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文海報展示 

主題：流行病學與預防醫學 

1 台灣年長的糖尿病病人好發消化性潰瘍的研究 

賴昭君, 陳信宏 

2 慢性 C型肝炎病患接受全口服抗病毒藥物組合治療之成效及生活品質探討 

吳菁珍, 陳金淵, 陳姿君 

3 慢性阻塞性肺疾病患者主觀整體營養評估之初探 

吳玲瑜, 陳玟諭, 黃淑倫 

4 台北市新北市空氣污染物質濃度、氣象因子與汽機車污染源之相關探討 

余嘉鵬, 吳定中 

5 糖尿病與肝癌之相關性 

鍾麗琴, 謝明娟, 陳怡君 

6 2016-2017 學齡前發展遲緩兒童流行病學特徵探討-以北部某醫學中心為例 

余嘉鵬, 盧瑞晟, 吳定中, 梁華玲, 饒育瑋 

7 男同性間性行為者接種人類乳突病毒疫苗之企圖與行為探討 

姚柏伊, 林宗瑩, 柯乃熒,  莊佳蓉 

8 新北地區民眾代謝症候群之盛行率與睡眠品質及運動習慣之相關性 

楊安筠, 孫建安, 楊惠婷, 蔣宛琳, 曾子豪 

9 酸雨與空氣污染物質濃度及氣象因子之相關探討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10 無慢性腎臟病的中老年人嚼食檳榔與腎功能快速下降之相關性-以社區為基礎的縱貫性研究 

王琦瑩 

11 台灣 2000、2005、2010 及 2015 年眼睛外傷（住院與門診病人）的流行病學特性 

林愛音, 李建興, 陳緯珉, 史麗珠 

12 二甲雙胍用藥對第二型糖尿病合併結直腸癌患者生存的影響：台灣真實世界證據 

黃文冠, 張書豪, 史麗珠 

13 臺灣北部愛滋病毒感染者之延遲診斷：2007 至 2018 年之趨勢、危險因子與預後 

鐘友偌, 鄔豪欣, 董曉萍, 謝瑞煒, 陳為堅 

14 住院厭食症患者之飲食陪伴 

黃韵捷, 楊明磊, 陳冠宇  

15 產前金屬暴露與學齡前兒童過敏風險之相關性 

蔡宗霖, 孫千雯, 王淑麗 



16 兒童期負面生活事件與未來飲酒意圖和飲酒問題之相關性探討 

陳安柔, 王郁婷, 陳為堅, 陳娟瑜 

17 台灣美沙冬替代療法婦女之自殺意圖及自殺死亡相關影響因素探討 

陳宛庭, 王一安, 王聲昌,  陳娟瑜 

18 藥事人員罹患慢性腎臟疾病之風險研究 

洪錦墩, 李淑芬, 何清治,  官錦鳳, 李美文 

19 乳癌間隔癌影響及預後因子分析:以 2010-2016 台灣癌症篩檢為研究對象 

林依萍, 蕭淑純, 林莉茹,  賈淑麗, 王英偉 

20 老年人健康行為、營養狀態對認知功能的長期變化影響。 

蔡欣真, 方麗雯 

21 思覺失調症多基因風險與教育程度、認知老化之相關 

許嘉琳, 劉玉麗, 蔡世仁, 郭柏秀, 王世亨 

22 台灣中老年人休閒活動與疼痛風險之相關性 

陳培鑫, 張毓宏 

23 台北市行政區地下水質監測值差異性比較研究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24 使用國家攝食資料庫探討 0 至 65 歲國人攝食鮭魚中甲基汞之風險評估 

周梃鍹, 邱碩宇, 李承翰, 劉康鏞, 何文照 

25 青少年鮭魚鎘的風險評估:國家攝食資料庫 

劉康鏞, 邱碩宇, 周梃鍹, 李承翰, 何文照 

26 以台灣攝食資料庫與台灣傳統小吃攝食資料庫對青少年貝類重金屬鉛風險評估 

何文照, 邱碩宇, 賴庭汝,  周梃鍹, 李承翰 

27 使用台灣攝食資料庫與台灣傳統小吃攝食資料庫來進行米飯類中的甲基汞風險評估 

李承翰, 邱碩宇, 周梃鍹, 何文照, 黃惠煐 

28 腦創傷病人術後罹患肺結核風險評估 

何宗翰, 郭進榮, 陳怡蓁,  廖光明 

29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暴露對孩童 11 至 14 歲抗體濃度降低之關聯 

温慧茹, 蘇本華, 孫千雯,  郭育良, 王淑麗 

30 北北宜流域河川污染情形之差異性研究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31 鼻咽癌病患以 RT 治療是否增加失智症風險 

