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 1 

(公共衛生/流

行病學/長期照

護) 

GO-101 腦性麻痺患者髖部骨折之影響因素探討 

GO-102 
失智症對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後死亡、內外科併發症情形及醫療費用之

影響 

GO-103 我國女性總生育率與初婚年齡之相關性探討 

GO-104 
醫護人員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之心理壓力感受：支持環境、疫情衝擊與因

應行為的關聯性 

GO-105 民眾購買保健食品之消費因素與消費行為分析 

GO-106 
比較長照機構護理人員與照顧服務員在 COVID-19 期間壓力指數、憂鬱

及焦慮之差異 

GO-107 
健保護理之家照護失智者因呼吸系統疾病至急診就醫發生率及其相關因

子 

GO-108 影響接受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服務者使用專業服務相關因素分析 

GO-109 長照 A 單位個案管理人員工作滿意度、角色衝突與留任意願之探討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 2 

(健康促進與預

防醫學) 

GO-201 辦公室人員久坐人因問題與伸展運動介入探討 

GO-202 探討精神疾病罹病狀態對之後中風風險之影響：全人口回溯性配對研究 

GO-203 探討慢性腎臟病患者發生慢性呼吸道疾病之風險及影響因素 

GO-204 
探討民眾對大腸癌及篩檢預期結果之負面情緒反應對篩檢意圖影響性-以

資訊迴避為中介變項 

GO-205 COVID-19 疫苗第一劑至第三劑身體反應之比較─以某北部行政區為例 

GO-206 新竹市成年人健康素養與飲食習慣之研究 

GO-207 工作年資、心理健康素養與工作壓力之關係 

GO-208 新冠疫情下民眾對於新冠疫苗混打之意願分析 

GO-209 探討社區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及衰弱情形與肌少症之關係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 3 

(衛生政策與健

康保險) 

GO-301 探討疫情期間民眾使用遠距醫療之使用因素分析 

GO-302 
多專科團隊照護對慢性 B 型與 C 型肝炎引發肝癌病人治療預後之影響-

全國性人口研究 

GO-303 多專科團隊照護對於子宮頸癌病患治療之成本效果分析 

GO-304 探討慢性精神疾病對於早期慢性腎臟病患者照護成果之影響 

GO-305 探討焦慮症及情感性疾患罹病種類及嚴重程度對腦中風風險之影響 

GO-306 以健康知識分享觀點探討新冠肺炎防疫策略-以台灣為例 

GO-307 臺灣末期腎臟病前期醫療給付改善照護計畫對病人用藥品質之影響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 4 

(醫務管理) 

GO-401 探討影響護理人員離職及相關因素-以全國性資料研究 

GO-402 探討各種類癌症之統計生命價值 

GO-403 
醫院行政管理人員慢性病與離職傾向之相關性：工作壓力及職業倦怠的

中介效果 

GO-404 
探討醫院行政管理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的相關性–以工作控制為調

節變項 

GO-405 比較 COVID-19 期間醫療與非醫療照護實習生之憂鬱、焦慮及失眠狀況 

GO-406 
醫事臨床教師角色壓力與組織承諾關聯性之研究-以工作價值觀為調節變

項 

GO-407 台北市成年人教育程度、健康素養與急救自我效能之關係 

GO-408 病人院際轉診紀錄完整性─以台南某民間救護車機構為例之前趨性研究 

GO-409 醫院主管管理職能模型之建構與應用 

研究生組 

口頭發表 5 

(醫療品質與醫

療行銷) 

GO-501 
COVID-19 疫情期間護理人員工作疲勞與組織認同關係之研究-以社會支

持為調節變數 

GO-502 臺灣地區醫療院所之經營績效分析比較-以區域醫院為分析對象 

GO-503 
探討廣告之圖像型態及訊息框架對於肝病篩檢意願的影響—以廣告態度

及廣告說服力為中介變項 

GO-504 
探討精神疾病種類與中風照護連續性及對臨床預後之影響：全國配對比

較 

GO-505 
探討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提升方案對急診嚴重敗血症患者治療處置成

效之影響 

GO-506 影響加護病房病患成功移除氣管內管之重要指標 

GO-507 
不同層級院所血液透析服務品質之研究：SERVQUAL 與重要性績效分析

(IPA)之應用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研究生組 

海報發表 1 

(公共衛生/流

行病學/長期照

護) 

