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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年聯合年會
時間：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

地點
時間

第一會場
(B1國際 
會議廳)
(355人)

第二會場
專題論壇
(101講堂)
(150人)

第三會場
專題討論
(102講堂)
(150人)

第四會場
專題討論
(103講堂)
(150人)

第五會場
專題討論
(104講堂)
(150人)

第六會場
專題討論
(105講堂)
(150人)

第七會場
專題論壇
(201講堂)
(130人)

第八會場
專題討論
(202講堂)
(130人)

第九會場
專題討論
(203講堂)
(130人)

第十會場
專題討論
(204講堂)
(130人)

第十一會場
專題討論
(205講堂)
(130人)

第十二會場
專題論壇
互助大樓

(4A01講堂)
(4A02講堂)

8:30-9:15 報到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樓

9:15-10:45

公衛實務
論壇

安全促進學
會「人工智
慧(AI)與傷害
防制安全促
進論壇」

安特羅
「腸病毒防
疫與疫苗開

發」

國衛院
「台灣衛生外
交的新展望」

國衛院
「21世紀 

兒童與青少
年重要健康 
議題研究」

流病學會
「大數據時代之
流行病學角色」

中國醫藥
大學

「食品安全
風險評估」

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

「公共衛生
計畫介入之
成效探討」

大會主題組 癌登學會
「數位化

時代的癌症
登記」

10:45-11:00 茶敘(B1及2樓穿堂)、海報論文展示(2-3樓穿堂)

11:00-12:30

公衛實務
論壇

安全促進學
會「人工智
慧(AI)與傷害
防制安全促
進論壇」

國健署
「國民營養
健康狀況 

變遷調查」

國衛院
「流感大流行
的百年省思」

健保學會 臺北醫學
大學

「老人心理
健康專題研

討」

流病學會
「大數據時代之
流行病學角色」

臺北教育大
學「臺灣兒
童青少年健
康與安適調

查」

食藥署
「台灣食藥
雲大數據 

應用現況與 
人工智慧的 

發展」

疾管署
「人工智慧
於傳染病防
治之應用」

臺灣大學
「次級健康
數據資料庫
的驗證」

癌登學會
「數位化的
台灣癌症 
登記學會

12:00-12:30
癌登學會
會員大會

12:00-12:30
安全促進學
會會員大會

12:30-13:30 午　　餐

13:00-
13:30

流病學會
會員大會

12:40-13:10 
海報論壇年會主題組 (2樓穿堂)

12:40-13:10
公衛學會
會員大會

13:30-14:45 大會開幕與頒獎(B1國際會議廳)
專題論壇
癌登學會
(AJCC8th 
重點與實務

運用)

14:45-15:00 茶敘(B1穿堂)、海報論文展示(2-3樓穿堂)

15:00-16:50 主題演講「人工智慧與健康」(B1國際會議廳)
16:00-16:30

臺大公共 
衛生校友會

年會

16:50-19:30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互助大樓B1學生活動中心)

時間：2018年10月14日(星期日)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

地點
時間

第二會場
專題討論
(101講堂)
(150人)

第三會場
專題討論
(102講堂)
(150人)

第四會場
專題討論
(103講堂)
(150人)

第七會場
一般論文
(201講堂)
(130人)

第八會場
一般論文
(202講堂)
(130人)

第九會場
一般論文
(203講堂)
(130人)

第十會場
一般論文
(204講堂)
(130人)

8:00-8:30 報到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樓

8:30-1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深度學習聊天機器
人應用於衛生局所 

衛教服務」

臺大健康行為與 
社區科學研究所

「多元族群之健康 
行為調查與介入」

國健署
「國民健康訪問調

查」

流病預醫一 衛教行為一 環衛職醫一 衛政醫管一

10:00-10:30 茶敘(2樓穿堂)、海報論文展示(2-3樓穿堂)

10:30-12: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如何選擇適當統計
圖表與修改圖表讓 
長官智慧決策」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在嘉真好服務方

案」

流病預醫二 衛教行為二 環衛職醫二 衛政醫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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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年聯合年會
大會節目表

主題報告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B1國際會議廳
13:30-13:55 主席致詞： 陳保中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沈志陽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白　璐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賴美淑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楊志良 (台灣健康保險學會榮譽理事長)
13:55-14:15 貴賓致詞： 張博雅 (監察院院長)
   林依瑩 (臺中市副市長)
   陳時中 (衛生福利部部長)
   李文華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14:15-14:30 大會拍照時間(將於台上拍照)
14:30-14:45 頒發陳拱北公共衛生優秀論文獎、公共衛生學會研究生論文獎、流行病學會研究生論

文獎、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力測驗及格證書

大會主題「人工智慧與健康」演講與討論

14:45-15:00 茶敘
15:00-15:10 引言人：陳為堅(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
15:10-15:40 KN-1 子題一：自然語言處理與人工智慧
 許聞廉(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5:40-16:10 KN-2 子題二：人工智慧與機器人—智慧醫療的新發展
 傅立成(臺灣大學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主任、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電

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16:10-16:40 KN-3 子題三：大數據×大智慧×大健康
 劉立(國際厚生科技公司總經理)
16:40-17:00 綜合討論
17:00-19:30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
 地點：互助大樓B1學生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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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實務論壇

主題：公共衛生系所實習經驗分享與交流(一)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許惠悰(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盧啟元(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09:15-09:33 子題一：中部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09:33-09:51 子題二：中部學校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09:51-10:09 子題三：北部學校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10:09-10:27 子題四：北部學校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0:27-10:45 子題五：北部學校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公共衛生實務論壇

主題：公共衛生系所實習經驗分享與交流(二)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陳培詩(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溫淑惠(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11:00-11:18 子題六：南部學校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1:18-11:36 子題七：東部學校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1:36-11:54 子題八：北部學校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11:54-12:12 子題九：北部學校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2:12-12:30 子題十：北部學校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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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人工智慧(AI)與安全促進論壇
承辦單位：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主持人：白璐(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09:15-09:25 開幕致詞
 致詞人：白璐
09:25-10:05 AIoT與居家安全
 主持人：卓妙如(輔仁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主講人：許振煙(新光保全資深副總)
10:05-10:45 人工智慧促進社區防災提升
 主持人：簡戊鑑(國防醫學院公衛系副教授)
 主講人：詹家貞(臺灣防災產業協會副秘書長)
10:45-11:0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 
11:00-11:40 預防山難—智慧型手機GPS定位運用介紹
 主持人：白璐理事長 
 主講人：吳子政(七星野外休閒協會理事長)
11:40-12:00 人工智慧(AI)與安全促進綜合論壇
 主持人：白璐理事長
 與談人：朱基銘教授、詹家貞副秘書長、吳子政理事長、李珊珊執行長
12:00-12:30 安全促進學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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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腸病毒防疫與疫苗開發」
承辦單位：安特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主持人：	楊青芬(安特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處處長)

09:15-09:35 腸病毒防治(一) 
 陳伯彥(台中榮民總醫院兒童感染科主任)
09:35-09:55 腸病毒疫苗開發(二)
 楊青芬(安特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處處長)
10:00-10:15 國光/安特羅生物科技公司簡介及Q&A
 張哲瑋(安特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專題討論

主題：「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承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主持人：張新儀(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研究所研究員)

11:00-11:15 NH-1 The Trend of Diabetes Prevalence during 1993-2016 among adults in Taiwan: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s in Taiwan