彭薏雯, 鍾其祥, 簡戊鑑 

32 臺灣 1997-2013 年藥物濫用流行病學調查 

黃怡萍, 鍾其祥, 簡戊鑑 

33 探討大台北地區翡翠水庫水質監測之差異性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34 思覺失調症和二型糖尿病之共享遺傳風險 

施盈秀, 劉玉麗, 蔡世仁, 郭柏秀, 王世亨 

35 探討桃園沿海海域水質監測之環境影響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36 口腔癌篩檢結果及其影響因子探討 -以臺北市內湖區為例 

歐慧馨, 陳科維, 袁旅芳 

37 探討全國各縣市空氣品質指標 AQI 變動與趨勢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38 台灣他(謀)殺傷害及使用方式的性別差異 

楊雅婷, 鍾其祥, 簡戊鑑 

39 台灣自殺傷害及使用方式的性別差異 

楊雅婷, 鍾其祥, 簡戊鑑 

40 探討新北市板新區各行政區自來水質監測之差異性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41 2016-2018 全國空品區環境空氣戴奧辛監測之差異性比較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42 2016-2018 北北桃人口老化指數及老年人口數之變動與趨勢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43 探討急診室主要照顧者壓力感受及相關性 

劉芝妤 

44 吸菸是否會增加肺癌的疾病負擔？ 

羅韻茹, 李孟智, 王凱淞 

45 2016-2018 北北桃地區粗離婚率及離婚人數之變動與趨勢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46 第二型糖尿病合併心臟病:基因與生活方式危險因子關聯性分析 

劉俞均, 陳秋瑩, 蔡輔仁,  謝璦如 

47 探討 2016-2018 北北桃地區消防緊急救護服務能量之差異性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48 探討大學生睡眠品質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黃敬雯, 林惠玟, 高嘉妤,  廖正揚, 郭玲瓏 

49 大蒜相關產品是否可以治療感冒，讓感冒的疾病療程縮短嗎? 

陳秋曲, 林杏純 

50 產前暴露全氟碳化物與孩童過敏性疾病的影響 

劉庭睿, 陳美惠, 蔡孟珊,  林靜君, 陳保中 

51 酒癮門診患者與社會暴力行為、竊盜案件之相關探討 

余嘉鵬, 吳定中, 林虹伶,  陳玉瑞, 盧瑞晟 

52 在邊際充分因果成份模型下對時間事件資料同時估計 antagonism 與 agonism 的風險 

周孟穎, 戴安順, 林聖軒 

53 藉由身體活動預防癌症機制與效果 

黃森芳, 陳聰毅, 陳杰 

54 睡眠障礙患者發生胃食道逆流（GERD）的風險：全國范圍的人群隊列研究 

Yu-Hsien Cheng,  Pei-En Chen, Tao-Hsin Tung 

55 以臺灣癌症登記資料發展結腸癌預測模型 

葉冠宏, 盧子彬 

56 台灣汽機車車禍駕駛之酒精濃度與死亡風險 

張雅惠, 呂宗學, 李中一 

57 馬拉威婦女遭受親密伴侶暴力之經驗 

卡薩納, 高美英, 李中一 

58 代謝症候群患者發生胰臟癌的風險:世代研究之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 

王彥鈞, 蔡欣樺, 楊雪梅, 陳珮恩, 董道興 

59 代謝症候群患者發生乾癬的風險：世代研究的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 

蔡欣樺 

60 乾癬患者的甲狀腺疾病發生風險：世代追蹤之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 

楊雪梅, 蔡欣樺, 王彥鈞, 陳珮恩, 紀景琪 

   



61 身體活動、走路速度及認知功能於非失智社區老人之世代研究 

蔡旻光, 陳人豪, 丘政民, 陳達夫, 程蘊菁 

62 台灣地區高泌乳激素血症患者與中風之危險性研究 

蔡青芳, 龔芳平, 徐約翰 

63 健康生活行為與心血管疾病相關性統合分析研究 

蔡明潔, 簡國龍, 李淳權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理 

64 探討住院診斷關聯群(DRGs)第二階段實施前後醫療資源耗用差異－以循環系統疾患(DRG125)

