棉棒) 

 玻璃拔罐器(中)(舊)  點火棒(棉棒)(舊)) 

 玻璃拔罐器(小)(舊) 刮痧 刮痧板(3.特大.黑色.魚型) 

刮痧 磁能舒經棒(40.黑牛角)  刮痧板(魚型)(舊) 

 刮痧板(4.波浪型.黃色)  刮痧板(梳子型)(舊) 



 指壓棒(圓珠.紅木)  刮痧板(兩面型)(舊) 

 指壓棒(槍型.牛角)  刮痧板(尖鈍型)(舊) 

針 銅人(210cm) 針 七星針拋棄式針頭 

 銅人(90cm)  針(皮內針)(宇光 200 支) 

 電針機  針（1''） 

 哈慈五行針  針（1.5''） 

 探穴筆(神探筆)  針（2''） 

 耳穴電探器  針（2.5''） 

 經絡卡  針（3''） 

 耳穴掛圖(3 張)  針（4''） 

 人體體表穴位圖  針(1",藍色)(已過期) 

 人體前面穴位解剖圖  針(1.5",黃色)(已過期) 

 人體後面穴位解剖圖  針(2", 綠色)(已過期) 

 人體側面穴位解剖圖  耳針 

 三稜針(大)(4 號)2.6mm  酒精棉片 BD(100 入) 

 三稜針(小)(2 號)1.6mm  酒精棉片(舊) 

 七星針（鐵）  乾棉球罐 

 七星針(舊)  棉花 

灸 長柄型溫灸筒 灸 爪灸(特長)(L 木鋁合金) 

 長柄型溫灸器(舊)  爪灸(中長)(M 木鋁合金) 

 固定式溫灸盒(舊)  爪灸(小)(S 木鋁合金) 

 艾粒(養根命 288 粒)  溫灸滾棒(大)內附灸條 

 艾粒(養根命 180 粒)  溫灸滾棒(小)內附灸條 

 艾粒(養根命 96 粒)  活絡灸條(10 入) 

 艾粒(針上艾粒)500  活絡灸條(8 入) 

 艾粒(舊)  鑷子 

 艾條(養命根,菊盒)  彎盆 

 艾條(舊)  治療盤 

 治療車 公書 呂素英（1998）中醫護理學 

中醫護理 

錄影帶 

實用推拿手法  柴瑞齋（2001）中醫概論 

 中醫護理保健按摩  湯泰元（2004）中醫精髓圖解 

 小兒保健和疾病按摩 
 中國藥膳研究會（2005）中醫藥

膳培訓教材 

 正確的刮痧拔罐健康法  印會河（2004）中醫基礎理論 

 舌診（一）  邱茂良（2002）針灸學 

 舌診（二） 公書 岑擇波（2005）中醫傷科學 

公書 李翠芬等(2006)中醫傷科  凌一揆（2002） 中藥學 



護理學 

 

五、健康促進研究中心儀器目錄 
項次 設備名稱 項次 設備名稱 

1 身體組成分析儀 (Genius-220) 2 身體組成分析儀 (X-s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