 莊紹源(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研究所副研究員)
11:15-11:30 NH-2 Association between diabetes mellitus and adiposity markers: the NAHSIT study
 白其卉(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1:30-11:45 NH-3 Combined association of hemoglobin A1c and C-reactive protein with cognitive 

decline: the NAHSIT study
 范晏郡(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11:45-12:00 NH-4 家長對兒少體位認知與兒少營養攝取之關係
 陳信任(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12:00-12;15 NH-5 兒童夜間睡眠時間長短與身體測量值和生化值的相關
 石雅慧/張新儀(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研究所研究員)
12:15-12:30 NH-6 臺灣婦女停經年齡之年代趨勢及其相關因子之探討
 余聰(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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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臺灣衛生外交的新展望
承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四會場 地點：103講堂
主持人：	李敏西(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

	 陳厚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骨科部高壓氧中心主任)

09:15-09:33 TH-1 臺灣在國際醫療的定位及倡議台灣世衛聯合會
 張武修(監察院)
09:33-09:51 TH-2 臺灣健康服務協會國際合作經驗分享
 何美鄉(中央研究院)
09:51-10:09 TH-3 臺灣卡羅歐巴尼協會國際合作經驗分享
 莊振澤(台灣卡羅歐巴尼協會)
10:09-10:27 TH-4 臺越國際衛生合作及建立亞太腸病毒監測網絡
 李敏西(國家衛生研究院)
10:27-10:45 TH-5 臺灣醫院資訊系統(HIS)的國際合作經驗
 陳厚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專題討論

主題：流感大流行的百年省思
承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四會場 地點：103講堂
主持人：	李敏西(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

	 張武修(監察委員)

11:00-11:18 IH-1 流感風險評估
 金傳春(臺灣大學)
11:18-11:36 IH-2 H7N9流感病毒流行病學最新進展
 李敏西(國家衛生研究院) 
11:36-11:54 IH-3 西班牙流感100年後的全球衛生安全
 羅一鈞(疾病管制署)
11:54-12:12 IH-4 開發流感大流行用疫苗—學界經驗
 胡勇誌(國家衛生研究院)
12:12-12:30 IH-5 開發流感大流行用疫苗—產業界經驗
 吳佳穎(國光生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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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五會場 地點：104講堂
主持人：	楊志良(台灣健康保險學會榮譽理事長)

11:00-11:45 臺灣健保醫療影像之AI應用與趨勢
 李伯璋(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
11:45-12:30 居家醫療之智慧應用
 方志琳(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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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21世紀兒童與青少年重要健康議題研究
承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六會場 地點：105講堂
主持人：張新儀(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09:15-09:33 TO-1 從7歲至18歲之自殺意念發展及其相關因素
 張奕涵(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09:33-09:51 TO-2 睡眠問題對自殺意念發展軌跡的影響：探討韌性的緩衝效果
 張齡尹(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09:51-10:09 TO-3 男生及女生於國中至高中階段親密行為的分布與發展
 聶西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0:09-10:27 TO-4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aggression and victimization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problems in 
emerging adulthood

 吳文琪(開南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10:27-10:45 TO-5 台灣地區高中至大學階段學生的網路成癮程度與生活壓力、社交焦慮及社交

孤寂之關聯性：CABLE世代資料分析結果
 陸玓玲(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專題討論

主題：老人心理健康專題研討
承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六會場 地點：105講堂
主持人：	莊坤洋(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11:00-11:23 GM-1 台灣中老年人正向心理健康之多層次分析
 李思瑀、莊 智(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1:23-11:46 GM-2 中高齡者網路使用與正向幸福感關係探討
 陳怡樺、韓德彥、吳希彥、莊坤洋(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1:46-12:09 GM-3 影響台灣高齡家庭照顧者與非家庭照顧者心理韌力與憂鬱的因素比較
 郭慈安、吳希彥、韓德彥(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12:09-12:32 GM-4 台灣中老年人幸福感之影響因子和其中介因子初探
 韓德彥、陳怡樺、吳希彥、莊坤洋(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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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大數據時代之流行病學角色(一)
承辦單位：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主持人：李采娟(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09:15-09:45 BD-1 利用基因資料庫及統合分析探討基因多型性與疾病的相關性研究
 蘇遂龍(國防醫學大學教授) 
09:45-10:15 BD-2 應用多基因危險分數於疾病風險相關性研究
 謝宜蓁(臺北醫學大學副教授)
10:15-10:45 BD-3 A step closer to 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asthma: cluster analy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sthma phenotypes
 王姿乃(高雄醫學大學教授)
10:45-11:0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2-3樓穿堂)

專題討論

主題：大數據時代之流行病學角色(二)
承辦單位：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主持人：廖勇柏(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11:00-11:30 BD-4 老年人失智症與認知功能缺損之跨領域研究
 程蘊菁(臺灣大學教授)
11:30-12:00 BD-5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help for Epidem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藍郁青(中國醫藥大學副教授)
12:00-12:30 提問、綜合討論



–  23  –

專題討論

主題：臺灣兒童青少年健康與安適調查
承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八會場 地點：202講堂
主持人：	林佑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副教授)

11:00-11:23 TC-1 東西方青少年靈性健康比較：以臺灣與蘇格蘭為例
 林佑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3-11:46 TC-2 青少年靈性健康與主觀幸福感之相關探討
 王思涵(新北市三多國中)
11:46-12:09 TC-3 青少年睡眠品質、身體活動與心理幸福感之相關探討
 洪慈妤(新北市萬里國小)
12:09-12:32 TC-4 青少年健康行為與身心健康：從同儕、家庭與學校脈絡談起
 王慧瑩(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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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承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學系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九會場 地點：203講堂
主持人：江舟峰(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學系教授)

09:15-09:38 FS-1 建立快速分析方法測定碳烤雞腿中16種歐盟優先規範之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
物

 楊登傑(陽明大學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09:38-10:01 FS-2 建立QuEchERS快速萃取不同食品基質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的方法

並檢測各種加工食品中PAHs的組成與含量
 徐國強(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
10:01-10:24 FS-3 國人暴露於燒烤及油炸食物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之健康風險評估
 江舟峰(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學系)
10:24-10:47 FS-4 台灣食品戴奧辛濃度時空變化趨勢及暴露風險評估
 張榮偉(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專題討論

主題：台灣食藥雲大數據應用現況與人工智慧的發展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九會場 地點：203講堂
主持人：	林金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副署長)

11:00-11:15 TF-1 當臺灣食藥雲大數據走向人工智慧
 吳立雅(食藥署食藥戰情中心科長)
11:15-11:30 TF-2 食品邊境管理結合人工智慧演算進行風險預測—以茶葉為例
 蘇秋霞(食藥署食藥戰情中心)
11:30-11:45 TF-3 食品追溯追蹤資訊系統應用—以肉類產品為例
 樊岱杰(食藥署食藥戰情中心)
11:45-12:00 TF-4 食品大數據逾期風險分析之研究—以冷凍肉品為例
 曾于芳(食藥署食藥戰情中心)
12:00-12:15 TF-5 建構以資訊自動化為基礎的食安事件應變演練之研究
 許威毅(食藥署食藥戰情中心)
12:15-12:30 TF-6 急救責任醫院動員藥品使用品項之大數據研究
 薛翔予(食藥署食藥戰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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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公共衛生計畫介入之成效探討
承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十會場 地點：204講堂
主持人：	陳怡(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09:15-09:30 PB-1 民眾接受社區篩檢習慣之死亡率之差異—以臺南市為例
 鄧嘉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09:30-09:45 PB-2 透過組織性篩檢邀約方式探討臺南市都會區篩檢邀約策略
 黃芷玲(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09:45-10:00 PB-3 結合Nudge理論探討影響民眾參與大腸癌篩檢之策略：以臺南市為例
 黃芷玲(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00-10:15 PB-4 城鄉居民糖尿病盛行率因素之探討—以臺南市為例
 蔡秀珍(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
10:15-10:30 PB-5 探討真人實境密室逃脫遊戲對健康知識、態度之成效研究：以臺南市青少年

