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 色 卡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鍾聿虹、陳羿君、蔡宜妏、薛伊汝、
吳映萩、王思媛、隋安莉 

晨昏時型與網路成癮之探討: 以台灣大專生為例 

第二名 
葉婉榆、林廷真、蔡佳倫、林孟涵、
陳緯翰、郭旻儒 

網路運動社群參與分享行為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第三名 
趙巧瑋、高瑀琦、袁美霞、陳靜宜、
鄭安晴 

我國照顧服務員專業形象之探討 

第三名 
陳詩諭、陳晏汝、葉天欣、陳郁欣、
黃纓淇、林文雯、隋安莉 

睡前使用手機對睡眠品質的影響 

佳作 戴巧芸、鄭玉君、張雅雯 長期照護服務模式組合偏好之研究 

佳作 王素真、郭貴玲 
新進護理人員工作壓力現況調查-以南部某教學醫院為
例 

佳作 
黃姿樺、陳惠芳、彭明珠、曾淑芬、
張碩芳、成茵茵 

組織變革認知和工作績效與離職意願之研究-長期照顧
機構主管觀點 

大學海報1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 長期照護  + 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 + 健康產業管理)  



配 色 卡 

大學海報2 
( 醫務管理 + 醫療資訊 + 醫療品質 + 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 + 醫院行銷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郭彥宏、戴珮珺、陳莘雅、鍾佳汝、
陳粲宜 

比較財團法人醫院投入社會公益活動之影響因素：以2010
年～2015年財團法人醫院為例 

第二名 蔡易宏、張宜景、楊雅淳、蔡政修 兒童病患與其家長對兒童醫院門診滿意度比較之研究 

第三名 
夏韻筑、白佳原、李亞欣、趙于慧、
謝展維 

探討台灣大學生器官捐贈意願及政策看法 

佳作 
郭德貞、施景崴、劉家純、王靖涵、
劉鎂瑱、鄧芳雨 

醫界「五大皆空」對就醫可近性之衝擊研究 –以都會及偏
鄉中老年人為例 

佳作 
呂宜蓉、許立安、蔡宛汝、林川雄、
黃建財、黃麗玲、鍾燕宜、葉德豐 

不同市場特性牙醫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之比較 

佳作 
王國安、潘維廷、林昀瑋、林均諺、
江立達、王俊元、張鑫揚 

以合作學習模式推動醫護大學大數據技術應用實務-R語言
程式設計為例 

佳作 藍毓莉、林信妙、林芝儀、劉昕旻、
呂竟瑜、劉玳如 

門診病人就醫忠誠度之研究— 以醫院形象、知覺價值、關
係品質為主要變項 



配 色 卡 

研究生海報1 
( 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 + 長期照護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陳怡君、黃光華 、鄭奕帝、 
李建瑩 

腰部椎板切除術與憂鬱症之相關性研究 

第二名 林秀碧、楊秀適 、賴柔秀 
照顧服務員投入長照職場與繼續留任的影響因素探討─以台南市
104年度照顧服務員培訓班為例 

第三名 余養正、陳維恭 、謝嘉容 
酒精使用疾患增加罹患壞死性筋膜炎的風險- 台灣健保資料庫的
統計 

第三名 廖欣怡、廖宏恩 雲林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提供與滿意度分析 

佳作 
林美辰、謝璦如 、林應如、 
蔡輔仁 

台灣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臟疾病之全基因體遺傳變異相關性
分析 

佳作 張晋維、藍郁青、鍾季容 台灣極端高溫日酒精成癮病患急診就醫型態分析 

佳作 伍昀貞、廖宏恩 
利用傾向分數配對法重新評估苗栗縣卓蘭鎮衛生所糖尿病共同照
護網病患成效分析 

佳作 
廖雪宜、 葉德豐、張育嘉、 
黃麗玲 

民眾對社區型日間照顧之服務品質探討:以社區關懷據點為例 



配 色 卡 

研究生海報2 
(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林珮瑄、張世沛、馮兆康、黃麗玲、
黃建財、林川雄 