GP-101 台灣糖尿病族群肥胖指標與全死因死亡率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關聯 

GP-102 
五大人格特質對於接受新冠肺炎疫苗施打行為意圖探討-以健康信念模式

為架構 

GP-103 嬰幼兒使用抗生素與發生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相關性研究 

GP-104 台灣氣喘兒童使用 Montelukast 與發生神經精神症狀之相關性 

GP-105 缺血性腦中風病人嚴重度與醫療資源耗用之相關研究 

GP-106 急診暴力對護理人員職場警覺性與職業倦怠之相關性探討 

GP-107 
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之以房養老意願之研究：以品牌信任及知覺風險作

為干擾變數 

GP-108 長期照顧政策認知與個人財務規劃行為關係之研究 

GP-109 失智症照顧者之照顧壓力、因應策略與生活品質之相關性研究 

GP-110 
中臺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員工情緒勞務、社會支持與留任意願之相關性

研究 

GP-111 老人照顧相關科系學生畢業後從事「照顧服務員」意願之初探研究 

GP-112 輪椅定期清潔消毒檢查保養服務商品化之探討：健康賦能之價值主張 

GP-113 疫情時代下影響中高齡女性幸福感之探討 

GP-114 社區關懷據點老人社交活動參與和憂鬱關係之研究 

GP-115 以中醫經絡觀點探討運動介入對高齡者經絡能量的影響研究 

GP-116 
員工顧客導向與長照服務品質之研究: 以實施自立支援照護之長照機構

為例 

GP-117 藝術創作治療對失智症患者影響及效果之研究：系統性文獻回顧 

GP-118 
五大人格特質對於大學生參與青銀共居之行為意圖-以計畫行為理論為架

構 

GP-119 探討懷舊治療介入高齡者憂鬱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GP-120 
應用虛擬實境裝置於備餐、餵食及協助用藥技術對學習成效、學習動機

及學習興趣之影響 

GP-121 高齡者對衛生所執行高齡友善政策滿意度與相關影響因素 

GP-122 中高齡者慢性腎臟病風險預測之模型建立 

GP-123 以觸覺感覺統合刺激提升長期照護機構住民之生活品質 

GP-124 
A study of 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 in aging cognition, aging emotion and aging 

behavior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研究生組 

海報發表 2 

(健康促進/健

康產業管理/遠

距醫療) 

GP-201 新冠肺炎(COVID-19) 對於民眾使用外送平台習慣之影響 

GP-202 針灸輔助治療對於創傷性腦損傷病人發生癲癇之影響 

GP-203 台灣城鄉健康不平等與復健利用對缺血性中風患者復發之探討 

GP-204 女性護理人員及護生性騷擾經驗與身心健康狀況之研究 

GP-205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影響移除氣管內管的因素探討(未發表) 

GP-206 一般民眾健康識能與醫療服務使用狀況之相關性研究 

GP-207 職業軍人自覺壓力、睡眠品質及幸福感之研究 

GP-208 
利用美國國家衛生院腦中風評估表(NIHSS)分析 2020 年南台灣某醫學中

心，腦中風患者腦中風相關危險因子關聯性之探討 

GP-209 研究生之生活壓力、調適策略與社會支持之探討 

GP-210 疫情下特種行業有女公關酒店之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探討 

GP-211 社群媒體對中高齡者社會參與及社會支持之影響 

GP-212 
網路時代下成年人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成癮、憂鬱傾向及知覺壓力之探

討 

GP-213 
以經絡觀點探討體適能運動介入對心肺經絡能量的影響：以社區高齡者

為對象 

GP-214 潔牙技術改善對長照機構住民口腔健康、住院次數及醫療支出之影響 

GP-215 
主要照顧者之口腔健康識能及兒童口腔不良習慣對兒童口腔健康問題之

影響 

GP-216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探討南投地區居家醫療本土化模式之評價與滿意度

調查 

GP-217 動物治療對自閉症患者人際互動之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 

GP-218 應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大專院校學生進行 COVID-19 之預防行為 

GP-219 利用 PGY 訓練課程資料庫分析影響新進護理師學習成效相關之研究 

GP-220 青年世代網路成癮、身心健康與睡眠品質之相關 

GP-221 認知測驗分數與聲學分析指標的關連性 

GP-222 
以延伸型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探討老年人使用智慧型手機之行為意圖的

影響 

GP-223 醫院門診檢驗醫療服務品質指標建置研究-PZB 理論與模糊德菲法之應用 

GP-224 護理人員工作生活品質、專業承諾與留任意願之相關性研究 

GP-225 COVID-19 疫情衝擊影響民眾使用遠距醫療意願之研究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研究生組 

