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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之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計劃內擔任
工作

計劃名稱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藥事人員罹患腎臟疾病之風險研究 共同主持人
綜合醫院

執行期間
107.08.01~
108.07.31

署立豐原醫院

新設醫療機構對原有醫療機構初診
病人來源影響分析

共同主持人

96.05.01~
96.12.15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機構群集效應初探研究-以台中
市為例

共同主持人

96.01.01~
96.12.31

中臺醫護技術學院

醫學影像文件傳輸系統研習計劃-以
署立台中醫院及馬偕醫院新竹分院
為例

研習人員

94.01.01~
94.12.31

社區醫院營運規模之經濟分析

研究人員

中臺醫護技術學院仁美
醫院

93.08.01~
94.07.31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份

Chang-I. Chen, PhD, Ching-Feng Kuan,
MS, Yu-Ann Fang, MS, Shing-Hwa Liu,
PhD,
Ju-Chi Liu, MD, PhD, Li-Li Wu, MD,
2015
Chun-Jen Chang, MD, Hsuan-Chia Yang,
Jaulang Hwang, PhD, James S. Miser,
MD, and Szu-Yuan Wu, MD, MPH

主題

期刊名稱

Cancer Risk in HBV Patients Medicine，Volume
with Statin and Metformin Use 94, Nu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mber 6, February
2015

Carlos Lam Ching-Feng Kuan James
Miser Kun-Yi
Hsieh Yu-Ann Fang Yu-ChuanLi
Chin-Wang Hsu Ray-Jade
Chen Chang-I Chen

Emergency department
2014

Computer Methods
utilization can indicate early
and Programs in
diagnosis of digestive
Biomedicine，
tract cancers:Apopulation-base
2014，115（3）
d study in Taiwan

2013

Critical laboratory result
reporting system in cancer
patients

1.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2013
Jul;111(1):249-54
ms in Biomedicine

2013

2. Asia-Pacific
Comorbidity as an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ublic
Risk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Health2013 Mar
Cancer: An 8-Year
27 DOI:
Population-Based Study
10.1177/101053951
3481491

洪錦墩、官錦鳳、黃光華、何清治、賴
2013
怡婷、李淑芬

中醫師執業地點選擇之影響 中醫藥雜誌 J Chin
因素分析
Med 24(2): 241-250

Chen CI, Miser J, Kuan CF, Fang
YA, Lam C, Li YC

Chen CI CI Chen, CF Kuan, J Miser,
YA Fang

李美文、賴美志、官錦鳳、李淑芬

2009

醫療輻射工作人員執業輻射
暴露與健康效應之研究

中台學報

洪錦墩、梁亞文、施雅文、吳惠琪、官
2007
錦鳳、 林佩 君

臺灣地區中小型醫院歇業因 健康照護產業論
素分析
壇，2(2)，1-18

王偉綸、王俊堯、張邵濡、劉醇彬、官
2004
錦鳳

病歷 e 化---淺談電子病歷

洪錦墩、林佳玲、梁亞文、官錦鳳、吳
2004
惠琪

中臺學報，
離島居民就醫選擇與醫療服
Vol.16，No.1：
務滿意度之研究
81-100

銀樺學誌，2(2)，
47-62

【研討會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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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
探討乾癬患者的乾癬失能、社
2019
全促進學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官錦鳳、洪錦墩
會支持與生活品質之研究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
會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
官錦鳳、洪錦墩

2019

乾癬患者身體意象、焦慮、憂
鬱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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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
會

李淑芬 官錦鳳 李美文
何清治 洪錦墩
李美文

李淑芬 洪錦墩

何清治

官錦鳳 曾惠敏

李美文 李淑芬 洪錦墩
何清治 官錦鳳 李美佳

2019 醫療資源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藥事人員罹患慢性腎臟疾病
2019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之風險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
2019 醫療資源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南投縣居民跨區就醫情形與
2019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相關因素之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
痛風病人使用降尿酸藥品其 2019 醫療資源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2019 服藥遵從性對醫療利用的影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響
學會會員大會

洪錦墩 何清治 官錦鳳
李美文 李淑芬 黃駿強

醫事檢驗師的工作壓力與離
2019 醫療資源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職 傾向之傾向之
2019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以台中市醫療機構為例以台
學會會員大會
中市醫療機構為例

洪錦墩 何清治 李美文
李淑芬 官錦鳳 唐靜渝

醫院照顧顧服服務務員職場 2019 醫療資源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2019 疲勞對生活品質之影響員職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場疲勞對生活品質
學會會員大會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官錦鳳、何清治

輸血對肝硬化病人罹患肝癌 2019 醫療資源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2019 與否之影響 輸血對肝硬化病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人罹患肝癌與否之影響

學會會員大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全民健保台灣版診斷關聯群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支付制度下病患轉診之分
郭家孝 洪錦墩 李美文 2018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析：骨科多重骨折病患手術治
李淑芬 何清治 官錦鳳 4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療為例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 李淑芬 何清治 官
錦鳳 李美文