為例
 蘇筱婷(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30-10:45 PB-6 縮小健康不平等—以臺南市偏鄉小學口腔保健為例
 陳庭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專題討論

主題：人工智慧於傳染病防治之應用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十會場 地點：204講堂
主持人：	莊人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

11:00-11:23 AA-1 用聊天機器人協助防疫政策推廣：以流感及流感疫苗為例
 鄭皓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23-11:46 AA-2 整合學習在臺灣流感疫情預測的應用
 吳侑峻(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11:46-12:09 AA-3 應用人工智慧輔助臺灣六大毒蛇辨識
 劉宇倫(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2:09-12:32 AA-4 Advancing Disease Control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ilding Malaria 

Diagnostics as an Example
 郭柏辰(台灣人工智慧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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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大會主題組—人工智慧與健康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十一會場 地點：205講堂
主持人：廖勇柏(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09:15-09:37 AI-1 運用時空Gi統計偵測台灣猩紅熱疫情的時空熱點
 曾子容、唐嘉宏、詹大千

09:38-10:00 AI-2 Walk Score®之相關文獻回顧：身體活動、步行行為及相關慢性病 A literature 
review of Walk Score®: Physical activity, walking behavior an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賴鼎富、廖邕、薛名淳、林倩宇

10:01-10:23 AI-3 長者虛擬懷舊實境系統之研發-需求評估研究
 蔡幸蓁、闕可欣、李碧娥、陳奕儒、楊凱鈞、張凱晴、賴玟安、林敬傑、 

李約瑟、陳凱倫

10:24-10:45 AI-4 以智慧手環提升學生健康體位管理成效之研究―以台灣小港高中為例
 劉慧俐、蘇全屏、洪慧霖、陳健民

專題討論

主題：次級健康數據資料庫的驗證
承辦單位：臺灣大學健康資料研究中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十一會場 地點：205講堂
主持人：陳建煒(臺灣大學健康資料研究中心主任)

11:00-11:12 SH-1 資料庫驗證研究方法介紹
 陳建煒(臺灣大學健康資料研究中心)
11:12-11:24 SH-2 國內有關健保資料庫資料的驗證研究整理回顧
 林卉敏(臺大醫院醫研部)
11:24-11:36 SH-3 疾病診斷的驗證，實務與經驗談  
 鄭靜蘭(成功大學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
11:36-11:48 SH-4 以處置驗證疾病診斷，實務與經驗談
 林先和(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11:48-12:00 SH-5 EMR & registry database在資料驗證的應用
 史麗珠(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12:00-12:12 SH-6 針對提升資料品質，政府及學界應有的使命與行動
 李中一(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12:12-12:18 討論(開放提問)
12:18-12:30 總結
 陳保中(國立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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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數位化時代的癌症登記
承辦單位：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十二會場 地點：互助大樓4A01、4A02講堂
主持人：	蕭正英(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師)

	 賴美淑(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丁文謙(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李明陽(嘉義基督教醫院醫師)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致詞
 致詞人：賴美淑
09:40-10:10  臨床醫療數據與癌症登記(SSF相關資料分析)
 江濬如(台灣癌症登記中心)
10:10-10:40  癌症登記申報即時勘誤機制
 李佳玲(臺中榮民總醫院)
10:40-11:00 茶敘時間
11:00-11:30  癌症登記翻轉教育與數位學習
 陳淑真/鄭慧雯(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1:30-12:00  虛擬病歷摘錄線上練習規劃
 邱麗芳(嘉義基督教醫院)
12:00-13:00  第五屆第1次會員大會＆第五屆理監事選舉/午餐
 (醫院委託本會申報現況報告/沈月影)
13:00-13:40  AJCC8th癌症分期總論重點介紹
 王帝皓(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13:40-14:20  AJCC8th重點與實務運用(1)－頭頸癌(口腔)
 滕宣德(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師)
14:20-15:00  AJCC8th重點與實務運用(1)－頭頸癌(口咽、下咽、喉)
 林膺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10  AJCC8th重點與實務運用(2)－肺癌
 陳焜結(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師)
16:10-17:00  AJCC8th重點與實務運用(3)－血液腫瘤
 裴松南(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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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年會相關學會及其會員大會時程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12:00-12:30 TIPSPA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白　璐(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鍾其祥(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白　璐(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十一會場 地點：205講堂
12:40-13:10 TPHA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陳保中(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林先和(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陳保中(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13:00-13:30 TEA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沈志陽(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周子傑(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沈志陽(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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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十一會場 地點：205講堂
16:00-16:30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邱弘毅(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蘇春蘭(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秘書)
 提案討論 邱弘毅(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理事長)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10月13日(星期六)

第十三會場 地點：互助大樓4A01講堂
12:00-12:30 TSCR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賴美淑(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賴美淑(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提案討論 賴美淑(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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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深度學習聊天機器人應用於衛生局所衛教服務
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0月14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主持人：呂宗學(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顧問)

08:30-08:53 DL-1 新北醫藥通 健康快速搜 開放資料應用
 林奇宏、許朝程、林崇偉(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8:53-09:16 DL-2 深度學習自然語言處理之應用
 蔡宜璋、陳德誠、李奕青(資策會數位分析中心)
09:16-09:39 DL-3 Shoait.AI深度學習自然語言對話服務系統
 蔡宜璋、陳德誠、李奕青(資策會數位分析中心)
09:39-10:02 DL-4 新手媽媽智能客服聊天機器人之開發
 楊惠如、洪美智、陳南松(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專題討論

主題：如何選擇適當統計圖表與修改圖表讓長官智慧決策
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0月14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主持人：呂宗學(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10:30-10:53 HC-1 如何選擇適當統計圖表？
 王亮懿(國立成功大學公衛所)
10:53-11:16 HC-2 如何修改統計圖表？
 梁富文(高雄醫學大學公衛系)
11:16-11:39 HC-3 怎樣的圖表可以幫助長官智慧決策？
 呂宗學(國立成功大學公衛所)
11:39-12:02 HC-4 如何善用視覺化軟體達到前述目標？
 林白凰(成大健康資料加值應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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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多元族群之健康行為調查與介入
承辦單位：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10月14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主持人：黃俊豪(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08:30-08:45 SH-1 A Theory-Based Exploration of Intention to Engage i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bout Sexual Behaviors among 5th–6th-Graders’ Parents in Taiwan

 Chiao-Wei Huang, Jiun-Hau Huang
08:45-09:00 SH-2 Intention to Use Oral Rapid Self-Testing for HIV among 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YMSM) in Taiwan: An Exploration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Chia-Hsien Hsu, Jiun-Hau Huang
09:00-09:15 SH-3 以健康信念模式檢視臺灣女性護理人員子宮頸抹片意圖：探討抹片經驗及性