海報發表 3 

(衛生政策/健

康保險/醫務管

理) 

GP-301 醫療資源可近性與糖尿病死亡率：性別差異之長期分析 

GP-302 
血液透析患者發生髖部骨折術後死亡、內外科併發症情形與醫療費用之

分析-一年追蹤研究 

GP-303 探討媒體訊息對護理人員的新冠疫苗認知與風險認知之研究 

GP-304 肺阻塞老人參加照顧給付改善方案於不同健康照顧機構之成效分析 

GP-305 醫院推動長者友善照護模式成效之研究 

GP-306 醫院層級與急診病人轉住院治療比例變化之探討 

GP-307 預測中老年罹患白內障合併青光眼相關危險因子 

GP-308 
Tw-DRGs 制度下耳、鼻及咽喉手術病人、醫師和疾病因素與住院天數之

相關性探討 

GP-309 探討醫療從業人員施打新冠狀肺炎疫苗之意願-以台中某地區醫院 

GP-310 新冠肺炎對麻醉護理師心理健康及焦慮狀況之影響 

GP-311 分析影響急診科室護理師檢傷能力之相關因素 

GP-312 探討生產方式對於嬰幼兒異位性皮膚炎之影響 

GP-313 實務方與教學方對醫務管理人員職能之認知差異探討 

GP-314 
住院櫃檯不同時段服務量與平均等候時間之探討：以某區域教學醫院為

例 

GP-315 中老年人中醫藥的認知度、信賴度、利用度與健康識能之探討 

GP-316 新冠肺炎工作壓力對醫院行政人員組織認同及自覺健康狀況之影響 

GP-317 員工工作負荷、肌肉骨骼症狀與身心健康狀況之相關性研究 

GP-318 
健保護理之家照護失智者因循環系統疾病至急診就醫之發生密度及其相

關因子 

GP-319 如何以病人為中心？專科護理師照護服務品質的重要性–績效分析 

GP-320 提升住院中 DRG 落點正確性之改善專案 

GP-321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降低決策引導員引導困難 

GP-322 
新冠肺炎疫情於各階段對台灣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之醫療工作者的心理

衝擊之探討 

GP-323 
探討不同層級醫院之負壓隔離病房護理人員面對照護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病人之壓力差異─中區醫院負壓隔離病房為例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研究生組 

海報發表 4 

(醫療行銷/醫

療品質/醫療資

訊) 

GP-401 代言人類型對廣告效果與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以保健食品為例 

GP-402 違背醫囑自動出院率現況調查—以某區域級教學醫院為例 

GP-403 
以多層次分析探討病患因素及醫療因素對髖部骨折患者非計畫性再住院

率及再手術率之關聯性與影響 

GP-404 社會經濟不平等對老年髖部骨折病人內外科併發症之影響 

GP-405 
護理人員死亡因應自我效能與善終準備之探討 —以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為例 

GP-406 輔助與替代醫療對肺癌病患生活品質影響之研究-以中醫輔助醫療為例 

GP-407 病態性肥胖病人術後醫療品質相關因素探討 

GP-408 
以美國國家衛生院腦中風評估表(NIHSS) 分析急診與住院天數之探討― 

以南台灣某醫學中心 2020 年中風登錄系統為例 

GP-409 
分析 2020 年腦中風病患利用改良式 Rankin 中風評量表（mRS）與出院後

照顧模式之相關因素探討 -以南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GP-410 
追蹤 2020 年中風登錄系統分析吞嚥障礙與鼻胃管留置關聯性之探討 -以

南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GP-411 機構手部衛生改善成果-以中部機構德水園為例 

GP-412 呼吸衰竭病人計畫性拔管訓練之成效探討 

GP-413 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自我管理計畫介入成效之研究 

GP-414 南部某地區教學醫院外科病人出院後 3 日再入急診相關因素探討 

GP-415 
醫院員工對病人安全文化與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性初探-以中部某公立醫

院為例 

GP-416 
導入機器與深度學習模型於臨床實務中以病患為導向之心律不整模式辨

識成效評估－以 MIT-BIH 心律不整資料庫之心電圖開放資料為例 

GP-417 多種耦合 CNN 模型與不同訊號前處理對人類活動辨識的探討 

GP-418 探討民眾使用健康存摺的忠誠度及幸福感 

GP-419 以任務-科技適配理論探討語言溝通照護輔助系統之使用績效 

GP-420 探討多媒體衛教對門診手術病人術後自我照顧認知成效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大學部組 