2018

老人補助裝置假牙服務品質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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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李美文 李淑芬 洪錦墩 1 2018 糖尿病病人高診次利用之特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何清治 官錦鳳 鄭淑玲
性與相關因素探討
學會會員大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李美文 李淑芬 洪錦墩 2018 影響結核病住院病人死亡之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何清治 官錦鳳 麥培娸
因素探討
學會會員大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吳雨宸、李淑芬、李美文、2018 影響住宿型長期照顧機構設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何清治、官錦鳳、洪錦墩*
置地點之因素
學會會員大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洪錦墩 李美文 李淑芬 2018 護理人員輪班模式對工作疲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何清治 官錦鳳 傅素芳
勞之影響
學會會員大會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台灣人工全髖關節置換手術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官錦鳳、何清治、林芷菱、2017
之醫療利用與失敗因子分析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嘉義，5
楊勝峰
月 21 日，2017。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不同層級醫療機構護理人員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何清治、官錦鳳、林佳瑤
之失眠情形與相關因素研究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嘉義，5
月 21 日，2017。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基層醫療機構女性護理人員
李淑芬、洪錦墩、 何清治、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胃腸道疾病之盛行率及影響
官錦鳯、黃意晴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嘉義，5
因素
月 21 日，2017。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洪錦墩、官錦鳳、 李美文、
影響台灣養護機構地理分布 學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5
何清治、 李淑芬
之因素分析
全促進學會，2015 聯合年會。台
灣新北，10 月 17-18 日，2015。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C 型肝炎與第二型糖尿病之相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5
何清治、官錦鳳、吳健瑋
關性研究
中，5 月 24 日，2015。【榮獲年
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孕婦逕赴醫學中心生產之因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5
何清治、官錦鳳、孫曉筠
素分析
中，5 月 24 日，2015。
以 IPA 模式分析醫療機構病患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李美文、洪錦墩、李淑芬、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5 醫療服務品質-以中部某區域
官錦鳳、何清治、楊信興
中，5 月 24 日，2015。【榮獲年
醫院為例
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何清治、官錦鳳、陳品竟、
大學生人格特質、家庭價值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梁峻豪、陳盈君、李明倚、2015 觀、服務老人意願態度相關之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林佩聿
研究
中，5 月 24 日，2015。
謝亞辰、王瑞同、簡崇宇、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大學生的營養知識與健康飲
鄒碧玉、林妍庭、陳俞青、2015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食行為相關研究
何清治、張智喬、官錦鳳
中，5 月 24 日，2015。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高齡住院患者放射檢查醫療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5
何清治、官錦鳳、王憶芬
利用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中，5 月 24 日，2015。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李淑芬、洪錦墩、 何清治、
健保特約藥局調劑慢性病連 學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5
官錦鳯、李美文
續處方箋的品質研究
全促進學會，2015 聯合年會。台
灣新北，10 月 17-18 日，2015。
台灣 60 歲以上近端股骨骨折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病人使用金屬內固定術或人
2014
官錦鳳、何清治、吳啟明
工髖關節置換術失敗率之比
較-以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究
洪錦墩、何清治、李美文、
官錦鳳、李淑芬、陳俊光

獨立型護理之家護理人員的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18 日，2014。【榮獲年
會最佳論文獎第一名】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4 工作壓力、職場疲勞與離職傾
中，5 月 18 日，2014。【榮獲年
向之相關性研究
會最佳論文獎第三名】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中醫師於健保中醫醫療利用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4
官錦鳳、李思筠
之研究
中，5 月 18 日，2014。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護理人員泌尿道感染之醫療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4
官錦鳳、邱小佳
利用研究
中，5 月 18 日，2014。【榮獲年
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醫師罹病情形與醫療利用研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4
官錦鳳、鍾欣如*
究
中，5 月 18 日，2014。
LOCHAS2013 樂活心設計國際研
洪錦墩、黃昱瞳、官錦鳳、
傳統醫療納入健康保險之管
討會。台灣台中，10 月 20-21 日，
2013
何清治、李淑芬
理與創新發展
2013。
洪錦墩、官錦鳳、黃光華、
何清治、王耀樟

2013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老人養護機構護理主管對住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民簽署 DNR 的認知與態度

中，6 月 1 日，2013。【榮獲年會
最佳論文獎佳作】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洪錦墩、李淑芬、官錦鳳、
2013 台灣牙醫師之醫療利用探討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何清治、傅立志、鍾書如
中，6 月 1 日，2013。
2013 年第五屆國際研討會：尋找
洪錦墩、李淑芬、官錦鳳、
台灣護理人員職業傷害與職
照顧意義的旅程—跨專業觀點。
2013
鍾月琴、李美文
業病之研究
台灣台中，5 月 24-25 日，2013。
李美文、官錦鳳、羅孟娟、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系暨碩士

醫事人員職業傷害與職業病 班成立三十週年慶祝大會及玉山
張嘉芳、陳逸薇、許芷芸、2013
分布研究
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2013 年會員
李淑芬*
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應用結構方程模式實證組織
洪錦墩、賴慧仙、官錦鳳、
2011 承諾、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 中臺科技大學
宋文娟
之關聯性
洪錦墩、宋文娟、黃昱瞳、
中醫總額預算制度對中醫醫
中臺科技大學
2011
黃光華、賴怡婷、官錦鳳
療資源分布影響之德菲研究
李嘉浤、陳哲建、黃煥偉、
中部某科技大學新生健康檢
涂凱博、陳怡蓉、吳明娜、2011
中臺科技大學
查之滿意度調查
何貞宜、官錦鳳
倪偉庭、洪祥耀、鈕蓮辛、
某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學生
都娟、張雅雰、林綉茹、 蘇 2010 對病歷隱私保護的認知與態 中臺科技大學
涵君、 林美君、官錦鳳

度之研究

張朝根、謝育霖、曾澤友、
大一新生健康檢查滿意調查詹秉浩、徐愛閔、林佩蓉、
2010 以中部某科技大學進修部為 中臺科技大學
陳雅琪、陳玠汝、楊雅婷、
例
王緯婷、官錦鳳
林佳盈、林珮文、余詩涵、
某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學生自
中臺科技大學
2010
賴眉文、 林家君、官錦鳳
覺健康狀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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