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表組別 發表編號 獎項
作者群

論 文 題 目

GO-104 第一名 高鼎鈞、楊文惠、李佳綺
探討社會支持對於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的疾
病不確定感及服藥遵從性之影響性

GO-101 第二名 廖柏雅、陳周斌、王中儀
大腸瘜肉切除術自費止血夾使用與術後急診
風險及醫療費用之相關性

GO-105 第三名 陳琨福、謝嘉容
救護車院前勤務時間與院前心臟驟停病患之
預後分析

GO-103 佳作 莊志堅、蔡文正
乳癌病患接受正子斷層造影檢查之相關因素
及對其預後之影響

GO-106 佳作
黃素芬、廖慈瑄、廖奕
慈、張瑞君、蔡依姍、王
美玲

智慧醫療下護理人員的工作特性、工作績效
與工作滿意：內外控人格特質之干擾

GO-203 第一名 張鈞嵐、王中儀
肝癌及精神疾病罹病與否及順序對生命年數
損失及醫療利用之影響

GO-207 第二名 陳柔安、謝嘉容
慢性B型肝炎合併肝硬化患者罹患併發症之預
測

GO-201 第三名 陳佑禎、葉季森
大學生使用電子煙之行為意圖及相關因素研
究

GO-205 佳作 何承育、李佳綺
探討臺灣菸害防制政策與肺癌發生率及死亡
率之相關性：生態研究

GO-206 佳作 賴慧珊、黃光華 傳統中藥對於C型肝炎患者發生糖尿病之影響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1

(醫務管
理、醫療行
銷、醫院績

效管理)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2
(健康促進
與預防醫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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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305 第一名 王渝婷、蔡文正
多專科團隊照護對結腸直腸癌早期病患是否
可以提高手術率及縮短確診至初次治療時間
間隔？

GO-306 第一名 李佳頤、王中儀
探討精神疾病罹病狀態對長期照護及安寧療
護服務使用暨生命年數損失之影響

GO-304 第三名 黃俊曄、蔡文正
加入論質計酬計畫之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否
因患有慢性精神疾病而有較差的持續就醫情
形與糖尿病照護成效？

GO-303 佳作 陳瓊綿、謝嘉容
分級醫療制度之下轉及回轉病人就醫流向與
原因分析

GO-406 第一名 蕭宇儁、蔡文正
口腔癌病患接受正子斷層造影之相關因素及
對其惡化成晚期腫瘤或死亡風險之影響

GO-403 第二名 謝靖平、謝淑惠
長期照護機構照顧服務員使用轉移位輔具對
降低肌肉骨骼傷害及留任意願之影響

GO-401 第三名 陳雯琪、王中儀
社區及居家式長期照護服務使用者功能改善
之相關因素探討-以腦中風及糖尿病患者為例

GO-405 佳作 何思涵、李佳綺
探討臺灣精神衛生資源與自殺死亡率之相關
性：生態研究

GO-408 佳作 吳承羲、王中儀
晚期癌症患者接受安寧緩和照護類型與順序
對存活時間及生命末期醫療費用之影響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3
(衛生政策
與健康保

險、健康產
業管理)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4

(長期照
護、公共衛
生與流行病
學、醫療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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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105 第一名
楊宜錩、呂宗烟、黃鈴
雅、陳培君

缺血性中風病患出院後中醫利用情形之世代
比較

GP-104 第二名 紀冠卉、陳培君 氣溫與台灣孕婦發生妊娠高血壓之關聯

GP-120 第三名 林欣怡、謝宗明、石尹華
易讀版衛教文宣對提升社區高齡者口腔健康
識能之成效

GP-123 第三名 陳立穎、張育嘉
影響中高齡者健康狀況或憂鬱傾向之相關因
素分析

GP-102 佳作 朱昭蓉、梁文敏
台灣公務人員上班日久坐及睡眠時間與罹患
消化性潰瘍疾病之相關探討

GP-118 佳作 李惠菁、謝明娟、陳俞成 生活品質與幸福感之探討─以中高齡者為例

GP-124 佳作
呂家怡、張育嘉、葉德
豐、楊鎮嘉

影響居家照顧服務員選擇執業地點因素之探
討

GP-223 第一名 易嘉欣、李佳綺
住宅特性及社會環境與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死
亡率之相關性：生態研究

