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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口報1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醫療行銷、醫療資訊、其他)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羅啟彥、洪偉勝、黃復鵬、
戴志展、黃光華

老年人癲癇病史與阿茲海默症之相關性研究

第二名 張瑋宸、陳柏宇、曹 平 、
黃光華

台灣肝硬化患者併發腎衰竭之相關性探討

第三名 余紹維、楊育碩、簡嘉誼、
李亞欣

心理社會的成功老化執行成效分析- 以臺中市為例

佳作 鍾欣恩、黃于瑄、陳映竹、
郭芳菱、楊文惠

不同廣告代言人對階段性預防健康行為效果差異之研究 -以
流感疫苗接種、大腸癌篩檢、慢性腎臟病防治為例

佳作 吳聰慧、鍾昀汝、廖翊涵、
管珮岑、黃珮華、蕭如玲

危機看得見腦中風快篩APP之發展與應用

佳作 邱培儒、郭玟妤、林光澈、
黃光華

台灣女性失眠與乳癌的相關性及影響因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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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陳妤謙、常家馨、翁瑞宏
照顧服務員繼續投入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工作之意願與相關
影響因素

第二名 易嘉欣、何承育、李佳穎、
李佳綺

肢體障礙者健康照護可近性之探討：2011年全國性調查分析

第三名 吳秉霖、蘇冠倫、林軒羽、
顏岑妃、李亞欣

中斷治療對於巴金森氏症病患後續醫療利用之影響

佳作 謝碧容、曾馨慧、張芷綺、
鍾秉宏、蔡承翰

探討臺灣中年人對於在地老化的行為意圖整合計畫行為理論
及健康信念模型

佳作
張振傑、賴志家、王斯琪、
顏珮倫、陳冠雯、柯勻涵、
柳博允、劉冠君

探討長期照護相關科系學生是否願意進入該領域工作的考量
因素

佳作 王惠寬、余珮慈、陳宜庭、
邱政元

65歲老人是否接受公費流感疫苗接種之發病與發病後醫療利
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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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



大學口報3
(公共衛生與流行病學、健康產業管理、醫療品質、醫務管理)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范盈萱、劉諭靜、羅雅馨、
蔡文正

癌症病人出院三日內急診及非計畫再住院之發生率、原因及
相關因素探討

第二名 張豑勻、張尹亭、蔡哲維、
郭彥宏

實習體驗價值對實習滿意度與醫管專業發展企圖之影響：以
南部某大學醫管系學生為例

第三名
陳宜欣、陳曉琪、黃佩誼、
賴姵如、楊今緣、陳筱棋、
黃英茹、王美玲

是橋樑還是阻隔？從醫病性別探討醫病溝通與醫病關係

佳作 許漢生、林 俐 、吳孟樺、
王中儀

探討結腸直腸癌及精神疾病罹病順序對死亡風險及醫療費用
之影響

佳作 陳柔安、劉佩棋、陳 葶 、
謝嘉容

臺灣老年人常見感染症之急診醫療利用與疾病負擔估算

佳作
王彥儒、吳杰亮、洪逸倫、
黃惠美、張家慧、陳任淇、
嚴人俊、孫芸彤、廖伊婷、葉德豐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護理經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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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口報1
(醫務管理)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張煥崢、謝嘉容 慢性B型肝炎導致之疾病病程與進展

第二名 蒲莉蕓、楊紅玉 北部某區域教學醫院護理臨床教師人格特質之研究

第二名 劉 臻 、王振宇、王中儀
探討COPD患者肺功能阻塞程度與醫療利用及死亡風險之相關
性：新舊分級比較

佳作 陳敏惠、許弘毅
早產兒呼吸窘迫使用高流量鼻導管與鼻腔持續氣道正壓通氣
成本效果分析-系統性回顧暨統合分析

佳作 陳春香、許弘毅
胸腔引流管早期拔除對胸腔鏡手術病人之成本及效果探討-系
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佳作 邱怡晴、翁世峰
腎結石合併憂鬱症其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與醫療資源利用之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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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口報2
(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聶曉光、王中儀
癌症與精神疾病罹病時序不同對年均醫療支出及生命末期醫
療費用之影響：配對比較分析

第二名 曾孟涵、蔡文正 多專科團隊照護對於口腔癌病患治療之成本效果分析

第三名 黃思穎、蔡文正
探討牙醫門診特殊服務項目醫療服務試辦計畫對重度身心障
礙者牙醫醫療利用之影響

佳作 傅國祐、謝嘉容 慢性B型肝炎合併肝硬化患者服藥遵從性及其預後

佳作 江詩慧、李佳綺
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病人功能性結果、生活品質、與心理健
康恢復之探討

