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
八十九年度進行中委託計畫一覽表
89 年 1 月 24 日

計
畫
名
稱
1. 台灣地區女性肺腺癌之危險因子及代謝基因多形
型之相關性研究
2. 亞洲骨質疏鬆研究
3. Study of the attenuate mechanism and the host-range
determinants on the envelop protein of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4. 台灣地區老年人罹患膽囊息肉之危險因子
5. 感染犬蛔蟲幼蟲的 ICR 株鼷鼠內臟器官幼蟲分佈
差異與尿液血液血清生化數值及血清抗體變化之
實驗診斷研究
6. 台東縣蘭嶼鄉、綠島鄉巡迴醫療提供之成果評估
7. 台大醫院新藥臨床試驗 Sulfinpyrazone 抗自由基
研究
8. 中醫門診總額支付之研究
9. 醫院急診部門醫療品質之評估研究
10. 蘭陽盆地居民飲水砷暴露、血清中微量營養素與頸
動脈粥狀硬化之相關性研究
11. 中華民國癌症發生率地圖集之繪製—民國八十一
年至八十五年

委託單位
執 行 期 間
美兆公司 86.1.1-88.7.31

主持人
廖國盟

默沙東藥廠 86.6.1-90.6.30
美兆公司 87.1.1-89.12.31

季瑋珠
何美鄉

美兆公司 87.1.1-88.12.31 陳志彥
美兆公司 87.1.1-89.12.31 范家

中央健保局 87.9.1-88.9.30 鄭守夏
東洋藥品 88.1.1-88.12.31 呂鋒洲
工業公司
88.1.1-88.12.31 林小嫻
衛生署
88.1.1-88.12.31 馬惠明
衛生署
88.1.1-88.8.31 邱弘毅
美兆公司
美兆公司

88.1.1-88.12.31 廖勇柏

第一頁

第二頁

計
畫
名
稱
12. 精神分裂症病患疾病惡化之防治研究
13. 提升檢測登革病毒感染方法的敏感度
14. 台北市國中教師與校護照護氣喘學生相關知識、態
度與自我效能
15. 鎘、血脂與 PSA 的相關性
16. 全民健康保險公辦民營之規範研究
17.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成效評估計劃
18. 全民健康保險對醫療資源分配之影響—實施前後
之比較
19. 乳癌及口腔癌社區到點篩檢服務資料處理暨通報
系統之建構
20. 台灣地區子宮頸癌篩檢登記工作計畫
21. 八十九年度台灣地區癌症登記工作委託計畫
22. 台灣地區新生兒及嬰兒死亡率長期趨勢之調查研
究
23. 愛滋病感染者之追蹤及預防性治療
24. 國家健康支出明細帳之建構分析與其政策應用之
探討
25. A Randomized Trial on the Efficacy of Enhanced Immune Milk Powder
for Oral Submucous Fibrosis”

委託單位
美兆公司
美兆公司
美兆公司

執 行 期 間
88.1.1-89.12.31
88.1.1-88.12.31
88.1.1-88.12.31

主持人
葉玲玲
黃美椋
賴香如

88.1.1-89.6.30 陳怡君
美兆公司
中央健保局 88.5.1-88.12.31 紀駿輝
中央健保局 88.6.24-89.6.23 楊銘欽
87.12.1-88.12.31 楊銘欽
衛生署
衛生署

88.7.1-89.12.31 陳秀熙

衛生署
衛生署
衛生署

88.7.1-89.12.31 謝長堯
88.7.1-89.12.31 陳建仁
88.7.1-89.12.31 陳保中

衛生署
衛生署

88.7.1-89.12.31 陳守堅
88.7.1-89.12.31 藍忠孚

台歐公司

88.9.1-89.8.31 江俊斌

第三頁

計
畫
名
稱
委託單位
26.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於健康促進及保護政策之分析 衛生署
與應用
27. 健康福祉服務體系興革研討會
衛生署
28. 新世紀醫療網架構之規劃
衛生署
29. 公共衛生實務研習班
國合會
30. 評估甲基藍應用於口腔癌及口腔癌前病變篩檢之 衛生署
效益
31. 工作場所健康促進介入模式計畫
衛生署
32. 以社區為基礎之戒菸介入實驗計畫
衛生署
33. 以子宮頸癌篩檢族群發展台灣地區乳癌高危險群 衛生署
婦女篩檢計畫
34. 全民健保保險對象家庭財務負擔與醫療服務使用 中央健保局
公平性之探討
35. 金車葡萄籽複方膠囊之抗氧化功能評估
金車股份有
限公司
36. YOUNG 養生液之抗氧化能力評估
廣博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37. 台灣地區內科醫師及其專科結構之研究
內科醫學會
38. 醫療消費資訊之提供與需求之現況調查
衛生署

執 行 期 間 主持人
88.7.1-89.12.31 陳秀熙
88.10.1-88.12.31
88.8.1-89.7.31
88.10.1-88.12.31
88.10.1-89.12.31

藍忠孚
楊銘欽
林瑞雄
韓良俊

88.11.1-89.12.31 鄭尊仁
88.11.1-89.12.31 李 蘭
88.11.1-89.12.31 林瑞雄
88.11.1-89.12.31 陳瑞容
88.12.27-89.7.31 呂鋒洲
89.1.1-89.7.31 呂鋒洲
88.3.1-89.3.1 藍忠孚
88.12.1-89.11.30 鄭守夏

第四頁

39. 台灣地區醫藥專業菁英對全民健保實施成效之評
估(第一年)
40. 全民健保醫療費用成長趨勢及其影響因素之分析
探討
41. 全民健康保險整體品質醫療之研究---以建立指標
之基本資料為主
42. 醫師與病床供給對醫療費用總額之影響研究：「醫
療供給者誘發需求理論」之實證分析驗證
43. 運用風險校正公式，評估論人計酬支付制度實施之
可行性
44. 全民健保實施論病例計酬制度的現況與醫院因應
作法之成效評估及整體檢討
45. 定點醫師監視系統疾病通報之功能性、代表性、正
確性評估研究計畫
46. 定點醫師疾病監視通報系統評估

衛生署

89.1.1-89.12.31 陳端容

健保費用協 89.1.1-89.12.31 紀駿輝
定委員會
中央健保局 89.1.1-89.12.31 鍾國彪
健保費用協 89.1.1-89.12.31 藍忠孚
定委員會
中央健保局 89.1.1-89.12.31 張睿詒
衛生署

89.4.1-89.12.31 鍾國彪

疾病管制局 89.4.1-89.12.31 林瑞雄
疾病管制局 89.4.10-89.12.31 楊銘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