為例 

 吳定中 

65 探討住院診斷關聯群(DRGs)第二階段實施前後醫療資源耗用差異－以單條血管經皮心臟血管

手術(DRG11202)為例 

 吳定中 

66 發展台灣社區高齡長者健康識能分數計算預測模式 

 Wen-Hsuan Hou, Ken N. Kao 

67 以臨床指導教師觀點探討醫五縱貫式整合性實習與傳統輪訓式實習在臨床教學與師生互動之

差異性 

 林宜蓁, 張耀文, 高森永 

68 2017 年菸稅調漲對成人戒菸行為之影響 

 張麗娟, 陳珮青, 徐婕, 李玉春 

69 菸害防制政策與菸捐收入趨勢分析  

 張麗娟, 陳珮青, 徐婕, 李玉春 

70 護理人員工作倦怠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中部某國軍醫院為例 

 葉德豐, 許雅惠, 黃麗玲, 林川雄, 黃建財 

71 國家生技醫療品質獎與國家品質標章對醫院產生的影響之探討 

 廖盈君, 鍾國彪 

72 探討醫師開立低價值醫療利用之相關因素— 以高階影像檢查為例  

 吳潔人, 郭年真 

73 我國菸害防制政策執行成果及與國際之比較─MPOWER 與菸草終局 

 白鎮瑜, 張麗娟, 李玉春 

   