佳作 簡淑婷、蔡文正、陳維恭 安寧療護對癌末病患急診利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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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口報3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公共衛生與流行病學)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侯柏辰、蔡文正
在全民健保下癌症篩檢對大腸直腸癌病患治療之成本效果分
析

第一名 池 潔 、蔡文正 自閉症病患主要共病症、死亡風險及死因探討

第三名 吳瓔真、翁世峰
罹患早期侵襲性乳管癌的美國中高齡女性患者接受不同治療
方式之復發及存活情形

佳作 劉芝岑、王中儀
探討乳癌及精神疾病罹病與否及順序對死亡風險及醫療利用
之影響：配對比較研究

佳作 華國峻、蔡文正
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延遲確診之相關因素及對罹癌期別之影
響

佳作 王杏如、馮兆康、林川雄
臺中市公共衛生護理人員之工作壓力對健康狀態之影響：兼
論睡眠品質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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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口報4
(醫療品質、醫療資訊)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黃元俊、蔡文正 癌症多專科診療對食道癌患者生存預後之影響

第二名 許嘉君、許哲瀚、趙建蕾、龔
建吉、張馨云

使用胃酸抑制劑對肝硬化病人發生原發性腹膜炎之影響

第三名 柯柏全、黃光華 台灣Bromocriptine類藥物與發生心血管疾病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吳松翰、王中儀
探討癌症確診前後是否罹患精神疾病對死亡風險與潛在生命
年數損失之影響

佳作 黃喬意、黃光華 抗憂鬱劑與藥物性肝損傷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郭伃倢、林雪淳 發展健康量測智慧辨識之物聯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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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口報5
(健康產業管理、長期照護、其他)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李文瑛、許弘毅
出院準備服務銜接長照2.0成效之探討- 以南部某醫學中心為
例

第一名 鄭采容、謝淑惠
比較失能與失智者之照顧服務員之勝任能力及照顧負荷之差
異

第三名 黃綉茹、陳怡安、卓燕燕、陳
晏臻、陳佩萱、張炳華

中國大陸醫療資源之城市差異性與可利用率分析

佳作 余杰恩、謝淑惠 比較不同工作場域之照顧服務員工作壓力與留任意願之差異

佳作
卓燕燕、卓良珍、黃綉茹、陳
怡安、陳晏臻、陳佩萱、張炳
華

中文版失智症患者之社會功能評估量表信效度分析

佳作 許貽雯、張雁尊、蕭如玲、郭
彥宏

運用商業智慧工具視覺化探索研究彰化縣長照資源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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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研究口報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王美玲、王詩婷、陳宜君
探討門診醫療服務品質的期望失驗與病患忠誠度間之關係－
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例

第二名 蘇佩瑾、張振傑
家長式領導與工作價值觀對病人安全態度的影響－以適配為
調節變數

第三名 郭怡伶、詹天民、洪麗雯、王
美玲、陳宥蓁

如何成為一位稱職的主管？醫院主管管理職能之初探

佳作 吳如仙、陳靜儀、孫宏禹、張
玉君

探討偏遠地區民眾嚼食檳榔者之口腔健康

佳作 洪麗雯、郭怡伶、詹天民、王
美玲、黃珮馨

以職能為導向發展醫管人員甄選題本

佳作 詹天民、洪麗雯、郭怡伶、王
美玲、林佩嫺

甄選工具之發展─編製醫院員工人格測驗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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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組-口報
醫療品質及績效管理組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郭玲妦、鄭宇洋、陳珹箖
探討醫療照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於急診生化檢驗報告時效
管理之應用

第二名
黃裕芬、林沛瑩、林泰廷、黃
千瑜、歐亦菲、薛夙惠、蔡東
昇、秦兆瑋

降低急診中風三小時病人施打tPA前準備流程未完成率

第三名 張嘉芬、楊志惠、張淑婷、葉
麗月、施志宏

長期使用呼吸器病人發生顏面壓傷之相關因素與預測模式探
討

佳作 林威凱、王詩婷、郭俐吟、王
唯堯

運用跨團隊合作降低內科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血流感染率

佳作 劉翠燕、吳文祥 骨科手術時間影響因素之研究~以北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例

佳作 陳怡甄、于素珍、郭素娥、張
肅婷、王乃弘

區域醫院護理人員工作壓力與個人壓力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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