運動參與與手機依賴程度對生活品質之影響探討-以中部某科技大
學為例 

第二名 王芃穎、張世沛、 馮兆康、葉德豐、
黃建財、林川雄 

探討大學生手機成癮與運動習慣對睡眠品質的影響 

第三名 劉盈慧、林淑浣、林麗鳳 初步探討影響護理人員規律運動的主要影響因子 

佳作 
楊燕萍、邱雅鈴、顏元鴻、呂美君、
吳牧臻、柯萬盛 

慢性B型肝炎病患血清維生素D濃度和B肝病毒學指標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鄧雅榛、洪錦墩、程一雄、葉季森 
國中生休閒參與、體適能、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臺中市某公立國
中為例 

佳作 陳念娸、陳思穎、盧易呈、顏簡美珠、
謝幸燕 

醫療工作者超時工作與健康狀態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曾繁亞、徐慧娟、莊淑惠 運動與坐式活動與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品質之相關性探討 

佳作 張燕菱、趙建蕾、許哲瀚、龔建吉、
張馨云 

醫療從業人員流感疫苗接種行為及反應-以健康服務利用模式進行
因素探討 

佳作 洪瑞蓮、王中儀 探索台灣醫療人員罹患疾病種類及風險 - 統計分析與資料探勘 



配 色 卡 

研究生海報3 
( 醫療品質 + 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蘇恒萱、 洪錦墩、李建瑩、
黃光華 

藥事居家照護對高診次病人醫療利用之影響 

第二名 
柯依鳳、洪錦墩 、李建瑩、
黃光華 

「保險對象特定醫療資訊查詢平台」對安眠鎮靜藥品跨院重複
領藥之影響 

第三名 廖婉菁、馮兆康、張秀如 以IPA分析台中某區域醫院之門診醫療服務品質與病患忠誠度 

第三名 楊雅雯、謝淑惠 探討口腔癌病患治療後生活品質及其影響因素 

佳作 
何建賢、陳怡静 、洪弘昌、
蔡文正、郭娓吟 

論質計酬對糖尿病患失明之影響及相關因素探討 

佳作 
潘怡玟、許哲瀚、龔建吉、 
張馨云、趙建蕾 

某地區教學醫院住院病人跌倒受傷模式及預測因子之研究 

佳作 葉文瑜、張振榮 
利用Helios QA phantom評估模擬定位電腦斷層儀影像最佳空
間解析度 



配 色 卡 

研究生海報4 
( 醫務管理 + 醫院行銷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陳鍾岳、許弘毅 
安寧共同照護病患醫療資源耗用與醫療療效趨勢分析與預測因子
之探討 

第一名 賴慧瑄 比較氣管內管病人與氣切病人醫療資源使用 

第三名 賴淑芬、謝淑惠、郝宏恕 
Tw-DRG實施第二階段對內、外科系醫療費用及醫療品質影響之
差異分析 

佳作 
黃聖芬、張馨云、許哲瀚、
龔建吉 、趙建蕾 

工作輪調認知、組織公平與輪調意願之研究-以人體研究倫理審查
委員會行政人員為例 

佳作 
傅瑞萍、趙建蕾、許哲瀚、
龔建吉、張馨云 

由Maslow理論探討地區醫院行政人員需求與留任意願之關聯 

佳作 
郭佳倫、蘇宣銘、李亞欣、
黃宇萱、蘇冠倫 

抗失智患者中斷治療之相關因素探討 

佳作 洪錦墩、李淑芬、謝珊真 臺灣牙醫師人口比對民眾牙醫醫療利用之影響 

佳作 張曉慈、戴志展 醫師職別與醫學倫理四原則重要性認知之相關性 

佳作 施味君 哮喘患者憂鬱症的相關 



配 色 卡 

研究生海報5 
(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 + 健康產業管理 + 醫療資訊 + 其他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蘇佩瑾、張振傑 
以情感事件理論探討職場霸凌與身心健康之關係－某教學醫院護
理人員為例 