口頭發表 1 

(公共衛生/流

行病學/醫務管

理/醫療資訊) 

UO-101 中部某體系區域醫院醫護人員面對新冠肺炎風暴之衝擊與因應策略 

UO-102 新冠肺炎期間之民眾網路健康識能、風險感知與焦慮情緒之探討 

UO-103 臨床藥師職能探討 

UO-104 國內大學生轉診經驗及認知調查 

UO-105 智能障礙者就醫困難與醫療利用之相關性探討-2016 年全國性調查分析 

UO-106 社經地位對老年髖骨骨折所致死亡之長期追蹤研究 

UO-107 
就醫，博碑？效果？ 劇場理論之病人要素知覺、病人忠誠度及再度就醫

意願之相關性研究-網路正負面口碑之調節效果 

UO-108 
發展可導入心血管疾病併發症機器學習預測模型之臨床決策支援系統 －

以國際公開資料庫為例 

UO-109 建立具智慧運算模式之健康資訊與膳食營養智能管理系統 

大學部組 

口頭發表 2 

(健康促進/預

防醫學/長期照

護) 

UO-201 探討失能高齡者參與長照 2.0 日間照顧對其生活品質之影響 

UO-202 
臺灣不同社會經濟中老年人的長期照顧服務使用意願與滿意度之影響因

素分析：以服務認知為調節變項 

UO-203 
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病人生活品質之比較：以台灣版 WHOQOL-BREF 為

例 

UO-204 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職場疲勞、休閒活動參與與睡眠品質之研究 

UO-205 居住變化對台灣中老年人心理健康之影響 

UO-206 居住變化對臺灣中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動之影響 

UO-207 台灣乾眼症與重度憂鬱症之相關性研究 

UO-208 肺癌存活者未滿足支持照護之需求 

UO-209 中高齡者社群媒體使用與社會互動之相關性研究 

UO-210 
中高齡者社群媒體教學電子書之行動研究-以台南某醫院社區健康促進活

動為例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大學部組 

海報發表 1 

(公共衛生/流

行病學/健康促

進/預防醫學) 

UP-101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大專生 COVID-19 預防行為及相關因素之研究 -以

南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UP-102 COVID-19 認知及相關因素研究：以中部地區民眾為例 

UP-103 大學生對新冠肺炎的認知與態度 

UP-104 影響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意願之相關因素探討 

UP-105 台灣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的區域差異分析 

UP-106 民眾對新冠肺炎疫情風險認知及防疫行為探討 

UP-107 新冠肺炎對醫院工作者的心理負荷探討 

UP-108 生技保健食品公司創新商業模式之探討 

UP-109 新冠疫情下生命與健康價值觀的世代差異與 KAP 分析 

UP-110 休閒活動對中高年齡身心健康之影響研究 

UP-111 
大專生機車使用者之焦慮程度與不良騎乘行為之相關因素研究 -以南部

某科技大學為例 

UP-112 大專生情緒性飲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以南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UP-113 探討健康識能、用藥自我效能與服藥遵從性之關係-以南部民眾為例 

UP-114 影響大學生量測體重頻率因素之研究 

UP-115 大學生運動習慣與手機成癮之探討 

UP-116 利用 KAP 模式分析民眾對於口罩丟棄分流之意向分析 

UP-117 壓力、睡眠品質與憂鬱‒以大專生為例 

UP-118 知覺壓力與情緒智商之探討-以大專生為例 

UP-119 探討齒顎矯正認知和行動障礙與醫囑遵從關係之研究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大學部組 

海報發表 2 

(衛生政策/健

康保險/醫務

管理/醫療行

銷/醫療品質) 

UP-201 探討長照 2.0 C 級巷弄站使用滿意度:以台南市為例 

UP-202 台灣社區長者憂鬱傾向與衰弱狀態之相關性探討 

UP-203 居家照服員對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及防疫資源對情緒壓力之關係 

UP-204 探討青壯年子女對於家中長輩以房養老之支持意願：以雙因子理論觀點 

UP-205 器官捐贈知識、態度與意願之調查- 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UP-206 
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牙醫資源缺乏地區民眾對牙醫醫療資源使用之相

關因素：以台中市所屬醫療站為例 

UP-207 
區域級以上醫院加護病房侵入性導管使用與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密度之時

