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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之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計劃內擔任
工作

執行期間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急診醫師失眠之盛行率與影響因素

主持人

107.10.09~
108.10.08

中臺校內計畫

醫事人員的醫療利用

主持人

106.01.01~
106.12.31

中臺校內計畫

產檢變少了，新生兒與兒童健康結果變差了？
共同(協同) 106.01.01~
探討 SARS 期間產檢利用率對新生兒短長期
主持人
106.12.31
健康狀態的影響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居民醫療服務需求探討

中臺校內計畫

放射師職業輻射暴露之健康效應研究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醫療輻射工作人員之健康效應研究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中臺校內計畫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共同(協同) 102.12.16~
主持人
103.10.15
主持人

102.01.01~
102.12.31

主持人

101.08.01~
102.07.31

醫院從業人員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
100.01.01~
共同主持人
向-以工作支持、政治行為為調節變項
101.04.30
臺灣地區民眾對青光眼之認知、行為與危險因
子研究
住院病患及護理人員對病人安全重要性認知
差異探討-以中部某署立醫院為例

共同主持人
共同(協同)
主持人

96.01.01~
97.12.31
96.05.01~
97.07.31

主持人

95.01.01~

中臺校內計畫

低劑量輻射人員輻射曝露與職業風險之研究

產學合作研究

影響民眾使用自費健康檢查之因素分析

共同主持人

94.08.01~
95.07.31

中臺校內計畫

子宮頸抹片檢查因素分析及子宮頸抹片異常 協同研究人
個案之行為分析-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員

93.08.01~
94.07.31

中臺校內計畫

身體健康指標之建立與分析

92.08.01~
93.07.31

中臺校內計畫

在全民健保介入下商業健康保險需求與民眾 協同研究人
所得 之相關性研究
員

中臺校內計畫

中台醫護技術學院學生健康行為調查研究

中臺校內計畫

中部地區醫療廢棄物清理狀況調查

主持人

95.12.31

92.08.01~
93.07.31

協同主持人

88.08.01~
89.07.31

主持人

88.08.01~
89.07.31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Shu-Fen Li, Chin-Tun
Hung, Chi-Ming Wu,

年份

主題

2020

Prev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mong dentists in Taiwa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using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Mei-Wen Lee*

Tzung-Fang Chuang,
Hung-Chang Hung,
Shu-Fen Li, Mei-Wen Lee, 2020
Jar-Yuan Pai1 and
Chin-Tun Hung*
Yueh-Chin Chung, Shu-Fen
Li, Mei-Wen Lee,
Chien-Wei Wu, Horng-Mo
Lee, Chin-Chih Ho, and
Chin-Tun Hung*
S.F. Li, C.T. Hung, M.W.
Lee*

2018

2017

卓伊紋、李淑芬、李美文、
2017
何清治、洪錦墩*

Risk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kidney stones—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期刊名稱

台灣衛誌 39(4):453-463.
(TSSCI)

BMC Nephrology 21:292
(SCI)

Incidence of antiviral therapy in
ameliorating hepatitis C associated
comorbidities in Taiwan: a 7 year
follow up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research
5(12);569-575.

Radiation-related neoplasms﹐
circulatory diseases﹐and catara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Research

among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15(1):94-99. (SCI)

健保論病例計酬對不同層級醫療機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構之公平性之探討-以不同生產模式 13(4):24-34.

為例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
2017
洪錦墩*

長期照護機構照護人員關懷行為與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組織倫理氣候相關性之研究
13(1):37-45.

吳啟明、李淑芬、李美文、
2015
何清治、洪錦墩*

台灣髖部骨折病人手術失敗率之分 台灣衛誌
析—以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究
34(5):476-490.(TSSCI)

Yi-Fen Wang,
Chin-Tun Hung, Shu-Fen

2015

Li, Mei-Wen Lee*

Hospitalization for cancer among
radiologists in Taiwan

La Medicina del Lavoro
106(2):119 -128. (SCI)

陳明智、李美文、洪錦激、
2014
李淑芬*

醫師門住診服務量對罹患感冒之影 醫學與健康期
響
刊 3(1):47-56.

何清治、洪錦墩、劉偉文、
2014
李美文、李明輝*

某區域醫院從業人員工作壓力、工作
醫學與健康期
滿意度與離職傾向-以工作支持為調
刊 3(2):25-36.
節變項

李淑芬、柯慧青、洪錦墩、
李美文*
Mei-Wen Lee, Mei-Lien
Chen, Shih-Chun Candice
Lung, Chung-Jung Tsai,
Chao- Feng Steven Lai,
Shang-Chun Yang, I-Fang
Mao.
Mei-Wen Lee, Mei-Lien
Chen, Shih-Chun Candice
Lung, Chung-Jung Tsai,
Xin-Jie Yin, I-Fang Mao.

2012

影響民眾選擇自費健康檢查因素之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研究
8(3):28-38.

2012

Increase of urinary concentrations of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8-hydroxy-2’- deoxyguanosine in
Occupational and
diesel exhaust emission inspector
Environmental Health
exposed to polycyclic aromatic
85:273-282.(SCI)
hydrocarbons.

2010

Exposure assessment of PM2.5 and
urinary 8-OHdG for diesel exhaust
emission inspector.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408:505-510.(SCI)

李美文、賴美志、官錦鳳、
2009
李淑芬

醫療輻射工作人員職業輻射暴露與
中臺學報 20(3):27-46.
健康效應之研究

李淑芬、李美文、李美惠、
2007
賴美志

影響民眾使用自費健康檢查之因素 健康照護產業論
分析
壇 2:53-67.

