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組獲獎名單 

大學口報 1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醫務管理+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長期照護)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簡均丞、李明儒、何致寧、林

佳瑜、陳諭靜、王中儀 

探討肥胖之家庭群聚現象及相關因素 

第二名 陳又祺、李亞欣 抗思覺失調症患者用藥情形與醫療費用探討-

以 Quetiapine為例 

第三名 劉姵吟、陳惠芳、蔡宛庭、廖

婉伃、廖芊斐、張碩芳、李翊

娴 

機構式遠距照護服務的採用現況與障礙因素探

討 

佳作 李孟臻、彭道明、李佩蓉、張

伯仲、周雅婷、王中儀 

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之家庭群聚探討 

佳作 郭緣宜、劉晏茹、簡君祐、吳

彥儒、郝宏恕 

台灣老人有無失智症之醫療利用差異分析 

 

大學口報 2 

(健康產業管理+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醫院行銷+醫療資訊+醫療品質+其他)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賴亭葦、李柏緯、蘇鈺淇、賴

穎柔、蔡文正 

論質計酬對於糖尿病患罹患敗血症風險之影響 

第二名 王美玲、謝佳容、劉子慧、林

彥伶、李芳瑜、蕭靖美、林芸

盈 

健康事業管理相關科系大學生工作價值觀、實

習滿意與就業意願關係之探討 

第三名 廖盈君、黃建寧、梁竣傑、邱

政元 

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對糖尿病併發症發生

率之探討 

佳作 鍾名婷、蕭秉岳、黃屏伃、陳

穎緯、曾瑋倩、楊文惠 

社群網站上健康預防保健廣告影片之廣告要素

及廣告效果分析 

佳作 林俞彣、張郁欣、張啟昌 整合多元資料探勘技術與集成學習架構預測子

宮頸癌復發 

 

  



大學海報 1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長期照護+健康產業管理)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林瑛曄、廖宜洵、江怡峮、

楊秋月 

酸轉胺基脢（GOT）及丙酮轉氨基脢（GPT）

異常危險因子之追蹤研究 

第二名 歐恩廷、張碩芳、陳怡安、

簡佑丞、陳惠芳、王淑慧 

主管組織變革認知和工作危機感與離職意願之

研究-以南區長照機構為例 

第三名 
倪宜廷、李亞欣、白佳原 

剖腹產與自然產婦女之醫療利用探討以醫學中

心為例 

第三名 陳亮汝、陳品均、林仕玲、

林昱均、林宛伶 

應用 IPA模式探討居家照顧服務員之能力重要

性與自覺勝任能力之關係 

佳作 洪佳儀、劉冠伶、許銥庭、

林玉娟、俞昕宜、陳宣縈、

許欣茹 

比較同性戀與社區民眾對愛滋病認知之差異 

佳作 曾心欣、陳詩諭、蔡雨宸、

李明嫿、隋安莉 

青壯年之社會時差與睡眠品質─以南部國中教

師為例 

佳作 馮兆康、林盈君、林士豐、

莊智超、林易靜、王鈞瑋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大學生運動行為 

 

大學海報 2 

(醫務管理+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醫院行銷+醫療資訊+醫療品質+其他)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劉伊珊、梁學芳、謝婉華、