間區段比較 

UP-208 從醫療機構看 Tw-DRGs 支付制度對健保給付項目收入之影響 

UP-209 
「醫沒關係？服務有關係？」- 病人觀點之服務品質、滿意度及忠誠度

之相關研究─名醫認同之調節及平衡效果初探 

UP-210 
探討疫情下護理人員工作要求、個人與工作資源、工作倦怠之關係： 工

作要求—資源模式之應用 

UP-211 醫院自覺競爭力對醫院策略的影響 

UP-212 醫院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異常事件分析及因應 

UP-213 疫情後期醫美診所經營管理策略之研究 

UP-214 
探討民眾對大腸癌篩檢廣告訊息的防禦機制及疾病威脅感之性別及篩檢

意願影響差異 

UP-215 
門診服務品質之重要度、滿意度及忠誠度之相關性分析—以中部某區域

醫院為例 

UP-216 就醫滿意度與忠誠度相關性分析-以中部某醫院住院顧客為例 

UP-217 
以 PZB 缺囗理論分析就醫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性~ 以台中某區域醫院

急診病人為例 

UP-218 台灣區域級以上醫院網站品質衡量 

UP-219 應用 IPA 分析居家服務機構之服務品質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社會研究組 

口頭發表 

SO-101 護理人員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關聯性之探討—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SO-102 運用情境判斷測驗發展護理人員甄選題本 ：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社會研究組 

海報發表 

SP-101 
小氣道疾病在 COPD 肺功能嚴重度分期之長期照顧與急性惡化相關性研

究 

SP-102 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服務與安寧緩和醫療接軌之研究 

SP-103 第一型糖尿病對髖部骨折術後結果的影響：台灣族群研究 

SP-104 
新冠肺炎防疫期間大學生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與其健康意識、高齡友善認

知之關聯 

SP-105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社區民眾使用傳統推拿整復服務的意願 

SP-106 不同肺部復健運動對加護病房使用呼吸器個案之成效探(未發表) 

SP-107 
新冠肺炎防疫期間大學生對我國疫苗施打措施的使用情況與滿意情況調

查 

SP-108 熟齡婦女就醫病患自我效能與參與醫療決策意願之相關性探討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醫院實務組 

口頭發表 1 

(醫療品質) 

HO-101 提升末期腎衰竭病人之預先建立透析管路率 

HO-102 提升住院病人傳送流程之正確性 

HO-103 透過差異性分析探討門診病人就醫經驗-以中部某公立醫學中心為例 

HO-104 運用精實管理改善 PAC 個案管理流程專案 

HO-105 運用根本原因分析改善住院病人自發性骨折之發生 

HO-106 
以病人安全策略提升護理人員化學治療照護認知及照護正確率：前後測

比較 

HO-107 優化醫病共享決策促進醫病溝通效率 

HO-108 透過雲端建置中風指標系統 

HO-109 運用品管圈手法降低婦產科門診病理檢體退件率 

醫院實務組 

口頭發表 2 

(公共衛生與

醫務管理) 

HO-201 當平衡計分卡遇上新冠肺炎-以內分泌新陳代謝科團隊為例 

HO-202 打造智能化藥事環境，提供全方位藥事照護服務 

HO-203 護理人員照顧 COVID-19 病患的壓力源與復原力相關探討 

HO-204 產後婦女人口學變項與憂鬱傾向之關係 

HO-205 運用智慧化雲端科技於論文研究計畫管理之研究 

HO-206 應用大數據建立醫師看診管理系統之研究 

HO-207 行動化 ECG 搶救心肌梗塞患者之研究 

HO-208 醫療業務管理之智慧化聊天機器人 

HO-209 醫療業務管理之自然語言對話 

HO-210 透過自助式 BI 工具建立維護費用管理之模板 

HO-211 運用 ECRS 手法縮短血液腫瘤科病房護理師白班延遲下班分鐘數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醫院實務組 

海報發表 1(醫

療品質) 

HP-101 外籍照顧者執行接觸隔離防護措施之成效探討(未發表) 

HP-102 中風病人復健運動衛教成效的影響因素研究 

HP-103 介入改善措施降低婦產科門診內診檢查害怕行為之成效 

HP-104 介入改善措施縮短門診人員說明內科看診前量測血壓時間之成效 

HP-105 實證護理對股骨粗隆間骨折患者的影響 

HP-106 應用資訊預設機制 提升用藥安全性 

HP-107 以循環式品質管理手法降低骨科病房壓傷發生率之成效探討(未發表) 