李美文、賴美志、林佩璉、
2004
劉珮君

二年制技術學院學生升學與就業意
醫護科技學刊 6(3):219向之研究- 以中部某技術學院二技
242.
畢業生為例

李美文、李淑芬、葉慧容

中部地區醫療廢棄物清理狀況調查 中臺學報 15:117-132.

2004

李美文、李淑芬、賴美志、
2004
張彣琦、李姍珊

醫務管理系學生對醫療廢棄物認知
中臺學報 16(1):1-16.
之調查- 以中部某技術學院為例

李淑芬、李美文、賴美志

2004

慢性腎衰竭病患保險利用之研究

中臺學報 16(1):17-32.

賴美志、李美文、李淑芬

2004

台灣性別偏好的生育行為研究

中臺學報 16(1):269-283

【研討會論文】

作者
Mei-Wen Lee, Shu-Fen Li,
Chin-Tun Hung, Chin-Chih
Ho, Ching-Feng Kuan,
Chia-En Chuang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Impacts of Body Mass Index
2020 第十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 on Self-rated Health in
---咀嚼和吞嚥照護的新願景
Taiwan and China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李美文、何清治、洪錦墩、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陳曉琳、羅雅馨、張晏菱、
大學生食品安全認知與相關
全促進學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9
陳芮葶、張世彥、賴俐伶、
因素之研究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研
李淑芬*
討會
痛風病人使用降尿酸藥品其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2019 服藥遵從性對醫療利用的影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何清治、官錦鳳、李美佳*
響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南投縣居民跨區就醫情形與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9
何清治、官錦鳳、曾惠敏*
相關因素之研究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黃宜婕、謝宇智、林雅甄、
房佳萱、林琨耀、李美文*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大學生視力保健知識與行為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9
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于涵、陳思婷、高靖媗、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醫管系學生院內感染知識及
陳湘妮、葉文政、陳世閔、 2018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其相關因素探討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劉育誠、李美文*
黃雨晴、吳孟儒、廖蕙莉、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大學生對大腸癌認知、行為
劉妤珣、徐薇涵、黃于珊、 2018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與相關因素研究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李美文*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影響結核病住院病人死亡之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8
何清治、官錦鳳、麥培娸*
因素探討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糖尿病病人高診次利用之特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8
何清治、官錦鳳、鄭淑玲*
性與相關因素探討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李美文、王珮真 、黃于瑄、
女大學生月經不適與影響因
周沛鴻 、許真綾、傅政綱、 2017
2017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研討會
素之研究
賴冠云、蔡承廷*
李美文、沈汶錞、王嘉伶、
女大生化妝品消費行為之研
周姵忻、蘇媺媺、高文婕、 2017
2017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研討會
究
吳承翰、江明清、周佩儀*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結核病住院病患再住院原因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2017
何清治、施志宏*
之分析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基層醫療機構女性護理人員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2017 胃腸道疾病之盛行率及影響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何清治、官錦鳳、黃意晴*
因素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不同層級醫療機構護理人員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2017
何清治、官錦鳳、林佳瑤*
之失眠情形與相關因素研究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第二型糖尿病住院病患下肢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2016
何清治、官錦鳳、何桂瑩*
截肢之趨勢與危險因素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高齡住院患者放射檢查醫療 學術研討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
2015
何清治、官錦鳳、王憶芬*
利用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理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
大會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
以 IPA 模式分析醫療機構病
李美文、洪錦墩、李淑芬、
學術研討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
2015 患醫療服務品質-以中部某
官錦鳳、何清治、楊信興*
理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
區域醫院為例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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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5
續處方箋的品質研究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官錦鳳、李美文*
2015 年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護理人員泌尿道感染之醫療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2014
官錦鳳、邱小佳*
利用研究
暨會員大會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醫師罹病情形與醫療利用研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2014
官錦鳳、鍾欣如*
究
暨會員大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李淑芬、洪錦墩、楊茹閔、
農曆春節對女性精神科門診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宋鈺婷、薛薛聿淇、徐薇雅、 2014
利用之影響
全促進學會 2014 年聯合會員大
朱翌瑄、陳冠懿、
會暨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李淑芬、官錦鳳、
鍾月琴、李美文*

2013

台灣護理人員職業傷害與職 第五屆國際研討會：尋找照顧意
業病之研究
義的旅程－跨專業觀點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系暨碩
李美文、官錦鳳、羅孟娟、
醫事人員職業傷害與職業病 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慶祝大會及
張嘉芳、陳逸薇、許芷芸、 2013
分布研究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2013
李淑芬*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李美文、黃光華、 2012 以 Two-part model 分析健保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李卓倫、吳凱薇

中醫醫療利用之影響因素

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以灰色預測模式推估臺灣地
洪錦墩、官錦鳳、李美文、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2 區皮膚科專科醫師人力供需
葉森源
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與地理分佈研究
【學位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學 位 名 稱

李美文

2011

柴油車檢測站作業勞工多環芳香烴暴
露及生物偵測研究

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
生研究所博士論文

李美文

1994

鉛蓄電池作業勞工淋巴球中姊妹染色
分體交換頻率之研究

私立中國醫藥學院環境醫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專書】
作者

出版年月

書

名

張寶樹、馮兆康、陳星助、許哲瀚、
2004 第二版 醫院環保導論
李美文、洪琇芬等人合著

出版社
華杏機構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