別氣質之調節作用
 徐嘉羚、黃俊豪
09:15-09:30 SH-4 Exploring Daily Breakfast Consumption Inten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Kuan-Yu Lin, Jiun-Hau Huang
09:30-09:45 SH-5 運用計劃行為理論探討國中生之保險套使用意圖及隨機分派衛教介入成效
 邰思瑀、黃俊豪
09:45-10:00 SH-6 國中生達到每週身體活動建議量之行為意圖及其相關因素
 姜力維、黃俊豪

專題討論

主題：在嘉真好服務方案
承辦單位：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10月14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主持人：張耀懋(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10:30-10:45 IC-1 出院宅急便
 王鳳玉　張耀懋
10:45-11:00 IC-2 醫療團隊到你家
 王鳳玉　張耀懋
11:00-11:15 IC-3 年年創新高的醫院型整合性健康篩檢
 林秀猜　張耀懋
11:15-11:30 IC-4 陪你走過死蔭幽谷~嘉義市自殺防治經驗分享
 劉芮蓁　張耀懋
11:30-11:45 IC-5 嘉義市蔬果農藥殘留監測
 盧敏琪　黃玲瑜　梁義慶　張耀懋
11:45-12:00 IC-6 食安在嘉—提升火雞肉飯食安研究
 張育彰　張喻淳　洪佳旻　張耀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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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承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4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103講堂
主持人：	吳秀英(國家衛生研究院主任秘書)

08:30-08:35 主持人介紹
08:35-08:40 「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簡介
08:40-08:55 NS-1 臺灣歷年酒精飲用及問題發展趨勢
 楊涵纖(國家衛生研究院)
08:55-09:10 NS-2 臺灣地區身體活動及久坐情形
 劉建鑫(國民健康署)
09:10-09:25 NS-3 國人健康識能現況
 楊秉彥(國民健康署)
09:25-09:40 NS-4 臺灣歷年心理健康發展趨勢
 于勝宗(國家衛生研究院)
09:40-10: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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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一)
10月14日(星期日)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主持人：	陳培君(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葉志嶸(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08:30-08:45 EP-1 Associations between arsenic in drinking water and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 nationwide study in Taiwan

 Ya-Yun Cheng, Neng-Chyan Huang, Yu-Tzu Chang, Junne-Ming Sung,  
Kun-Hung Shen, Chang-Chih Tsai, How-Ran Guo

08:45-09:00 EP-2 因果中介分析檢定方法之檢定力與樣本數分析
 林詩紋、林聖軒
09:00-09:15 EP-3 A simulation based approach to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with ordered multiple 

mediators and non-linear outcome – investigating the vulnerable time window of 
HBV activity for the mechanism of HCV indu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ing-Wen Liang, Sheng-Hsuan Lin, Meng-Ying Chou, Yen-Tsung Huang, Hwai-I Yang
09:15-09:30 EP-4 氣溫、空氣汙染和健康的競爭相關
 宋鴻樟、蔡善璞、陳昭文、謝顯堂、鄭永鴻、莫之欣、吳佩儒
09:30-09:45 EP-5 Visual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gonistic interaction through an exclusive 

transformation of sufficient component cause model
 Sheng-Hsuan Lin
09:45-10:00 EP-6 以世代追蹤研究探討感染腸病毒71型之風險因素
 張文瓊、鍾婉瑜、羅淑婷、江百善、曹國倩、林奏延、李敏西

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二)
10月14日(星期日)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主持人：	葉志清(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林富煌(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10:30-10:45 EP-7 社區健康世代糖尿病盛行率及危險因子研究
 鄭雅庭、楊惠庭、謝淑芬、廖育萍、黃語安、洪子涵、楊安筠、周昀繪、 

許雅雯、楊婉琳、孫建安、林肇堂
10:45-11:00 EP-8 台灣歷年酒精使用及問題發展在年輕族群趨勢
 王郁婷、張新儀、陳娟瑜
11:00-11:15 EP-9 醫師值班壓力對於手機幻覺症候群之機制分析
 林冠逸、林聖軒、林煜軒
11:15-11:30 EP-10 第一型血紅素氧化酶與慢性硬腦膜下血腫之關聯性研究
 林耕賢、王國川、林聖軒、陸惠宗
11:30-11:45 EP-11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correlates with increased risk of restless legs syndrome: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楊昕禕、黃琬婷、陳志成
11:45-12:00 EP-12 Risk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for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ies
 Hao-Ting Fang, Chia-Yu Liu, Tao-Hsin Tung, Fu-L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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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教育與行為科學(一)
10月14日(星期日)

第八會場 地點：202講堂
主持人：陳秋瑩(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08:30-09:00 HB-1 產後早期父親參與照顧的重要性――父職參與程度對兩歲幼兒之發展影響
 項潤、陳怡樺
09:00-09:30 HB-2 懷孕中期雙親的親職壓力是否會影響兩歲孩童的發展
 李詠馨、邱鈺翔、陳怡樺
09:30-10:00 HB-3 The recidivism and its risk assessment on community treatments among child sex 

offenders
 董道興(Tao H. Tung)、沈勝昂(Sheng-Ang Shen)

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教育與行為科學(二)
10月14日(星期日)

第八會場 地點：202講堂
主持人：黃俊豪(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10:30-11:00 HB-4 「足」滿意延緩失能照護之經驗分享
 陳靜蘭、李玉萍、洪錦墩、李美文、李淑芬、何清治
11:00-11:30 HB-5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推行「健康識能友善素材審查指標指引」成效
 李嘉慧、劉巧菁、呂小惠、江世民、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資訊與健康傳

播小組
11:30-12:00 HB-6 結合Nudge理論探討影響民眾參與乳癌篩檢之意願
 施孟奇、鄧嘉仁、吳睿杰、李寶玉、彭麗玲、陳淑娟、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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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一)
10月14日(星期日)

第九會場 地點：203講堂
主持人：	張大元(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教授)

	 趙木榮(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教授)

08:30-08:45 EO-1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優秀論文獎：陳拱北教授紀念獎得獎論文發表
  鉻暴露與鉛、鎘共同暴露對腎功能下降之影響
 蔡宗霖、郭錦輯、潘文涵、鍾禹德、陳秋瑩、吳聰能、王淑麗
08:45-09:00 EO-2 候鳥棲息地空氣中禽流感病毒濃度之調查
 陳紫鈺、林思伶、陳培詩
09:00-09:15 EO-3 血中β-胡蘿蔔素對於塑化劑DEHP所引起的胰島素阻抗之保護作用
 李銘杰、邱鈺涵
09:15-09:30 EO-4 孕婦懷孕期間暴露鄰苯二甲酸酯類與血清及其胎兒臍帶血清中甲狀腺荷爾蒙

衡定之相關性研究
 廖凱威、黃翰斌、郭保麟、張榮偉、黃柏菁
09:30-09:45 EO-5 台灣室外空氣污染物和天氣變化與首發過敏性結膜炎之關聯探討
 鍾家渝、李岳章、謝佳容、曾俊傑、尹立銘
09:45-10:00 EO-6 我國區域性細懸浮微粒事件之小尺度CMAQ污染源貢獻評估之挑戰
 曾展宏、江舟峰、吳勇興

一般論文

主題：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二)
10月14日(星期日)

第九會場 地點：203講堂
主持人：	賴錦皇(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李俊賢(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主治醫師)

10:30-10:48 EO-7 石綿在我國未來動態
 郭錦堂、黃國典、潘致弘
10:48-11:06 EO-8 廚房從業人員肌肉骨骼傷病盛行率之調查
 夏譽真、許德仁
11:06-11:24 EO-9 血中砷濃度與發炎指標物、腎絲球過濾率之相關性研究
 詹翔雲、許惠悰
11:24-11:42 EO-10 化妝品櫃員鄰苯二甲酸酯類累績風險特徵研究化妝品櫃員鄰苯二甲酸酯類累

