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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海報1
(長期照護、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健康產業管理、醫療行銷、醫療品質、醫務管理)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馮兆康、卓郁芳、李威成、林
振傑、謝昌哲、彭媁瑄

空氣污染防制行為、生活品質及健康狀況之相關分析─以台
中市大學生為例

第二名
邱芊純、呂培銘、林羽辰、張
芸瑄、洪瑄輿、李美文、洪錦
墩、何清治、官錦鳯、李淑芬

民眾利用洗牙預防保健服務的影響因素研究

第三名
陳宜庭、余珮慈、王惠寬、邱
政元

深腦部電刺激手術對巴金森氏症患者治療成效與手術後醫療
利用分析

第三名
黃宜婕、謝宇智、林雅甄、房
佳萱、林琨耀、李美文

大學生視力保健知識與行為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佳作
陳心薏、黃婉婷、王婷萱、隋
安莉

臺灣婦女之更年期症狀、寂寞感與睡眠品質

佳作
陳品柔、曾羿茹、林郁遵、楊
宜婷、陳珹箖、陳俞成

台南市民對流感疫苗認知程度、支持態度與行為意向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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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海報2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公共衛生與流行病學、醫療資訊、其他)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劉佳紋、林旗真、黃琬如、謝
家瑜、紀文心、陳思涵、賴佳
瑩、陳彥臻、王美玲

探討高階影像健檢中心的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度
之關係

第二名
葉季森、丁莉晏、周紀岑、吳
怡臻、謝佩蓉、劉佳慧、林佳
蓉、洪維俞

國人拒絕延命治療意願及相關因素研究

第三名
陳任淇、吳杰亮、洪逸倫、嚴
人俊、孫芸彤、廖伊婷、王彥
儒、施盈君、張惠洵、葉德豐

住院病人對醫師疼痛照護經驗之研究—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
例

佳作
曾盈瑜、李瑄宣、何佾璇、陳
嬿羽、徐毓珈、邱季誼、何清
治

健康產業從業人員對長照2.0措施的認知、態度與行為之調查

佳作
廖宇晴、李元榮、俞曉璟、李
依庭、林政彥

推行品管圈對實施電子病歷效益之研究

佳作
謝琬婷、張育嘉、黃昱瞳、葉
德豐

瞭解台灣失智症老人之流行性感冒疫苗接種情形並探討相關
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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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海報1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健康產業管理)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謝明娟、簡燿堅、林慶順、陳
靜雯

員工之工作壓力、健康促進與休閒參與探討-以區域醫院為例

第二名
陳惠芳、潘照芬、歐純瑄、張
碩芳、魏詣烜

介入體能活動在體能活動參與時間和憂鬱症狀變化關係之研
究

第三名 曾涵韵、隋安莉 大專生的睡眠品質、性格與壓力

佳作 施欣怡、陳敏郎
學齡前幼兒主要照顧者的口腔保健知識及態度對幼童潔牙習
慣相關之研究

佳作 吳佳澄、龔佩珍 台灣地區老年人身體活動量對跌倒風險影響之探討

佳作
林筱玫、張進芳、黃良圭、何
清治

後天性聽損者使用助聽器之效益評估 - 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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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海報2
(公共衛生與流行病學、長期照護)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謝碧容、賴怡君 探討中年人對長照機構的入住及拒絕因素

第一名
李美文、李淑芬、洪錦墩、何
清治、官錦鳳、李美佳

痛風病人使用降尿酸藥品其服藥遵從性對醫療利用的影響

第三名
陳惠芳、潘照芬、魏詣烜、張
碩芳、歐純瑄

介入桌遊遊戲在桌遊活動參與時間和健康生活品質的變化關
係之研究

佳作 尤宜菁、廖宏恩
專業人員對臺灣PACE（The 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試辦計畫可行性分析

佳作 林玉姍 睡眠品質、晨昏活動型態與代謝症候群之相關性分析

佳作 吳文惠、陳姿均、隋安莉
應用計畫行為理論探討菸品價格及相關因素對戒菸之影響 ─
以嘉義市成人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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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海報3
(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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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黃偉綸、黃光華 失智症患者接受中西醫結合治療之成本效果分析

第二名
李美文、李淑芬、洪錦墩、何
清治、官錦鳳、曾惠敏

南投縣居民跨區就醫情形與相關因素之研究

第三名 蔡明哲、陳威明、吳肖琪 探究置換半髖人工關節老年患者術後入院再手術的影響要素

佳作
郭純如、黃光華、鄭奕帝、李
建瑩

偏頭痛病人門診就醫持續性與急診利用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鄭旭伸、許哲瀚、趙建蕾、涂
川洲、龔建吉、張馨云

實施TW-DRGs後醫療品質、醫療資源耗用與醫療費用相關性之
研究-以中部地區某區域教學醫院脊椎融合手術為例

佳作
凌正華、張育嘉、廖嘉宏、黃
麗玲、洪弘昌、葉麗月、陳玉
雪、陳佩珍、葉德豐

運用組合式照護模式降低加護病房導尿管相關泌尿道感染之
成效



研究生海報4
(其他相關領域、醫療行銷、醫務管理) 