HP-108 運用翻轉交接有效提升護理師之任務傳遞 

HP-109 中區某區域醫院大腸直腸癌治療方式之存活分析探討 

HP-110 提升某醫院外科手術管腔器械清洗品質研究(未發表) 

HP-111 
以 SERVQUAL 與重要性績效分析(IPA)探討某區域醫院產婦生產服務品

質 

HP-112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衛教髖關置換術後執行之改善方案 

HP-113 
入住呼吸照護中心病患其健康狀況與存活情形的相關因子探討-以安寧緩

和介入為例 

HP-114 提升恢復室護理師執行重症護理評估正確率之專案 

HP-115 提升恢復室護理師生理監測器操作正確率 

HP-116 台灣南部年輕乳癌病人手術治療及身體心像改變之探討 

HP-117 提升微創腕關節鏡手術作業流程完整性之改善專案 

HP-118 運用視覺化商業智慧工具呈現疫情前後期間之住院照護服務滿意度差異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醫院實務組 

海報發表 2 

(醫務管理與

衛生政策) 

HP-201 疫情後期醫療院所危機管理運營之研究 

HP-202 運用品管圈縮短醫院薪資帳務作業時間(撤銷發表) 

HP-203 以台灣世代研究探討鼻咽癌患者之死亡風險及相關因素 

HP-204 中醫藥局藥品請購與採購作業流程改善專案 

HP-205 兒童與青少年智能障礙精神科用藥趨勢影響因子探討 

HP-206 建置醫院系統性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機制 

HP-207 手術室醫材管理優化專案—以某區域醫院為例 

HP-208 智慧科技資訊化落實於眼組織保存庫–羊膜製備與保存之精實醫療應用 

HP-209 跨院合作改善重大外傷病人轉診照護品質(未發表) 

HP-210 疫情期間運用多元繳費服務提升非現金支付之成效 

HP-211 縮短 COVID-19 自費核酸篩檢現場報到留滯時間之探討 

HP-212 運用 LINE 通訊軟體提升藥品採購通知作業效率與品質 

HP-213 降低神經內科病房護理師工作壓力感受之改善專案 

HP-214 運用智慧科技優化住院同意書數位簽署流程之成效 

HP-215 
新冠肺炎疫情下產婦返家前準備與返家後母育信心探討 -以南部某產後

護理之家為例 

HP-216 
運用數位化的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之成效- 以乳癌病人於手術後腫瘤

HER2 陽性為例 

HP-217 探討區域醫院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營運影響-以內科住院服務為例 

HP-218 探究人體研究倫理委員計劃審查流程之品質關鍵接觸要素 

HP-219 擬真情境模擬與 TRM 提升對 ICG 檢驗病患之處理能力與效益 

HP-220 開發人體研究倫理委員計劃滿意度調查問卷 

HP-221 運用精實手法改善門診衛耗材撥補流程(未發表) 

  



202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實際發表名單 

報告組別 發表編號 論文題目 

醫院實務組 

海報發表 3 

(公共衛生與

長期照護) 

HP-301 女性護理人員長期夜間工作與職場疲勞及身心健康不佳之相關性探討 

HP-302 醫病溝通神助攻－以乳癌決策工具為例 

HP-303 運用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於供應室職業安全衛生 

HP-304 運用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於手術室職業安全衛生 

HP-305 安寧護理對晚期癌症的影響 

HP-306 自立支援照顧模式提升長照機構住民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之成效探討 

HP-307 胰島素針筒刻度放大裝置之設計與成效探討 

HP-308 一位 38 歲女性以反覆性腹痛合併癲癇表現之病例報告 

HP-309 一位急性肺栓塞行超音波輔助血栓溶解術之病例報告 

HP-310 照顧服務員情緒勞務、工作壓力及離職意願之研究 

HP-311 一位 63 歲男性以發燒及陰囊水腫表現之病例報告 

HP-312 中部某區域醫院職業傷害案件分析研究(未發表) 

HP-313 探討特定場所業者及從業人員毒品防制知能 

HP-314 探討臺北市某公立醫院辦理反毒防制知能 

HP-315 縮短健檢無痛胃腸鏡及磁振造影檢查排檢等候時間之流程改善 

HP-316 醫療院所職業類別及職業傷害種類相關性研究(未發表) 

HP-317 因肺炎或支氣管炎而住院之病人影響其住院天數之相關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