績風險特徵研究
 黃柏菁、廖凱威、張榮偉、詹秀慧、李俊璋
11:42-12:00 EO-11 農業勞動力者職業傷病流行病學調查
 吳威德、林育任、劉紹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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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一)
10月14日(星期日)

第十會場 地點：204講堂
主持人：	黃心苑(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李佳綺(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08:30-08:53 HM-1 長照支付新制對居家服務之影響：對居家服務員、服務使用者與家庭照顧者
的衝擊

 江禹嫻、徐慧娟
08:53-09:16 HM-2 民主政治中的世代間契約：永續福利體系與未來世代權利
 葉明叡
09:16-09:39 HM-3 心理社會的成功社區老化執行兩年度成效分析
 徐芷翎、李家瑜
09:39-10:02 HM-4 以重要—表現分析法探討一般護理之家照護服務作業標準化項目之重要性與

需要性
 梁亞文、林育秀、蘇 寧

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二)
10月14日(星期日)

第十會場 地點：204講堂
主持人：	謝慧敏(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謝嘉容(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10:30-10:53 HM-5 到院前心電圖對於ST波段上升型急性心肌梗塞(STEMI)病人之經濟評估
 張曜吉、黃偉春、楊銘欽 
10:53-11:16 HM-6 醫療資源對急重症病患救治結果之影響—以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為例
 嚴元鴻、洪錦墩、李美文、何清治、李淑芬
11:16-11:39 HM-7 影響思覺失調病患的生活品質因素—從病人自覺自主性以及治療目標設併兩

方面來探討
 陳宗泰、許雅媛
11:39-12:02 HM-8 定期接受成人健檢對新確診糖尿病患之早期發現與治療的成效分析
 張育嘉、葉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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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海報展示
展示時間：10月13日上午9時至10月14日中午12時　展示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2-3樓穿堂

＊ 參加海報展示者請於10月13日上午9時前自行張貼於會場之海報架上
 10月14日中午12時後取下。海報展示尺寸為：寬90公分，高120公分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

 PO-1 Surakarta housing policy: Promoting participatory slum improvement in physical 
upgrading policy brief
Shih-Chun Lin, Baithesda, Denny Maurits Ruku

 PO-2 健康存摺全紀錄、我的健康我知道：健康存摺應用之推動
黃得誌、楊秀蘭

 PO-3 老年人健康生活品質(SF-36)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陳倩珩、張慈桂、孫亦君

 PO-4 運用焦點座談分析影響台灣癌症篩檢利用不平等因素
李妙純、陳孝平

 PO-5 長期照護新聞文字探勘：網路媒體與衛福部新聞之初探
徐慧娟

 PO-6 全民健保台灣版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下病患轉診之分析：以骨科多重骨折
病患手術治療為例
郭家孝、洪錦墩、李美文、李淑芬、何清治、官錦鳳

 PO-7 研析近五年我國與國際上新興影響精神物質濫用趨勢
李鴻毅、康凱翔、徐睿、蔡文瑛

 PO-8 臺灣2009-2017年菸害防制法法規合格率趨勢分析
李善茹、高森永

 PO-9 國軍戒菸輔導人員對菸稅調漲之看法
邱于容、李善茹、曾雅梅、賴錦皇、方文輝、高森永

 PO-10 早期療育醫療資源服務不平等研究
鄒惠貞、江博煌

 PO-11 產婦生產服務品質構面之比較
王彥儒、陳子涵、嚴人俊、陳任淇、葉德豐、林川雄、黃建財、黃麗玲

 PO-12 初探急診室老年人譫妄發生之分析—以台灣南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劉芝妤、王琤、呂怡璇、蔡政翰

 PO-13 Associations among Health Literacy, Diabetes-related Self-care Behaviors, and 
Health Utilization in Persons with diabetes in Taiwan
邱姵穎、謝慧敏

 PO-14 防跌個案管理介入對基隆社區長者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之影響及滿意度之研究
游蕙慈、曾雅梅、李善茹、邱于容、張耀文、陳雪芬、高森永

 PO-15 Patientʼs Self-determination Right Act 2019病人自主權利法施行前探討
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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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16 社經因素與檳榔嚼食與戒除行為之關係—健康識能之中介及調節效果
曾于柔、陳孝平、李妙純

 PO-17 醫護人員對門診病人就醫隱私觀點之研究
劉紘志、李佳芹、蔡恩霖、張育嘉、黃麗玲、葉德豐1

 PO-18 尋找健康、「巡」找「EYE」
謝佳 、李呶玉、彭麗玲、陳淑娟

 PO-19 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及主觀幸福感之相關性研究-以中部某公立醫院護理
人員為例
林延柔、洪錦墩、黃庭鍾、李美文、李淑芬、何清治

 PO-20 臺灣2002-2015六都房貸負擔率與健康之面板資料迴歸分析
陳素秋、劉介宇、簡淑娟

 PO-21 Prognosis and Adherence of Women Utilizing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Cancer Screening Policy in Taiwan
沈政廷、謝慧敏

 PO-22 臺灣職業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通報後之離職分析
葉馨婷、吳肖琪、陳芬苓

 PO-23 台灣血友病患流行病學特性及醫療利用分析
王薏婷、高森永、簡戊鑑

 PO-24 偏鄉地區醫院末期腎臟病前期追蹤病患流失相關因素之探討
周惠敏、張育嘉、洪弘昌、莊宗芳、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PO-25 台灣婦女接受乳癌篩檢與在社區和醫院篩檢特質的影響因素之探討
張偉傑、謝慧敏

 PO-26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及其相關因素–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許雅惠、張育嘉、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PO-27 半髖人工關節植入物種類及骨水泥使用對高齡患者術後存活的比較
蔡明哲、陳威明、吳肖琪

 PO-28 食道癌病人發生第二原發腫瘤之危險因子探討
陳曉薇、張肇松、羅英瑛、郭躍虹

 PO-29 老人補助裝置假牙服務品質調查
洪錦墩、李淑芬、何清治、官錦鳳、李美文

 PO-30 健康成人病人自主權利法之認知與態度對成為醫療委任代理人意願之關聯性
研究
呂宜蓉、許立安、蔡宛汝、張育嘉、陳呈旭、葉德豐

 PO-31 運用社區醫療資源強化校園心理衛生網絡之成效初探
范勝雄、卓耕宇、吳泰進

 PO-32 台灣中老年人領取退休金與自覺健康之相關性
林宜芳、張毓宏

 PO-33 山地離島地區癌症患者死亡前一年醫療利用費用及就醫流向之探討
譚郁錚、張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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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34 長期照顧服務法對偏遠長照機構經營之影響—以台東縣為例
劉嘉芳、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PO-35 中老年人身體測量指標與代謝症候群關聯之探討
黃重誠

 PO-36 都會區獨居及非獨居長者健康狀態差異性分析
陳靜茹、苗迺芳、賴甫誌、蕭伃伶

 PO-37 探討菸害防制對民眾健康行為之改變—以嘉義市為例
吳文惠、張耀懋

 PO-38 食道癌病人發生同時性第二原發腫瘤存活率探討
陳曉薇、羅英瑛、張肇松、郭躍虹、李佩珊

 PO-39 智慧型全疾病糖尿病照護模型—以ACCORD試驗發展的視覺化模型
陸行、詹銘煥、黃尚志、辛錫璋、林明彥、謝慧敏、許志成、康藝晃

 PO-40 社區老人商業保險投保與長照保險態度關係之研究
陳靜茹、苗迺芳、賴甫誌、蕭伃伶

 PO-41 菸稅調漲對成人戒菸行為影響
張麗娟、陳珮青、徐婕、李玉春

 PO-42 Optimize the lateral region of the medical emergency network through historical 
experience
顏麗霜、陳昭文、詹大千、許廣智、趙恩、李佩玲、張力中