凌正華、張育嘉、廖嘉
宏、黃麗玲、洪弘昌、
葉麗月、陳玉雪、陳佩
珍、葉德豐 運用組合式照護模式降低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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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王美玲、胡憶芳、黃文絹、陳
思潔

探討醫院門診醫病溝通、信任與醫病關係之關聯性

第一名 李芸萱、楊文惠 探討拒菸廣告訊息框架、主題型態對青少年拒菸意願之影響

第三名 江政寰、王中儀
肺癌患者確診精神疾病先後順序對於死亡風險及醫療利用之
影響

佳作 紀雅玲、楊文惠
以社會行銷理論及行動可能性架構探討病人接受轉診行為意
願之影響因素分析

佳作 林玉雯、謝淑惠 腫瘤個案管理師的工作壓力與離職傾向之相關性

佳作
陳佳聖、趙建蕾、龔建吉、張
馨云、許哲瀚

藥師對製藥公司的藥品行銷策略和關係品質之探討-以台中市
藥局藥師為例



社會研究組-海報

2019玉山研討會海報發表得獎名單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顏素美、洪弘昌、蔡玉思、黃秀玲 補充ω-3脂肪酸對食道癌術後患者療效之影響

第二名
顏素美、張慈文、葉麗月、林鳳玫
嚴元鴻

空氣污染對心血管疾病的影響

第三名 顏素美、葉麗月、葉國球、黃秀玲 手機使用和神經膠質瘤風險

佳作
顏素美、賴卉蓮、葉慶年、周建文
陳明瑾

探討中草藥應用於膝骨關節炎的療效

佳作 顏素美、葉麗月、洪弘昌、黃秀玲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對預防跌倒的影響

佳作
顏素美、黃宣穎、李文惠、李雅惠
柯靜慧、洪弘昌

探討人參對認知功能之影響

佳作
顏素美、葉麗月、劉翎玲、林慈恩
沈千莉、陳美慧

八段錦輔助改善慢性阻塞性肺病之實證成效

佳作
顏素美、張慈文、賴卉蓮、張嘉芬
林靜慧、洪弘昌

探討中醫針灸療法對痛經之實證療效

佳作 林明珠、林為森
學生特質、學習滿意度與休退學意願之相關分析-以某技職院校學院
學生為例



實務組-海報
醫療品質及績效管理組(一)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林家琪、郭光明、黃新智、莊
旺川、陳淑惠、陳海玉、林麗
英、王 棋

利用修改後護理EDWIN指數評估急診壅塞情形

第二名
黃文珍、羅英瑛、郭良維、盧
怡吟、康龍昀、黃豐締、楊金
金、陳秋煙、林慧玲

提升急症病房病人緊急狀況4分鐘介入率

第三名
陳淑芬、羅樺鈴、戴妙芳、李
淑姬、曹銘雲、郭彥宏、林為
森

利用圖像記憶法於人工血管照護之護理教育

第三名 林嘉凌、楊薇欣、張淑玲 提升睡眠呼吸障礙病人使用CPAP連續配戴率

佳作
林慧欣、黃婷蔚、史斐月、黃
惠敏、蘇睿寧

運用醫療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改善護理師給藥缺失發生件數

佳作
林惠敏、候幸秀、蕭文謙、林
映廷、王品筑、盧姿羽

降低內科病房給藥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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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組-海報
醫療品質及績效管理組(二)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佳作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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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曹慈翠、吳盈璇 運用品管圈手法降低外科住院病人管路滑脫發生率

第二名

張仕瑩、張冠儀、張議方、蕭
怡珣、林冠華、張雅晴、黃穎
溱、張家蓁、曹慈翠、鄭世文、
林家瑜、鍾雅婷

運用品管圈手法降低內科住院病人跌倒發生率

第二名 盧令瑜、蔡俊佳、鄭淑文 Agomelatine治療憂鬱症之分析探討

佳作
林為森、李淑姬、戴妙芳、曹
銘雲、羅樺鈴、陳淑芬、郭彥
宏

衛教介入提升心臟衰竭病人生活照護之成效探討

佳作
何政峰、李雅萍、周建文、洪
弘昌

以個案為中心（client-centered）治療模式來提升復健治療
品質—以某地區醫院為例

佳作 張蕙茹 運用翻身擺位技術降低加護病房壓傷發生之成效探討



實務組-海報
醫療品質及績效管理組(三)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許淨閔、謝明娟、蔡育真、吳
宗晉

以內部行銷探討工作滿意度及離職意向-以護理人員為例

第二名 張立人、林仁儀、詹雅庭 創建LINE@生活圈—提供民眾健康資訊策略之研究計畫

第三名
魏珊玫、黃雅琦、梁 恒 、林
為森

以績效專案降低某區域教學醫院批價耗材漏帳率之研究

第三名
董思謙、黃蜜嘉、周瑞瑜、李
翊逢、莊雯靜、翁慈苑

降低復健科下背痛患者之疼痛指數與失能程度

佳作 陳佳伶
運用跨團隊專案管理模式營造高齡友善服務-以南部某區域教
學醫院為例

佳作
陳佩珍、洪弘昌、鄭勇彥、葉
麗月、林清壽

影響加護病房家屬簽署DNR同意書之相關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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