74 中醫資源可近性對於中醫門診利用之影響 

 林宜瑾, 郭年真 

75 探討國家癌症防治計畫對可避免住院之影響:以大腸直腸癌為例 

 張宇傑, 高浩雲 

76 探討基層醫師使用分級醫療轉診系統之意圖與成效評估 

 蕭如玲, 許貽雯, 陳定紘 

77 2017 年菸稅調漲對青少年吸菸行為之影響 

 徐婕, 張麗娟, 陳珮青, 李玉春 

78 探討乾癬患者的乾癬失能、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之研究 

 何清治, 李美文, 李淑芬, 官錦鳳, 洪錦墩 

79 乾癬患者身體意象、焦慮、憂鬱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研究 

 何清治, 李美文, 李淑芬, 官錦鳳, 洪錦墩 

80 以修正型德菲法發展台灣慢性阻塞性肺病(COPD)緩和醫療介入時點：胸腔重症專科醫師專家

共識 

 傅彬貴, 董鈺琪 

81 探討 Tw-DRGs 4.0 版對於醫院慢性腎臟疾病的影響-發展系統模擬架構模型 

 黃得誌 

82 健康政策於社群媒體傳播與民眾參與分析-以分級醫療為例 

 邱湘璇, 郭年真 

83 比較挪威、匈牙利、土耳其與台灣之健康照護體系 

 吳水齡, 鄭諭, 陳怡柔, 童名甄, 蔡雨庭 

84 建構無菸、檳、酒職場—以營造業為例 

 楊絮斐, 周燕玉, 陳玉雯, 鐘羅元婷, 林莉茹 

85 老年社區健康活動參與經驗之質性研究：以性別觀點切入 

 劉雅齡, 官晨怡 

86 台灣高齡者沐浴車服務成效探討 

 古欣蘋, 葉玲玲, 林冠含 

87 醫療服務品質對病人滿意度之關係探討-以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為例 

 孫雍智, 高森永 

88 整合照護團隊對急性腦中風病人照護成效之探討─以某醫學中心為例 

 陳哲維, 董鈺琪, 洪聖惠 



89 台北市某醫學中心 2015-2018 年醫事人員之病人安全文化探討 

 陳學亮, 曾雅梅, 李善茹, 高森永 

90 衰弱程度對髖部骨折病患術後一年健康生活品質之影響 

 黃琇棠, 邱亨嘉, 陳崇桓, 黃炫迪, 杜元坤 

91 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推行組合式照護之成本效性分析 

 宋麗娟, 陳金淵 

92 不同護理單位間預立醫療照護諮商態度與參與意願之比較 

 張美幸, 陳呈旭, 張育嘉, 葉德豐, 黃曉峰 

93 健康生活型態與樂活程度之探討-以高齡者為例 

 謝明娟, 林慶順, 鍾麗琴,  陳靜雯        

94 乳房 X光攝影車對乳癌篩檢品質影響之探討 2010-2018 

 邱紹文, 蕭淑純, 林莉茹, 賈淑麗, 王英偉 

95 血液透析病人對病人自主權利法知識、態度與相關因素研究 

 楊佳怡, 陳呈旭, 張育嘉, 張美幸, 葉德豐 

96 台灣 18 歲以下兒童使用 Fluoroquinolone 的不良預後分析 

 余佩涵, 鍾其祥, 簡戊鑑 

97 臺灣菸害防制政策對於民眾使用門診戒菸服務之影響 

 邱于容, 蔣士宏, 曾義凱, 陳椀君, 葉建志 

98 某醫學院學生學業成就之影響因素 

 楊佳勳, 高森永, 邱于容 

99 簡式健康量表(BSRS-5)及自殺意念與自殺企圖者再自殺之關係 

 翁羚瑄, 吳肖琪 

100 大台北地區大學生人格特質對心理健康之影響 

 高于雅, 鐘慧紋, 林均葇, 菰詩涵, 陳冠竹, 林宜柏 

101 以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了解社區長者之生活經驗、感受與期待：彰化縣焦點團體訪談結果

 許秀帆, 張虹美, 姚玉津, 葉彥伯, 陸玓玲 

102 培訓後之運動保健員會到社區推廣身體活動嗎？-民國 106 年運動保健種子培訓課程之一年

後追蹤結果 

 許秀帆, 曾國維, 林真夙, 張瓊丹, 成庭甄 

103 專責主治醫師病房團隊互動之初探 

 林智偉, 陳端容 



104 台灣糖尿病病人長期使用不同種類降血脂藥物的腦心血管併發症差異性討論 

 賴昭君, 陳信宏 

105 以社交網路服務增強智能照護模式：慢性照護模式新理論 

 楊豐榮, 張睿詒 

106 病患自控式止痛對疼痛感受與睡眠品質改善之成效研究-以膝關節置換手術為例 

 洪錦墩, 何清治, 李美文, 李淑芬, 劉慧君 

107 肝膽腸胃內科病房的肝癌病人執行射頻腫瘤燒灼術治療前後照護完整率之改善專案 

 陳秋曲, 林玉茹 

108 因應醫療大數據時代醫管(公衛)學生於病歷實習所需相關醫療資訊師資準備度 

 吳定中, 鄭澄意, 陳玉瑞, 林虹伶, 余嘉鵬 

109 生命末期病人使用安寧療護對照護利用及費用的影響 

 萬宣慶, 董鈺琪 

110 女性軍人吸菸、工作家庭衝突與憂鬱程度之關係 

 林峻名, 高森永 

111 某醫學中心附設護理之家照顧服務員一例一休實施後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追蹤研究 

 沈淑女, 高森永 

112 從精實管理看社區型整合性篩檢之利用率-以臺北市信義區為例 

 張玲瑜, 周真貞 

113 失智者財務濫用的問題-台灣報紙最近十年的新聞分析 

 古鯉榕, 廖翊涵, 黃乙芹  

114 臺北市某區域醫院員工留任意願之影響因素 

 戴芮筑, 李善茹, 邱于容, 高森永, 陳綺霞 

115 探討個案管理介入對獨居長者跌倒風險、害怕跌倒程度與滿意度之影響 

 洪志昂, 高森永 

116 以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探討台灣非政府組織進行國際衛生計畫之現況與困境 

 林念蓁, 陸玓玲 

117 民眾就醫經驗對醫病關係之影響-以台北地區之診所病人為例 

 許雅媛,陳凱倫 

118 照護離職對預期工作年數之影響 

 王亮懿, 黃琬婷, 張怡馨 

   



119 以 RE-AIM 架構評價基隆社區高齡者跌倒防制網之成效 

 練健民, 高森永 

 