林莉雅、楊文惠 

公共關係工具傳播運用與公費流感疫苗施打行

為相關性之研究 

第二名 陳欣平、周靖涵、陳亮廷、

王珠玟 

降低申請病歷時間之方案分析 

第二名 吳牧臻、徐瑋、鄭霄熠、鍾

雲雅、詹依慈、韓博儒 

建構醫療機構營運評估模式及其重要表現程度

-以海峽兩岸為例 

佳作 何玉菁、陳旻樺、范家寧、

司世樺、江珮瑄、陳冠霖、

姜甄緹、李自芳 

麻醉術中甦醒發生率與危險因子-以東部某醫

學中心為例 

佳作 曾韻文、高潔純、林慧盈、

李翊帆、盧佑宣、王湘瑜、

阮志偉 

醫護人員網路成癮現象調查研究 

佳作 吳伯璋、翁紫軒、陳玉崢、

洪麗真 

整形外科診所網站資訊透明度與互動性調查 

佳作 夏韻筑、林宜瑾、黃宇萱、

李亞欣 

台灣地區思覺失調症之醫療利用探討 

佳作 陳靜誼、陳雅珍、廖苑如 正向情緒、醫療決策制定之自我效能、病患參

與以及醫療服務品質之探討 



研究生組獲獎名單 

研究生口報 1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曾姵珊、蔡文正 多專科團隊對於末期腎臟病患接受透析後 30

天內死亡風險之影響 

第二名 劉芳昌、張炳華 大學生情緒狀態對於睡眠品質的影響:探討網

路使用行為的干擾效果 

第三名 蕭宇涵、蔡文正 延遲確診的糖尿病病患的特性及其死亡風險 

佳作 黃銀姝、楊文惠 探討門診戒菸衛教的動機晤談策略、5 R’s諮商

主題與戒菸成效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楊雅倫、劉秋松、龍紀萱、王

中儀 

應用存活分析於職業傷病確診後罹患精神疾病

之相關因素研究 

 
研究生口報 2 

(醫務管理)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陳佩瑜、楊文惠 以 PRECEDE模式探討醫療機構女性員工乳癌

篩檢意圖及行為之相關影響因素 

第二名 江明娟、楊文惠 以自我效能為調節變項探討癌症病患感知之醫

師溝通風格對醫病關係品質之影響 

第三名 謝青燕、江榮山、戴志展、

王中儀 

嗅覺功能障礙對憂鬱及生活品質影響之研究 

佳作 余孟珊、謝淑惠 固定班別對護理人員工作生活品質與離職傾向

之影響 

佳作 王美玲、洪富一、陳麗娟、

趙梓晴 

醫院採購單位的內、外部顧客對採購服務品質

之期望與感受：IPA模式之應用 

 

  



研究生口報 3 

(醫療品質)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范淑貞 多專科團隊管理介入對口腔癌病患復發風險之

影響 

第二名 黃齡慧、謝淑惠 比較醫師與護理人員角色對安寧共同照護病人

/家屬簽署 DNR之影響 

第三名 李若綺、吳昕珉、殷偉賢、

呂宗學 

探討醫師更換醫院後的醫師行為：以冠狀動脈

介入治療為例 

佳作 林慧如、廖宏恩、林嘉德、

吳柏樟 民眾選擇教學門診就醫之行為探討 

佳作 劉翎玲、蔡文正 末期腎臟病前期多專科團隊照護對末期慢性腎

臟病病患急診利用之影響 

 
研究生口報 4 

(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長期照護+其他)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郭宇菁、陳綾穗、陳明君、

林傳益、郭彥宏 

應用社會判斷分析檢視棘手或跨領域醫療政

策：以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之國際健康方案為

例 

第二名 曾郁筑、蔡文正 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對糖尿病患髖關節骨折住

院醫療利用及死亡風險之影響 

第三名 陳麗尼、蔡文正 論質計酬對於思覺失調症患者急診及急性再住

院的影響 

佳作 李郁玟、劉秋松、龍紀萱、

溫福星、王中儀 

職業類別及健康狀態與職業傷病相關性之多層

次分析 

佳作 王妙旬、謝淑惠 探討影響失能老人之家庭照顧者利用機構喘息

服務之因素 

 

  



 

研究生口報 5 

(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醫療資訊+健康產業管理+醫院行銷)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楊雅惇、劉秋松、龍紀萱、王