GP-207 第二名 顏子傑、梁文敏、周振興
海洋性貧血重症患者排鐵劑治療對骨折發生
之相關

GP-214 第二名 楊淳惠、廖宏恩
探討臺北市中高齡族群就業狀況與活躍老化
能力之間的關係

GP-217 第二名 曾秋福、黃光華 發炎性腸道疾病與末期腎臟病之相關性研究

GP-201 佳作 黃靜佳、廖宏恩
三手菸認知與暴露二手菸環境對無菸政策滿
意度之影響-以臺北市108年成人為例

GP-210 佳作 李詩婷、嚴玉華、吳世望
高齡長者對社區關懷據點的認知與滿意度探
討

GP-211 佳作 謝琬婷、張育嘉 探討孕婦接種流感疫苗的情形與保護成效

研究生組
海報發表2
(健康促進
與預防醫

學、衛生政
策與健康保

險)

研究生組
海報發表1
(公共衛生
與流行病

學、長期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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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327 第一名 呂學毅、徐宜君
應用深度學習及時間序列生理節律資料建構
腦損傷病患術後預後狀況之預測模型

GP-309 第二名
吳洪昱、王劼、陳俊升、
邱琡雅

以十二小時內淺快呼吸指數預測急性呼吸衰
竭病患脫離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

GP-312 第三名
楊琳鈞、劉良智、葉婉
真、葉子裴、林香汶

從病人經驗差異來探討靜脈與皮下施打
Trastuzumab照護品質改善之可行方針-案例
系列研究

GP-303 佳作
方奕婷、張育嘉、楊鎮
嘉、葉德豐

民眾對於COVID-19的恐懼是否影響購買保健
食品之意願—計畫行為理論之應用

GP-322 佳作 呂學毅、王勻芯
運用卷積神經網路與MRI影像建置骨質疏鬆症
分類模型

GP-324 佳作 呂學毅、陳國禎
運用機器學習預測相同壓力閥下分流管植入
手術後水腦症患者之腦脊隨液體積變化

GP-325 佳作 呂學毅、柯羽憶
運用機器學習與心律變異建立肺部疾病預測
模型

GP-418 第一名 黃國正、謝嘉容
醫療事務工作者罹患重大心血管不良事件之
風險與相關因素分析

GP-424 第一名 張怡菁、楊文惠、林志學
探討醫療機構戒菸宣導活動之商業促銷工具
對民眾接受戒菸門診行為意願之影響效果分
析

GP-405 第三名
謝碧容、陳德慧、李佩
蓁、張洪耀、趙邦君、林
儀玟、蘇安淇

探討民眾對於《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
決定的行為意圖：整合健康信念以及消費價
值之觀點

GP-406 佳作 謝碧容、徐鈺娟
探討病患對於醫院電子同意書的簽署意願：
擴充計畫行為理論之觀點

GP-423 佳作 許勻瑄、羅萱
探討中央與周邊路徑廣告訊息對群眾募資成
功的影響—flyingV平台公共型專案為例

GP-408 佳作 李致廣、李佳綺、何依霖
探討醫院行政人員患有慢性疾病與工作能力
及病假之相關性：以中部某一區域教學醫院
為例

GP-411 佳作 郭羽潔、謝明娟 網路成癮對睡眠品質與身心健康之影響

研究生組
海報發表3
(健康產業

管理、醫療
品質、醫療

資訊)

研究生組
海報發表4

(醫務管
理、醫療行
銷、醫院績

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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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109 第一名
李怡慶、阮莙涵、吳信
宏、黃志璿

非上班時間使用工作社交軟體與工作壓力、
自我效能、角色衝突與其錯失恐懼之相互關
係研究-以中部某區域級教學醫院員工為例

SP-101 第二名
余秀紋、林蕙英、蘇侰
寧、梁亞文

醫院工作人員的新冠病毒知識、態度及行為
－以中臺灣某區域醫院工作人員為例

SP-110 第三名
李怡慶、張雅雰、吳信
宏、黃志璿

領導與部屬交換關係、組織自尊、員工當責
與其工作績效間之相互關係研究-以中部某區
域級教學醫院員工為例

SP-107 佳作
李美文、洪錦墩、何清
治、官錦鳳、李淑芬

重大傳染性疾病的發生對孕婦就醫行為及新
生兒健康之影響--以SARS為例

SP-104 佳作
黃靖媛、鄭采容、翁瑞
宏、郭彥宏、邱芷涵

發展長照創新跨領域團隊導向學習成效量表

社會研究組
海報發表
(醫務管

理、公共衛
生與流行病
學、長期照
護、健康促
進與預防醫
學、衛生政
策與健康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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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108 第一名
簡嘉誼、黃郁玲、童柏
瑞、楊文惠、黃光華