 PO-43 糖尿病篩檢異常民眾之求醫行為與結果：以彰化縣整合式篩檢為基礎之追蹤
研究
張人仁、葉彥伯、洪百薰、陸玓玲

 PO-44 探討台灣65歲以上失智症老人接種流感疫苗之成效
鍾承芳、張育嘉、黃昱瞳、葉德豐

 PO-45 健康促進醫院和全職護理人員健康行為的關係：橫斷性研究(The effect 
of hospital-based health promotion on the health practices of full-time hospital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賴政延、陳竑卉、邱淑媞、黃心苑、簡莉盈

 PO-46 多重共病整合性照護模式之臨床品質與成本效益研究-設計與結果初探
黃尚志、許志成、林宗憲、林秀芬、林昆德、洪薇雯、邱怡文、郭美娟、 
蔡維中、吳秉勳、謝慧敏、鄭力仁、林明彥、楊舒安、蔡欣君、蔡明臻

 PO-47 護理人員離職傾向之探討—以臺北市為例
吳孟樺

 PO-48 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臺北市營業場所拒毒標章推廣計畫為例
陳伯杰

主題：大會主題

 PO-49 運用精實管理改善門診病人候診時間之成效
吳泰進、范勝雄、謝惠娟、陳慶瑤

 PO-50 智能辨析醫療詐欺
林純美、 琪雅



–  40  –

 PO-51 以智慧行動裝置調查民眾對於藥物濫用 及鎮靜安眠藥認知能力初探
郭惠如、賴輝雄、賴婉婷、賴玉琪、蔡青芳、林慧娟

 PO-52 桃園復興區衛生所導入人工智慧之試辦成效
李嘉慧、詹紫彤、邱德 、丁晧元、吳秋蘭、林德文

 PO-53 建置研究資料庫與資料分析平台提升臨床醫學研究能量
王昱蒼、王邦宇、黃毓婷、李金美、楊奕馨

 PO-54 大學生手機使用頻率與健康生活品質相關之探討—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葉德豐、江毅婷、黃建財

 PO-55 探討高雄市某社區民眾學習行動掛號之成效
鄭秦佳、蔡明冀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PO-56 巨球性貧血及甲烯基四氫葉酸還原酶因多型與血液透析患者死亡之相關性
許秀卿、蘇遂龍

 PO-57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監測評估
葉信伶、張晏甄、蕭廣仁、江博煌

 PO-58 The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 during perinatal period 
among pregnant employees in Taiwan
蔡夙穎

 PO-59 血液透析過程中脫水量與病患血壓變化之相關性探討
蔣宛珊、黃淑倫

 PO-60 氫離子幫浦阻斷劑治療胃食道逆流反應率之相關因素
卓巧敏、陳宥蓉、溫淑惠、陳健麟

 PO-61 The impact of cataract surgery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陳珮恩、劉家宇、楊峰、董道興、錢慶文

 PO-62 Associations of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with Pleural Effusion Contained Metals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Hsiao-Chi Chung, Cheng-Yu Tsai, Kai-Jen Chuang, Jen-Kun Chen, Chun-Nin Lee

 PO-63 腎移植後使用mTOR免疫抑製劑對術後惡性腫瘤發生之影響
侯羿州、張晏甄、羅浩倫、江博煌

 PO-64 過敏性鼻炎與高血壓相關性之探討
鍾麗琴、謝明娟、陳怡君

 PO-65 探討老年骨折預後情形與暴露細懸浮微粒相關風險
鍾秉浩、馮昱翔、連雅蓉、黃政萱、張珮瑄、朱詠瑞、賴庭汝、邱碩宇、 
何文照、陳保中

 PO-66 探討應用時空分布評估細懸浮微粒境內與境外傳輸於極端氣候對氣喘發作的
風險關係
黃政萱、馮昱翔、連雅蓉、鍾秉浩、張珮瑄、朱詠瑞、賴庭汝、邱碩宇、 
何文照、陳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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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67 魚貝類中ω-3脂肪酸攝取與細懸浮微粒對濕疹的健康風險探討
馮昱翔、連雅蓉、黃政萱、鍾秉浩、張珮瑄、朱詠瑞、賴庭汝、邱碩宇、 
何文照、陳保中

 PO-68 短暫性腦缺血病患與斯達汀類藥物使用之新診斷糖尿病發生風險探討
何文照、尹明謙、張珮瑄、朱詠瑞、賴庭汝、陳保中

 PO-69 過敏食物的高暴露區與細懸浮微粒引發過敏性鼻炎的風險探討
連雅蓉、馮昱翔、黃政萱、鍾秉浩、張珮瑄、朱詠瑞、賴庭汝、邱碩宇、 
何文照、陳保中

 PO-70 探討營養與肌肉減少症相關風險
邱碩宇、張珮瑄、賴庭汝、周梃鍹、何文照、陳保中

 PO-71 建立豬隻屠宰場沙門氏菌汙染之風險評估模式
王瑜甄、張照勤

 PO-72 影響身體質量指數(BMI)的相關因素—以分量回歸分析
蔡宜鈞、鄭榕鈺、林志銘、曾信嘉

 PO-73 探討細懸浮微粒與猛爆性肝炎之相關
賴庭汝、張珮瑄、朱詠瑞、邱碩宇、何文照、陳保中

 PO-74 Comparison the risk factors of fall with Tw-FROP-Com assessment tool among 
th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with and without fear of falling (FOF)
Ya-Mei Tzeng, Yu-lung Chiu, Shan-Ru Li, Yaw-Wen Chang, Senyeong Kao

 PO-75 The risk of stroke after bilateral salpingo-oophorectomy at benign hysterectomy: 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賴政延、周穎政、黃心苑、陳竑卉、王功亮、王健瑋、沈怡萱、張宏昌

 PO-76 A severe dementia patient with right lower limb weakness: A case report
PO-Hsuan Lai

 PO-77 空間網絡對男男間性行為者肛門與陰莖感染人類乳突病毒之影響：南台灣世
代研究
廖傑恩、尤怡方、鄒華春、柯乃熒、莊佳蓉

 PO-78 高效能抗愛滋病毒治療(HAART)對心血管疾病住院或死亡之影響
邱玟綺

 PO-79 Incid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Anogenital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in a Community Sampl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aiwan
Yi-Fang Yu Jay Chiehen Liao Huachun Zou Nai-Ying Ko Carol Strong

 PO-80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基因與快速腎衰竭的相關性
廖文伶、張雅玟

 PO-81 The Risk of Severe Hepatic Outcome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Comorbid 
Viral Hepatitis: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張俊鴻、陳紹基、劉介宇

 PO-82 子宮頸癌疫苗的處方型態分析
程珮鳳、黃元璋、蘇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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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83 越南幼童腸病毒71型之血清盛行率研究：2012-2013
郭方琳、羅淑婷、江百善、鍾婉瑜、林峻暘、Tr u o n g  H u u  K h a n h ,  
Le Nguyen Thanh Nhan, Le Quoc Thinh, Nguyen Thanh Hung、李敏西