中儀 

探索新陳代謝相關疾病之家庭群聚-統計分析

及資料探勘 

第二名 顏書瑜、楊鳳月、陳綾穗、洪

典澤、郭彥宏 

遠距健康照護服務連續性之探索 

第三名 Battsetseg Turbat、Yung-Fu 

Chen、Hsuan-Hung Lin、Wei-

Sheng Chung、 

The risk of infarction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ectasis 

第三名 李俊融、楊文惠 探討圖文配置、正負向訊息框架之訊息模式對

於大腸直腸癌篩檢意願之影響－以訊息鮮明程

度為中介變項 

佳作 陳佳音、黃丹苓、郭彥宏 資訊科技中介之醫病互動活動系統初探:以 Ptt

之線上醫病互動板為例 

佳作 林佳穎、蔡文正、龔佩珍 慢性精神病患者死亡風險及相關因素探討 

 

研究生海報 1 

(醫務管理)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楊鳳年、楊鳳月、郭彥宏 癲癇症病人出院後一年內非計劃性再住院之相

關因素探討 

第二名 劉亞婷、楊文惠 糖尿病門診衛教護理人員之人格特質對其溝通

行為和護病關係影響之研究 

第三名 吳錦帆、許哲瀚、張馨云、

趙建蕾、陳清海、龔建吉 

精神科護理人員之情緒智能與工作壓力、職業

疲勞關聯性探討 

佳作 周怡亭、許弘毅 前瞻性追蹤乳癌病人術後五年憂鬱、焦慮與生

活品質 

佳作 洪錦墩、李美文、李淑芬、

何清治、官錦鳳、林碧如 

麻醉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職場疲勞與離職傾向

相關性研究 -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佳作 吳世望、李駿彥、蔡雅芳 職場暴力之前因探討-以醫院急診醫護人員為

例 

佳作 張逸涵、許弘毅 肝癌術後生活品質、憂鬱及焦慮長期趨勢之探

討:前瞻性研究 

 

  



研究生海報 2 

(醫院行銷+醫療品質)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吳世望、張嘉宏、陳雅甄、

蔡雅芳 

病人選擇醫療機構因素及滿意度與忠誠度之探

討 ─以某中醫及西醫診所為例 

第二名 賴琬欣、羅萱 顧客對於藥局服務品質與知覺之研究 

第三名 吳世望、陶桂蓮、吳欣怡、

鄭芳瑜、陳嘉恩、丁懿華、

李佩庭、陳雅甄 

病患後送選擇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台南市養護

機構為例 

佳作 陳寶渝、趙敏 利用田口最佳化法評量電腦斷層模擬定位掃描

儀之空間解析度 

佳作 馬震中、蘇有村、林佟威、

鄭怡婷 

探討兒童急診 72小時相關性返診之影響因素-

以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佳作 鐘兆麒、潘榕光、張東浩、

黃勝賢、林孟聰 

電子射束有效之射源至表面距離特性之研究 

 

研究生海報 3 

(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朱曉涵、楊文惠 代言人類型對大專生健康減重行為之影響效果

分析：以產品涉入程度及疾病風險知覺為調節

作用 

第二名 林峻毅、梁文敏、林應如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進入抗逆轉錄病毒療

程之時間及藥物順從性分析 

第三名 吳淑芬、林文德、邱大昕、

王劼 社區老人之退休與憂鬱傾向相關性探討 

佳作 劉韋伶、龔佩珍、蔡文正 感染性心內膜炎發生率與相關因素 

佳作 朱益瑩、陳孟瑜、練淑君、

楊素珍 

評估磁共振光譜在疑似乳腺病變的臨床應用-

中部某醫院為例 

佳作 劉侰慧、廖宏恩、黃燕茹 精神疾患急診壓力源與診斷別相關性之探討 

 

  



研究生海報 4 

(健康產業管理+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其他)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張雯婷、黃麗玲、張育嘉、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醫院層級與病人特性對腎及泌尿道感染之醫療

