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基本資料
姓名：葉季森

英文姓名：Chi-Sen Yeh

職稱：副教授

．學歷
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博士
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碩士
中國醫藥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學士
．經歷
中臺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專任副教授（2007-）
中臺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專任講師（1991-2007）
元培醫護技術學院醫管系專任講師（1987-1991）
台北榮民總醫院癌病治療中心癌病登記護理師（1984-1985）
．專長
衛生教育、健康促進、健康社會行為、醫學術語、生物統計
．Tel：04-22391647 轉 7212
．Fax：04-22391000
．電子信箱：csyeh@ctust.edu.tw

◎參與之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台灣中小企業聯合
人工智慧跨域大會合
輔導基金會
中臺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缺課、 扣考、期中預警制度對學生休、
退學之影響
學生入學管道與學習成效研究-以醫療暨
健康產業管理系為例

計劃內擔
任工作

執行期間

共同主持
108/12/04-109/05/31
人
主持人 108/06/15-108/10/31
主持人 105/11/01-106/05/05

署立豐原醫院

某健康促進醫院員工健康促進需求評估
〈計畫編號 FYH990313-9906〉

主持人

99/05/07-100/06/30

中臺科技大學

子宮頸抹片檢查異常個案後續追蹤之實
施現況（計劃編號 CTUST-LI-9414）

主持人

94/08/01-95/07/31

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地區孕產婦選擇產前檢查及生產場
所相關因素研究（計劃編號
CTC93007-DM）

主持人

93/08/01-94/07/31

主持人

81/08/01-83/07/31

研究員

81/08/01-82/07/3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子宮外孕危險因子之病例對照研究(計畫
員會

編號 NEC-82-115-C-116-502-B)

行政院衛生署保健 城市鄉村婦女及接受子宮頸模抹片檢查
處
決定因子之比較研究(計畫編號

DOH-82-HP-050-4501)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林素真、葉季森

2015

醫師開立疾病診斷證明書之困擾-以 病歷資訊管理
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之初步研究
14(1):16-28

葉季森、翁瑜婷、蔡佑杰

2013

醫院員工之職場疲勞評

中臺學報:24(4):1-28。

孕婦選擇生產場所相關因素研究－
以台中地區數家醫療
機構為例

醫護科技學

葉季森、林平衡、尹磊君

2006

葉季森

2002

烏日鄉已婚婦女接受子宮頸抹片檢
中臺學報 13：1-12
查影響因素研究

葉季森

2000

聯考生與推甄生學校生活適應之比 醫護科技學刊 4(2)：
較研究
335-344

葉季森、林平衡

1996

子宮外孕危險因子之病例對照研究

刊 8(2):144-156

中華公共衛生雜誌
15(2):145-152

【研討會論文】
作者
葉季森、陳媖英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影響醫師健康之相關因素 第十五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討
2020 研究-以南投地區西醫診
會(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所為例

吳學旻、吳東陞、童瑋晨、
學生機車族騎機車行為及 2020 中臺醫療紀健康產業管理學
黃鈺婷、莊閔琪、黃旻珊、 2020
及相關因素研究
術研討會暨論文發表會
洪旻琳、葉季森(通訊作者)
葉季森、鄭卉妤、洪弘昌

第 2 型糖尿病人以《糖尿 108 年度第八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
2019 病個別對話》衛教工具介 合服務研討會(衛生福利部台南醫
入效果研究

院)

2019 醫療資源與資源共響國際學
葉季森、丁莉晏、周紀岑、
國人拒絕延命治療意願及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吳怡臻、謝佩蓉、劉家慧、 2019
相關因素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
林佳蓉、洪維俞
海報發表-大學生組 第二名
葉季森、丁莉晏、周紀岑、
國人拒絕延命治療意願及 2019 中臺醫療紀健康產業管理學
吳怡臻、謝佩蓉、劉家慧、 2019
相關因素研究
術研討會暨論文發表會 第一名
林佳蓉、洪維俞
陳怡均、葉季森、陳家鈺

誰是照顧服務員講師？長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2018 照機構工作人員自評教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能力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

葉季森、黃美鳳、詹善淳、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黃怡心、張修佩、吳家慈、
大學生醫學術語學習現
2018
簡郁珈、廖汶榕、施宛葶、
況、困難、策略研究
林素真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海報發表-大學生組 第一名

葉季森、黃美鳳、詹善淳、
黃怡心、張修佩、吳家慈、
大學生醫學術語學習現
2018
簡郁珈、廖汶榕、施宛葶、
況、困難、策略研究
林素真

2018 中臺醫療紀健康產業管理學
術研討會暨論文發表會

國中生休閒參與、體適

2017 智慧邁向健康管理新時代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健康管理學

鄧雅榛、洪錦墩、程一雄、
葉季森(通訊作者)