 PO-84 以急診外傷登錄系統評估外傷小組介入腹部臟器重大損傷病患之臨床效益
張惠茹、黃淑倫

 PO-85 台灣地區老年人骨質密度與Wnt訊息傳遞路徑基因多型性之相關性研究
蔡東樟、蘇遂龍

 PO-86 建立亞太腸病毒偵測網絡
陳雅燕、郭方琳、羅淑婷、邱慕霖、李敏西

 PO-87 大台中地區道路交通噪音與高血糖盛行率之關係
林芷伶、林珮君、林正介、劉秋松、李采娟、張大元

 PO-88 Associ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road traffic particulates and the Renal function in 
Taichung
李艾華、林珮君、林正介、劉秋松、李采娟、張大元

 PO-89 精神疾病患者的牙科醫療利用與呼吸道感染情形相關性探討
江貞紅、吳肖琪

 PO-90 Response Gene to Complement 32 (RGC-32)可能影響視網膜細胞凋亡而與糖
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發生有關
黃毓銓、陳郁淇、鍾允智、陳世殷、劉詩平、雷玉潔、廖文伶、蔡輔仁

 PO-91 新住民配偶健康素養與子宮抹片檢查相關性之研究
黃慈愛、陳富莉

 PO-92 腦創傷病人術後用藥歷程之探討
何宗翰、陳怡蓁、郭進榮

 PO-93 飲食行為改善長者衰弱問題之介入實證研究
林志學、李采娟、林正介、廖麗娜、王牧羣、王英偉、游麗惠、林莉茹、 
謝佩君、楊顓維、黃怡真、李佳霙、蕭至宜

 PO-94 台灣銀髮族在1999-2000、2005-2008和2013-2014三個時期三大營養素之足與
不足
劉秋松、張新儀、李采娟、林正介、林文元、李孟智、廖麗娜、李佳霙、 
蕭至宜、王英偉、游麗惠、林莉茹、謝佩君

 PO-95 高齡者社會參與和物理環境可近性之相關
林正介、李采娟、林志學、龍紀萱、張李淑女、王中儀、廖麗娜、李心瑜

 PO-96 銀髮族對友善環境的潛在需求
李采娟、林正介、林志學、劉秋松、林雪淳、王英偉、林莉茹、廖麗娜、

李佳霙、李心瑜

 PO-97 2017年全國銀髮族飲食行為調查
王牧群、林志學、廖麗娜、林正介、李采娟、游麗惠、林莉茹、李佳霙、

李心瑜、吳文慈

 PO-98 台灣老人獨居的盛行率與發生率
廖麗娜、林正介、李采娟、李佳霙、李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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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99 台灣獨居與非獨居長者生活品質及滿意度之比較
李佳霙、廖麗娜、林正介、李采娟、王英偉、許玉昌、李心瑜

 PO-100 胸腺瘤患者重要預後因素探討：新舊分期系統比較
王董華、陳芬如、郭躍虹、陳曉薇

 PO-101 長者虛擬懷舊實境系統之研發—需求評估研究
蔡幸蓁、闕可欣、李碧娥、陳奕儒、楊凱鈞、張凱晴、賴玟安、林敬傑、 
李約瑟、陳凱倫

 PO-102 登革熱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延遲就醫對住院之影響
詹惠云、葉馨婷、吳肖琪

 PO-103 Epidemiology and mortality of Ischemic bowel disease in Taiwan: 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鐘威昇、李孟智

 PO-104 食道癌前導性治療後存活率與死亡風險因素分析
李佩珊、陳芬如、陳曉薇、郭躍虹、藍梅香、潘韻儒

 PO-105 第二型膠原蛋白基因多型性與膝部退化性關節炎之相關性研究
何佳臻、蘇遂龍

 PO-106 Investigated clinical comorbidities of tongue cancer in Taiwan
Li-Jen Su, Hsiao-Yen Kang, Shih-Tien Hsu, Wei-Cheng Sheu, Jing-Hong Xiao, 
Hsin-Chung Lee, Huan-Cheng Chang and Li-Ching Wu

 PO-107 以數理模式分析百日咳傳統疫苗與新型疫苗的差異
黃秀庭、謝英恒

 PO-108 The relationship of sleep disorders and prostate cancer: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鐘威昇、李孟智

 PO-109 使用COM-B模型分析台灣地區偏鄉兒童極高齲齒率之改善障礙
王敏靜、施文宇、劉介宇

 PO-110 Risk of breast cancer in psoria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鄭毓嫻、陳映竹、魏合陞、陳培詩、董道興

 PO-111 Risk of uveitis in psoria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陳映竹、鄭毓嫻、魏合陞、陳培詩、董道興

 PO-112 Effectiveness of Ultrasound-Guided Capsular Distention Administration 
in Treating Adhesive Capsulitis of the Should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魏合陞、鄭毓嫻、陳映竹、陳培詩、董道興

 PO-113 Risk of Dementia in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魏合陞、鄭毓嫻、陳映竹、陳培詩、董道興

 PO-114 The Effectiveness of Sodium Bicarbonate administration in treating and preventing 
induced oral mucositis in the management of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Po-Hao Chen, Chia-Yu Liu, Tao-Hsin Tung

 PO-115 服用維他命D是否降低罹患大腸直腸癌風險？
林重志、陳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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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環境與職業衛生

 PO-116 奈米碳管致肺纖維化的發生機制
方乙雯、張志欽

 PO-117 化學防護衣與呼吸防護具並用所產生熱壓力對主觀感知之影響
方仲穎、王琪雅、林亭宇、林王尹女勻、陳振菶

 PO-118 擬定醫院裝修工程空氣品質管理的標準流程與相關法令政策
蘇恩德

 PO-119 大台北地區暴露型生物標記金屬及多環芳香烴對於氧化壓力之相關研究
梁哲瑋、賴錦皇 、劉紹興、趙馨、吳治達

 PO-120 Effects of diesel exhaust particle on sleeping brainwave
Hsiao-Chi Chuang, Che Lee, Ting-Yu Kim, Yi-Syuan Lin, Jiunn-Horng Kang

 PO-121 台中市醫療機構空氣中微生物濃度與環境影響因子之研究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黃麗玲

 PO-122 細懸浮微粒重金屬組成與心血管疾病發生之相關性研究
呂姿儀、潘文驥、紀凱獻

 PO-123 臺灣成人雙酚A之暴露風險評估
林士為、余國賓

 PO-124 台灣地區交通引起之空氣污染和噪音與失智症之相關性研究
朱映寧、葉思妤、戴季穎、吳治達、潘文驥

 PO-125 台灣餐飲業勞工肌肉骨骼疾病之流行病學研究
李孟耘、謝慧敏

 PO-126 醇醚類溶劑暴露對化學防護手套中塑化劑溶出及其皮膚滲透之影響
歐陽方雋

 PO-127 探討雙酚A之多重途徑暴露量及危害風險
戴亘淯、張文馨、陳詩潔

 PO-128 以同位素稀釋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法分析人體尿中新菸鹼類農藥
黃鈺芳、陳鑫昌、王琣瑋、陳美蓮