主題：衛生教育與行為科學 

120 工作家庭衝突與國小教師心理健康關係之研究 

 楊明茹, 陳富莉 

121 大學生飲用含糖飲料行為及相關因素探討 

 薛夙君 

122 運動習慣與手機依賴程度對睡眠品質的影響-以中部某大學為例 

 林川雄, 馮兆康, 黃麗玲, 葉德豐, 黃建財 

123 綜論減重介入新模式-利用社群網站進行減重行為改變介入 

 黃喬煜, 陳端容 

124 愛滋感染者在高效能抗反轉錄病毒治療後病毒抑制失敗之相關因素 

 林佳諄, 楊浩然, 李原地 

125 護理系學生畢業後投入長期照顧體系的意願及其相關因素 

 黃郁婷, 楊浩然 

126 吸菸、喝酒、嚼檳榔與慢性腎臟病惡化之關聯 

 徐碧秀, 林裕峰, 林富宮, 吳家兆, 許育瑞, 盧國城, 高森永, 邱于容 

127 探討社區醫院減重班對學員體重之影響—糖尿病門診轉介個案與自願者比較 

 陳曉蒨, 林葦, 劉巧雲, 陳正哲 

128 青年約會暴力受害經驗在性少數與異性戀間的不平等：以憂鬱症狀為中介變項 

 陳佩欣, 張齡尹, 沈瓊桃, 官晨怡 

129 特定營業場所業者對於毒品危害防制訓練之態度調查 

 張鈞睿, 陳亮妤, 顏慕庸 

130 運用跨理論模式評估戒檳衛教課程之成效 

 楊絮斐, 周燕玉, 鐘羅元婷, 林莉茹, 賈淑麗 

131 影響健康促進學校推動之因素：參與者深度訪談 

 林冠雯, 官晨怡, 陳富莉, 江東亮 

132 健康專業族群心理健康素養量表發展之研究 

 趙興融, 連盈如, 蔡一銓, 林慧欣, 高譽誠 

133 青少年的憂鬱、青春期與友誼關係的動態網絡模型 

 尤怡方, 丁德天, 蔡孟哲, 林宗瑩, 莊佳蓉 

134 新手媽媽於懷孕初期之經驗、需求及看法 

 施淑芳, 廖梨伶, 林陳立, 劉潔心 

135 大學生睡眠品質與生活型態及心理健康之關聯性—以中山醫學大學為例 

 吳孟軒, 陸玓玲 

136 影響不同性別老人之健康的因素 

 陳倩珩, 張慈桂, 孫亦君 

137 提供個別化糖尿病衛教諮詢於第二型糖尿病病人血糖控制成效 

 詹紹華, 李婉茹, 王靜枝 

138 中部某科技大學學生飲食型態、運動習慣對健身實作課程成效之影響 

 黃麗玲, 黃建財, 林川雄, 蔡雅欣, 葉德豐 



139 致胖環境評估研究–以臺中市 2018 年調查為例 

 葉德豐, 黃麗玲, 林川雄, 黃建財, 張育嘉 

140 台灣女性自殺住院流行病學性與預測因子 

 楊雅婷, 鍾其祥, 簡戊鑑 

141 65 歲以上老年人用藥知識、態度及行為之探討-以新北市新莊區為例 

 陳聿萱, 鄭雅庭, 李雁容, 詹雅雲, 何菱芷 

142 消費者的環境保護相關知識、態度與行為與其蔬果選購意願 

 葛靜賢, 黃若雯, 林琪蘿, 孫亦君 

143 健康醫療照護人員之精神疾病去污名介入成效：系統性回顧與網絡統合分析 

 林慧欣, 連盈如, 連吟翊, 蔡奇軒, 吳婷婷 

144 探索臺灣老人老化經驗與生活品質的不同面向 

 林柔香, 季瑋珠 

145 學齡前未就學兒童家長社區營養教育方案 

郭怡君, 周真貞, 張玲瑜, 謝明玉, 許翠珊 

 

主題：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 

146 某南部食品製造業員工工作壓力調查 

 莊昭華, 嚴玉庭 

147 高血壓與肝癌相關性之探討 

鍾麗琴, 陳怡君, 謝明娟 

148 臺灣幼兒園噪音測試的初步發現 

劉慧俐, 史超, 吳明蒼 

149 以實驗性人類感染資料驗證登革熱原發性與繼發性病毒動態模型 

高薇栩, 賴柏儒, 陳詩潔 

150 高雄地區登革熱流行年與非流行年發生率與天氣因子相關性 

黃翊涵, 陳詩潔 

151 大台北地區交通噪音與第二型糖尿病相關性之研究 

胡涴婷, 朱映寧, 吳治達, 龍世俊, 潘文驥 

152 探討長期照護機構寢室內溫度分布最佳化 

凃宜彣, 陳佳堃, 曾子彝 

153 
運用團隊合作學習及網路互動科技策略進行臨床護理人員預防職場暴力教育訓練介入

之研究  

陳富莉, 郭亭亞 

154 雞舍內多孔性材質模型和固體模型的速度、溫度分布差異 

曾家緹, 陳佳堃, 曾子彝 

   