2017 能、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會會員大會
以台中市某公立國中為例
海報發表-社會及研究生組 佳作

國中生使用行動虛擬社 2017 智慧邁向健康管理新時代學
陳秋專、洪錦墩、程一雄、
群、身體活動、健康體適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健康管理學
2017
能之相關研究-以台中市 會會員大會
葉季森(通訊作者)
某國中為例
國中學生父母管教方式、 2017 智慧邁向健康管理新時代學
王巧慧、江翠蓮、劉秋松、
飲食習慣與學業成就關係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健康管理學
2017
研究-以台中市某國中為 會會員大會
葉季森(通訊作者)
例
羅翊芳、李美文、劉秋松、
葉季森(通訊作者)

林亮如、葉季森

葉季森、陳筑芳、何清治、
陳淑齡

2017 智慧邁向健康管理新時代學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成人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健康管理學
2017
刺青行為意圖
會會員大會
「2016 終身學習與健康促進」國立
高齡預防失智音樂課程設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暨
2016
計-以小蝸牛課程為例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大學生家庭價值觀、愛情 2016 檢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健康
2016 態度與婚姻承諾之相關研 服務
究
優秀論文獎 佳作

大學生安寧緩和醫療知
葉季森、賴瑋呈、何清治、
2016 檢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健康
2016 識、態度及不施行心肺復
陳淑齡
服務
甦術簽署意願研究
黃雅倫、蔡佳陵、楊翊卉、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葉曉君、鄭珮婕、吳偲玉、、
大學生網路霸凌受害經驗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健
2016
蔡貴霖、謝佳雯、何雅婷、
關係研究
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葉季森(通訊作者)
黃裕淵、洪錦墩、劉秋松、
葉季森(通訊作者)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醫師工作壓力及其相關因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健
2016
素初步研究研究
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葉季森、吳郁蓉、江以妍、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與
紀諺伶、阮虹潔、楊怡欣、 2015
2015 年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
健康的關係
曾柏雯、涂鳳茗
重症病患主要照顧者其負
何清治、葉季森、陳淑齡、
2014 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討
2014 荷與生活品質及資源運用
鄭湘盈
會
之初探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務
白龍珠、林奕萱、許巧潔、
大學生對老化認知、老人
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
黃曉菁、許雅雯、陳珮瑜、 2014 態度、老人服務行為意向員大會
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蕭婉蓉、葉季森(通訊作者)
海報發表-大專組 佳作

夏豫文、葉季森(通訊作者)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務
工作滿意、組織承諾與離
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
2014 職傾向之相關研究-以宜
員大會
蘭地區醫事檢驗師為例
海報發表-社會及研究生組 佳作

羅振豪、葉季森(通訊作者)

大學生飲用含糖飲料行為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務
2014 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以 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
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員大會

賴薏如、李品慧、李廷瑋、
大學生騎機車行為現況調
2014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
康靜宜、黃高義、林雅儒、 2014 查-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例
蘇冠瑜、葉季森(通訊作者)
白龍珠、林奕萱、許巧潔、
大學生對老化認知、老人 2014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
黃曉菁、許雅雯、陳珮瑜、 2014 態度、老人服務行為意向-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專題研究競賽 佳作
蕭婉蓉、葉季森(通訊作者)
李佩珊、吳文仙、王邱文、
臺灣地區產後護理之家地 2013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
蔡惠如、張維君、林雪柔、 2013
理分佈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柯宜睿、葉季森(通訊作者)
張詠勝、高仁宏、莊凡葦、

以網站資訊探討台灣地區 2013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
曾馨儀、王佳琪、官雨薇、 2013
健康促進醫院現況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葉季森(通訊作者)
國小學童身高、體重、身 2013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系暨
洪淑華、宋玲娜、尹磊君、
體質量指數與學業成績相 碩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慶祝大會及
2013
關因素之探討-以台中市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葉季森(通訊作者)
某國小為例
口頭發表-社會及研究生組 佳作
陳政廷、葉季森(通訊作者)

2013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系暨
社區老人健康評估-以台
碩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慶祝大會及
2013
中市大甲區福德里為例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國中學生健康體適能與學
葉季森、陳炳憲、宋玲娜、
2013 業成就表現之相關因素探 2013 年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
尹磊君
討-以臺中市某公立國中

為例
【學位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學 位 名 稱

葉季森

2007

子宮頸抹片檢查結果異常婦女複診行為及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
相關因素研究
學系博士

葉季森

1987

影響婦女抹片檢查之有關因素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
學系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