 PO-129 探討台灣室外空氣污染物與修格蘭氏症所導致之乾眼症狀的關聯性
鍾家渝、李原傑、謝佳容、曾俊傑、尹立銘

 PO-130 加工條件對於肉鬆中醛類濃度分布之影響
鄭婷任、李俊儒、彭瓊瑜

 PO-131 疲勞駕駛相關因子探討：採用決策樹演算法與邏輯迴歸模式方法
吳威德、劉紹興

 PO-132 高雄地區大學生對於空氣汙染的風險知識、態度與因應行為
葉婉榆、賴進興、陳優雅、謝欣諭、姜淑丞、徐詩媛

 PO-133 Herbal Medicine Containing Aristolochic Acid and the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A Nationwide Population-
Based Cohort Study in Taiwan
Wen-Chao Ho, Chi-Jen Chen, Yao-Hsu Yang, Meng-Hung Lin, Chuan-Pin Lee, 
Yu-Tse Tsan, Ming-Nan Lai, Hsiao-Yu Yang, Pau-Chu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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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安全促進

 PO-134 以21世紀風險評估國人食用薯條暴露總配糖生物鹼之潛在健康風險
張瑜庭、蕭如伶、康照洲、劉宗榮、林怡君

 PO-135 肝膽腸胃內科病人執行經肝動脈化學藥物栓塞治療前後照護完整率之成效
陳秋曲、林玉茹

 PO-136 Carbamazepine的用藥安全分析
黃元璋、蘇慧真

 PO-137 比較兒虐與非兒虐之傷害型態及醫療利用差異
金幼婷、鍾其祥、簡戊鑑

 PO-138 失智者於精神科住院之死亡因子
陳瑞、鍾其祥、簡戊鑑

 PO-139 失智者鎮靜劑及安眠藥中毒風險較高
王翔逸、鍾其祥、簡戊鑑

 PO-140 睡眠障礙合併憂鬱會增加酗酒風險
鍾杜珍、鍾其祥、簡戊鑑

 PO-141 運用跨團隊合作降低婦產科門診病人上下檢查台跌倒異常事件
謝玉惠、楊玫蓉、陳碧惠

 PO-142 酒癮患者罹患痔瘡風險增加60%
胡哲銘、鍾其祥、簡戊鑑

 PO-143 燒燙傷與睡眠障礙相關性研究
梁鈞瑜、鍾其祥、簡戊鑑

 PO-144 高齡原住民蓄意性傷害預防之靈性健康促進—以永久屋社區生命故事繪本操
作為例
呂怡慧

 PO-145 探討住宿型長期照護機構工作人員之防火管理認知、態度與行為的影響因素
及關聯性
陳柏宇、張育嘉、葉德豐

主題：衛生教育與行為科學

 PO-146 檢驗自然資源依賴與肺結核之關係，2000-2016年
張文揚

 PO-147 孕期正向幸福感與憂鬱、焦慮變化情形-男女大不同嗎？
林筱雅、丁心恬、陳怡樺

 PO-148 某地區教學醫院106 年藥師參與戒菸團隊之執行成效
林碧娟、張勤斌

 PO-149 台灣青少年飲食品質與在校表現及情緒障礙之關係
黃琳媛、江博煌、Mark L Wahlqvist

 PO-150 台中大學生生活壓力與睡眠品質之研究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粘詩珮、許佑瑄、林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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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151 青少年受肥胖歧視透過自我污名對心理健康之影響
劉志祥、林宗瑩、林宜靜、蔡孟哲、莊佳蓉

 PO-152 以交叉設計探討個案管理介入對基隆社區長者跌倒風險之影響
謝雅絜、曾雅梅、李善茹、邱于容、張耀文、陳雪芬、高森永

 PO-153 樂活人生老來伴—「老古錐樂齡回憶錄」
黃素玲、陳珀玲

 PO-154 探討民眾之腦中風健康識能與防治態度之研究
黃憶雯、黃得誌、蕭如玲

 PO-155 中部某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飲食習慣與身體質量指數之相關性分析
黃麗玲、陳雁綾、黃建財、葉德豐、林川雄

 PO-156 大學生營養素養線上情境導向教育介入計畫效果研究
廖梨伶、賴苡汝

 PO-157 台灣中老年人飲食型態與心理健康相關性探討
蔡欣真、方麗雯

 PO-158 臺灣老人鈣攝取與骨質健康之相關性研究
陳虹溱、陳秋瑩

 PO-159 台中市中老年人健康狀況和行為與快樂感受之研究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陳俞靜、林川雄

 PO-160 以Roter互動分析系統分析臨床護理人員術前衛教對接受胸腔鏡手術病人焦
慮之影響—前驅研究
劉靜如、王琤

 PO-161 探討膳食纖維及鈉攝取與血壓之關係
吳蓁柔、陳秋瑩

 PO-162 大學生的口腔衛生態度及健康行為之相關性探討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葉德豐、邱琬婷、黃建財

 PO-163 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計畫成效評估
許麗燕、莊昭華

 PO-164 基隆社區長者防跌個案管理模式介入之成效
詹名鈺、邱于容、曾雅梅、李善茹、高森永

 PO-165 中高齡者社會參與、憂鬱症狀與活躍老化之相關研究—以臺北市某行政區為例
謝明玉、葉國樑、曾治乾

 PO-166 影響中老年人戒菸行為之因素
陳珮青、徐婕

 PO-167 癌症病患對腫瘤個管師服務的需求
郭昀虹、陳美美

 PO-168 Acceptanc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aiwan
Fang-Ying Li, Hsuan-Chih Lai, Chen-Her Wang, Sandy King, Ting Lin

 PO-169 服用麩醯胺酸是否可以緩解克隆氏症之實證探討
陳秋曲、林杏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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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公共衛生實習心得報告

 PO-170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Projects Abroad-貝里斯的公共健康實習
吉凡尼

 PO-171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心得成果-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楊貽婷

 PO-172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雲林縣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實習成果報告
鍾秉浩

 PO-173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陳香穎

 PO-174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林暐仁

 PO-175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香港商科醫人雷射有限公司
曾祉瑄

 PO-176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松山機場對台北市空氣品質影響之探討
劉子立

 PO-177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門諾醫院萬榮鄉IDS糖尿病個案的健康信念、飲食
知識對飲食行為之影響
陳采均

 PO-178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高科技＝高危險？以半導體蝕刻設備工程師為例
劉佳欣

 PO-179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台灣民眾素食分別與憂鬱症或氣喘之關係
鄭永傳、洪庭郁

 PO-180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智能衛教多媒體動畫製作學習與體驗
陳玉娟

 PO-181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在檢驗科探索的公衛小尖兵
廖育萱

 PO-182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實習心得
徐乙卉

 PO-183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台南市政府衛生局實習心得
陳怡穎

 PO-184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實習心得
張家齊

 PO-185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台北市松山區職場健康之運動與飲食調查
曾聖哲、劉婉儀、林詩凱、羅秋蓮、瞿蕙娟、吳美滿、葉志清

 PO-186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高齡友善城市調查評估
林筱雅、郭郁萱、林 倢、黃如玉、陳美惠、吳美滿、葉志清

 PO-187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探討老人衰弱與其心理健康的關係
黃夢涵、林峰祺、彭瑞珍、吳美滿、葉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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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188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實習－婦幼衛生與健康
促進
鄧喜連

 PO-189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實習－推動臺北市無菸環境
詹璿、何姵冠、陳薇、江承璟

 PO-190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實習－推動臺北市福利政策
鄭伊宸、蕭綺、林禹丞

 PO-191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杜振廷

 PO-192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蘇偉鵬

 PO-193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何柏勳

 PO-194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葉子琪

 PO-195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方亭予、蔡育瑋

 PO-196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黃冠儒、沈昱均、劉予涵

 PO-197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198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199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200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201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202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203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