155 台中某醫院廁所微生物污染調查與分析 

黃建財, 林川雄, 葉德豐, 黃麗玲 

156 細懸浮微粒之組成與不同細胞類型肺癌之間的風險關係 

黃建豐, 吳治達, 陳建仁, 楊懷壹, 潘文驥 

157 有效病媒控制與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關係 

朱璟淳, 馬郁涵, 陳沛宜, 蔡坤憲 

158 空氣污染與腎功能異常相關性之探討：以台灣中部地區為例 

王君婷, 吳嘉凱, 王淑麗,  郭錦輯, 陳俞安 

159 後自然:溪山清遠 

張博翔, 林泓佑 

160 空氣污染對於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周期之影響 

莊校奇, 羅貞媜, 蔡承育, 劉文德 

161 比較台灣室外空氣汙染物與過敏性結膜炎及與過敏性鼻炎之關聯性異同 

謝說評, 謝佳容, 曾俊傑,  尹立銘 

162 南部某縣市醫事人員潛伏結核感染篩檢結果初探 

林彥棻, 黃郁惠 

163 推動制訂醫院裝修工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辦法與規範 

蘇恩德 

164 南部某泥水職業工會勞工健康促進活動需求調查 

陳美滿, 莊昭華, 汪巧芳, 曾伯昌, 陳莉莉 

 

主題：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 

165 以多元策略推動信義區長者心理健康促進 

楊景婷, 周真貞, 謝明玉, 張曼齡 

166 臨床護理人員院內人際衝突現況與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李娜, 陳富莉 

167 民眾用藥安全與五大核心能力之探討 

謝明娟, 陳楚杰 

168 大學生食品安全認知與相關因素之研究 

李美文, 何清治, 洪錦墩,  陳曉琳, 陳亞榆 

169 都會社區健走步道安全評估量表之發展 

羅毓婉, 李翠蓉, 蕭雅玲,  王淑玫, 廖秀媛 

170 社區長者健康識能評估之應用~以大同區為例 

楊晴喬, 王淑玫, 蕭雅玲, 廖秀媛 

   



171 運用通用設計於原住民社區日間照顧站之空間安全促進-以阿里山巷弄長照站為例 

呂怡慧, 郝鳳鳴 

172 推動長者健康體能促進肌力及防跌之成效評估-以阿里山安全社區為例 

陳怡君, 林茂安 

173 運用擬真情境教學提升 PGYN 學員的急救能力 

何思甄, 陳秋曲, 游宜璇,  鍾予晴,  蔡宜融 

174 臺灣安全針具立法後之安全針具使用調查 

陳宜傳, 吳雪菁, 郭育良, 涂乃娸,  謝曼麗 

175 燒燙傷病患睡眠障礙的預測因子 

梁鈞瑜, 鍾其祥, 簡戊鑑 

176 低教育程度較易發生事故傷害住院嗎? 

彭惠臻, 鍾其祥, 簡戊鑑 

177 高教育族群事故傷害分析 

李忠勤, 鍾其祥, 簡戊鑑 

178 教育程度與罹患感染性及寄生蟲疾病的關聯性 

鍾其祥, 簡戊鑑 

179 燒燙傷病患 3 年內自殺風險是一般人的 4.4 倍 

梁鈞瑜, 鍾其祥, 簡戊鑑 

180 教育程度與罹患精神疾病的關聯性 

林敬恩, 鍾其祥, 簡戊鑑 

  

主題：公共衛生實習心得報告 

181 臺北市立大學衛生福利學系 

182 臺北市立大學衛生福利學系 

183 臺北市立大學衛生福利學系 

184 臺北市立大學衛生福利學系 

185 臺北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86 臺北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87 臺北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88 國防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89 國防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0 國防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1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2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3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4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5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6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7 中山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8 中山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99 中山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00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01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02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03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04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05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06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207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208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