以模糊痕跡理論為基礎探討四種訊息標語型
態對於個體執行預防糖尿病保健行為之意願
的影響性—以疾病風險知覺為中介變項

UO-110 第二名
倪涔晏、洪筱媗、林琬
晴、施方婕、許曜顯、王
美玲

病人安全，智慧相隨—探討護理人員知覺智
慧醫療有用性、易用性與病人安全之關係

UO-104 第三名
鍾佳羽、謝佳玲、陳欣
昱、謝嘉容

從醫療保健系統及Dahlgren-Whitehead彩虹
模式探討國內不同地區之健康差異

UO-102 佳作
李怡慶、白偲妤、吳佩
珊、廖婉淳

好美！我也想做非侵入性美容醫學？-圖片與
目標框架元素操弄對於廣告溝通之效果影響

UO-103 佳作
李怡慶、林沛儀、張華
娟、錢柔而

我生病，我送禮，需要？社會交換理論觀點

UO-111 佳作
李怡慶、朱美瑜、陳思
妤、陳如嬅、張惟歡

智慧醫療開發過程中之使用者與開發者認知
差異之相關研究

UO-210 第一名
葉筑菁、葉思筠、曾筱
媛、蔡文正

探討門診或急診確診之肝癌病患期別與存活
之差異

UO-211 第二名
洪若涵、劉雅淇、林宛
儀、黃光華

臺灣憂鬱症病人之醫療利用、共病型態與社
會經濟負擔之研究

UO-206 第三名
郭明璇、邱怡瑄、曾昱
嘉、王中儀

肺癌患者確診精神疾病先後順序對於自殺與
死亡風險暨生命年數損失之影響

UO-203 佳作 簡嘉誼、楊育碩、李亞欣
探討台灣中老年人跌倒狀況與心理憂鬱情緒
之相關性

UO-204 佳作 林軒羽、顏岑妃
探討台灣中老年人跌倒狀況與生活滿意度之
相關性

UO-209 佳作
郭彥宏、楊詠靖、郭家
綾、趙芸綉、楊婉伶、蘇
乙瑄、陳綾穗

台灣民眾對民俗調理服務之貨幣價值評估研
究：假設市場評價法的應用

大學部組
口頭發表1

(醫務管
理、醫療行
銷、醫療品

質)

大學部組
口頭發表2
(健康促進
與預防醫

學、長期照
護、健康產
業管理、衛
生政策與健

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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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109 第一名 陳沔、賴昱涵、劉耀聰
探討高齡者對長期照顧C級巷弄站的活動與服
務之滿意度及影響因素

UP-114 第一名
陳靜誼、邱泳潔、高明
秋、魏詠約、莊羽昕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大專生接種人類乳突病
毒疫苗之行為意圖及相關因素-以南部某科技
大學為例

UP-115 第三名
陳怡欣、陳霈漩、吳昱
琪、蔡佳恩、隋安莉

成人抗壓性之探討—樂觀性格與自尊感的影
響

UP-104 佳作
呂昀霖、周虹雯、吳思
函、陳珮貞、陳詩芸、顏
嘉慧、陳靜誼

青年族群工作價值觀對長照工作就業意願之
探討

UP-110 佳作
楊家慶、楊萬彰、黃宇
辰、張家瑜、黃敬雯、陳
亮汝

銀髮族參與長青學苑課程對生活滿意度之影
響：探討城鄉區域之差異

UP-103 佳作
陳品蓉、林逸庭、陳貝
純、傅聖閔、邱宇婕、陳
亮汝

社區高齡者就醫交通方式選擇之影響因素：
以臺中市為例

UP-107 佳作 邱芷涵、翁瑞宏、鄭采容
探討住宿式長照機構的照顧服務員的照顧負
荷以及相關影響因素

UP-209 第一名 蕭媁婷、林雪淳、郭錦輯
建立生理訊號檢驗之多元機器學習智慧辨識
模型－以心電圖開放資料為例

UP-207 第二名
彭慧綺、林軒如、吳妗
玫、戴志展

探討合併糖尿病對於末期腎臟病病人醫療費
用之影響

UP-201 第三名
張蕙琦、林秀碧、謝秉
辰、陳惠芳、陳冠汝

用IPA分析C級巷弄長照站共餐服務品質成效

UP-216 佳作
陳冠汝、陳惠芳、蔡季
廷、張蕙琦

C級巷弄長照站共餐服務品質內涵分析

UP-203 佳作
詹永騰、張羽萱、黃信
誠、邱振哲、林湘敏、葉
柏誼、李美文

大學生安寧緩和醫療認知與態度之現況及相
關因素研究

UP-206 佳作
楊亦翔、林小睫、陳靜
駖、林欣諭、黃暄晴、楊
家昀、洪麗真

探討大學生對COVID-19的認知、態度與行為
之研究-以北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大學部組
海報發表1
(健康促進
與預防醫

學、長期照
護)