利用的影響 

第二名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何清治、卓伊紋 

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產婦之醫療資源耗用分析 

第二名 張久大、謝淑惠、郝宏恕 探討健保推動 ICD-10-CM/PCS TW-DRGs對住

院支付費用之影響-以中部某醫學中心實際編

碼為例 

佳作 顏素美、龔佩珍、張鏸云、

沈宜靜、蔡文正 

19-64歲成年人身體質量指數對罹患肥胖相關

疾病之風險 

佳作 莊依靜、楊秋月 銀髮族營養素攝取量與認知功能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蔡麗文、龔建吉、張馨云、

趙建蕾、許哲瀚 

探討食品安全的風險認知與消費者餐廳用餐行

為之研究 

佳作 鍾燕宜、郭聯耀、黃建財、

葉德豐、黃麗玲、蘇文凱 

探討 PIC/S GMP的執行對國內藥廠競爭優勢

的影響 

佳作 蕭蕓萱、張育嘉、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末期腎病患者罹患副甲狀腺亢進醫療利用之研

究 

佳作 劉薇如、曾聖澧、李郁芬 基因甲基化在口腔癌中的全基因組分析研究: 

Illumina Infinium Humanmethlation450 芯片 

研究生海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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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憲堂、龔佩珍、蔡文正 台灣智障者罹癌死亡風險及相關因素研究 

第二名 馬震中、蘇有村、鄭怡婷、

林佟威 

兒童風濕疾病對於病人罹癌風險及其醫療利用

之探討 

第二名 賴憲堂、龔佩珍、蔡文正 台灣智障兒童牙齒塗氟利用情形及相關因素研

究 

佳作 彭淑惠、鄭雅愛、謝青華 成人酒後外傷與創傷嚴重度及醫療費用支出之

關聯性 

佳作 顏素美、龔佩珍、張鏸云、

鄭高奇、陳怡靜、蔡文正 

0-18歲兒童及青少年之 BMI對罹患肥胖相關

疾病之影響 

佳作 朱苑芯、范淑貞、陳佩瑜、

余孟珊 乳房攝影檢查運用於乳癌防治之效益 

佳作 賴憲堂、龔佩珍、蔡文正 台灣智障者罹癌風險及相關因素研究 

佳作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何清治、官錦鳳、何桂瑩 

第二型糖尿病住院病患下肢截肢之趨勢與危險

因素 



 

研究生海報 6 

(長期照護+醫療資訊) 

名次 作者群 題目 

第一名 陳定紘、洪嘉舉、蕭如玲 影響護理人員對行動醫療持續使用之研究 

第二名 陳惠芳、蘇靖雅、林為森、

曾淑芬、張碩芳、成茵茵 

南區長照機構主管的組織變革認知和關係品質

與離職意願之研究 

第三名 NUR FITHRIYANTI 

IMAMAH、許哲瀚、龔建

吉、張馨云、趙建蕾 

THE INFLUENCE OF WORK STRESS ON 

INDONESIAN WORKERS TO THE HEALTH 

BEHAVIOR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IN LONG TERM CARE FACILITY IN TAIWAN 

第三名 楊鳳月、楊鳳年、郭彥宏、 探討影響遠距健康照護服務品質之相關因素-

以南部某遠距健康照護中心為例 

第三名 周書帆、林昀柔、王明玉、

白佳原 

運用資通訊科技於日間照護中心對醫療服務品

質之影響 

佳作 韓佩軒、李昇暾 台灣衛生開放政府資料現況分析 

佳作 謝碧容、洪幼力、吳宛芸 探討基層醫療院所醫師對使用電子病歷交換績

效之影響：整合任務-科技配適理論以及計畫

行為理論之觀點 

佳作 田恒玉、陳亮汝 探討身心障礙機構員工工作壓力、職業倦怠及

健康狀況之相關性研究 

佳作 陳涵玲、張肇松、羅英瑛 肺癌檢查指引遵循率對癌症分期與預後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