第二名 郭彥宏、 蘇美華、洪典澤、
陳綾穗 

比較共同照護模式對冠狀動脈心臟病自我照護之成效-以南部某
醫學中心為例 

第二名 郭彥宏、黃丹苓 、蔡靜萍、
陳綾穗 

病人賦權觀點中的線上醫病互動發展歷程 

第二名 洪錦墩、李淑芬 、李美文、
何清治、官錦鳳、王亭婷 

醫事檢驗人員罹患骨骼肌肉疾病之風險及其醫療利用 

佳作 鄭為元、黃光華 、鄭奕帝、
李建瑩 

台灣老人抗膽鹼用藥與肺炎發生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謝碧容、張芳瑜 
延伸任務-科技配適理論瞭解疾病分類人員對於ICD-10-
CM/PCS登錄系統之滿意度與績效 

佳作 蕭力禓、何玉鈴、蔡文正、
張永勳 

藥師對中藥藥事照護的認知、態度與執業行為之研究-以臺中市
社區藥師為例 



配 色 卡 

實務組海報 
醫療品質 ( 一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顏淑婷、王志榮、顏亦廷、
沈延盛、應純哲 

重大外傷病人照護品質及醫療資源耗用在專責外傷制度下之探討 

第二名 
廖柏景、羅月英、萬英純、
張肅婷、陳子勇、程久俊 

提升腰椎手術病患臨床照護品質 

第三名 林麗君、陳俞成 某精神科病房非自願性身體約束事件分析與檢討 

佳作 林麗君、陳俞成 運用個案管理模式提升唇顎裂病童主要照顧者之照護成效 

佳作 何奉珍、傅雅君、李雅惠 改善手術室換台等待時間之方案 

佳作 鄭雅蕙、陳芬如 
探討醫療資訊整合系統的導入對於改善醫療作業流程與提升醫療
品質的效益-以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救護系統為例 

佳作 
詹紹華、蔡明燕、邱智鈴、
王靜枝、林為森 

糖尿病共同照護於第二型糖尿病病人血糖控制及健康促進行為之
成效 

佳作 陳秋君、李彩緣 某地區醫院出院準備服務認知度提升之改善方案 



配 色 卡 

實務組海報 
醫療品質 ( 二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林美吟、張慈珍、劉懿嬋、劉桂瑛、
謝曉燕、陳靜玟、陳怡蓁、陳進裕 

運用資訊系統縮短住院病人放射線侵入性檢查之排檢耗費
時間 

第二名 
許珈綺、李興深、吳世望、陳畹祺、
隋安莉 

民眾對於非處方藥看法之探討-以嘉南地區為例 

第二名 陳曉嫺、王琇霈、沈淑惠、廖宏恩 胸腔內科病房主要照顧者執行接觸隔離措施之成效探討 

第二名 
黃鼎懿、張肅婷、林珀辰、黃湘茹、
梁慧婷、廖郁純 

提高雲端藥歷同意書簽署率以提升用藥安全-某區域教學醫
院為例 

佳作 李米華、吳佳穎、陳淑玲 提昇新生兒中重度病房及嬰兒室醫護人員洗手正確率 

佳作 
湯雅筑、劉彥芳、楊素欣、張碩甄、
蕭幸娟 

膝韌帶修復術合併高濃度血小板血漿治療之術後照護指導
成效探討 

佳作 陳秋君、李彩緣 某地區醫院住院病人長期照護需求分析探討 



配 色 卡 

實務組海報 
( 醫務績效管理與健康促進照護 )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謝明娟、張鳳美、陳俞成、黃郁慈 高齡者健康狀態、生活型態與休閒活動之探討 

第二名 李佩珊、陳俞成、李權芳、林瑞珠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手術室護理人員之休閒運動參與之
研究 

第三名 黃映綺 、杜思德、李晏慈 運用平衡計分卡打造糖尿病全方位醫療提升照護品質 

佳作 梁斐芸、張肅婷、王鴻松、黃婉瑜 運用戲劇療法促進遲緩兒童之身心發展實務分享 

佳作 鄞佩瑜、施玉環 
第二階段住院診斷關聯群於臨床醫療費用之剖析-以「暈
厥及虛脫」案件為例 

佳作 羅子豪、許正憲、賈仁緒、林政彥 4G智慧社區照顧服務系統績效評估 

佳作 
林淑秋、鄭敬琮、陳彥谷、顏文榮、
謝易仲、徐婉貞、徐宓霞 

應用品管手法於一般病房感染性廢棄物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