大學部組
海報發表2

(醫務管
理、健康產
業管理、公
共衛生與流

行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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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101 第一名
李俊毅、劉雅芳、李佩
珊、張瑞廷、陳韵宜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ient perceived
quality, perceived expensiveness and
willingness to recommend: Results from a
validation study

HO-106 第一名
李俊毅、李佩珊、張瑞
廷、陳韵宜

精實六標準差與資訊科技在醫療服務場域應
用之實證研究

HO-104 第二名 古毓蘋
探討醫療管理服務輸出模式之成效研究-以國
際醫院評鑑為例

HO-102 第三名 鄭淑文、陳質采 兒童與青少年鎮靜安眠藥物處方趨勢探討

HO-202 第一名 林重志
透由建置研究計畫管理及人體研究審查系統
以增進組織之研究倫理意識與行為－中區某
醫學中心實務分享

HO-203 第二名 邱靖惠 創新策略延伸客戶-名醫經營客群探討

HO-205 第三名
林哲瑋、洪富一、林守
男、朱淑媛、林佩青、林
婷雯、潘姿伶

運用QIT技術改善顯影劑注射外漏之研究

醫院實務組
口頭發表1

(醫務管
理、長期照

護)

醫院實務組
口頭發表2

(醫療行
銷、醫療品
質、醫療資

訊)



發表組別 發表編號 獎項
作者群

論 文 題 目

HP-104 第一名
楊鎮維、劉美紅、佘盈
潔、羅雅貞

知識管理與服務創新對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研
究 : 以不同層級醫院導入多元支付為例

HP-128 第一名
李堃源、楊鎮維、洪郁
涵、黃嘉綺

醫病共享決策的調節效果對醫病關係與醫療
服務品質之影響:醫護人員觀點

HP-108 第二名
王源邦、張家曦、李文
豐、蔡丞家、陳雅靜、林
家伃

降低委外檢驗異常件數

HP-121 第三名
張詩愉、洪雪芳、余政
誼、陳思茵、劉妍彣、郭
芳艷、陳信宏

運用多元策略是否能降低整合型病房因協助
治療之約束率

HP-112 佳作 楊雅婷 高血磷血液透析患者之營養照護成效

HP-130 佳作
陳怡甄、林政杰、陳鎮
揮、林迫辰、張肅婷、郭
素娥、王乃弘

醫療決策無遠弗屆-SDM「e」起來

HP-106 佳作
林政彥、林俊榮、蔡宏
奕、賈仁緒、林睫恆

長照機構智慧醫療服務系統之研究

HP-120 佳作
詹紹華、鄭巧雯、李婉
茹、王靜枝、林為森

運用PDCA品管模式提升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成
效

HP-124 佳作 陳淑慧、林為森 維他命D的補充對近端股骨骨折預後之影響

醫院實務組
海報發表1

(醫療品
質、醫療資

訊)



發表組別 發表編號 獎項
作者群

論 文 題 目

HP-210 第一名

陳美珍、張偉洲、黃惠
襄、陳俞岑、廖英伶、張
維晏、陳妍彣、陳姿月、
戴家華

行政管理流程改善之請購系統應用與效益

HP-221 第二名
林家伃、張家曦、李文
豐、蔡丞家、陳雅靜、王
源邦

提升攜帶式心電圖檢查病人到檢率

HP-201 第三名
戴家華、張偉洲、何俊
佶、蘇育德

COVID-19疫情期間防疫物資之供應與管理

HP-205 佳作 陳麗茹、馮兆康、林川雄
以健康信念模式分析民眾施打流感疫苗之行
為

HP-212 佳作
張筑涵、張肅婷、羅月
英、李宜純、陳素雲、張
彩虹、楊鎮嘉

改善住院病人床位調度

HP-202 佳作

張美幸、張育嘉、陳呈
旭、李隆軍、黃曉峰、胡
中傑、朱為民、蔡尚峰、
徐佳鈿、葉德豐

不同護理單位對病人自主權利法知識、態度
與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意願之比較

HP-208 佳作 呂美華、馮兆康、林川雄
民眾之COVID-19知識、健康信念與預防行為
之相關性分析

HP-222 佳作 蘇東輝、鄭雅愛、張富貴
新冠肺炎對醫院衛材存貨控制的影響-以南部
某準醫學中心為例

HP-228 佳作
李宛臻、蔡純琪、薛穆
亞、曾鴻如

運用關鍵績效指標工具提昇醫院經營績效-以
某區域教學醫院爲例

醫院實務組
海報發表2

(醫務管
理、醫院績
效管理、衛
生政策與健
康保險、健
康促進與預
防醫學、健
康產業管

理、長期照
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