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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903002 陳Ｏ語 109.12.15 15:30 進修部 洪錦墩
臺灣醫療人員於新冠病毒（COVID-19）流行期間

對感染的風險認知及壓力的相關研究
2518

K10803028 王Ｏ蓁 109.12.24 15:00 進修部 許哲瀚
不同治療方式對突發性耳聾之研究-以台灣某區

域醫院為例
2518

K10903005 林Ｏ凌 109.12.24 14:00 進修部 洪錦墩
藥師創業導向與情緒智慧量表之建構與發展研

究：臺灣版發展與信效度評估
2705

K10903009 劉Ｏ慧 109.12.24 15:00 進修部 洪錦墩
加護病房的慢性病老年人潛在性不適當用藥之危

險因素探討
2705

M10803002 吳Ｏ展 109.12.25 14:00 日間部 何清治
醫事從業人員醫療隱私知識、態度及行為之相關

研究
2518

M10803003 吳Ｏ宇 109.12.25 14:00 日間部 何清治 病患與護理人員知覺病患隱私之比較研究 2518

K10803022 洪Ｏ坤 109.12.25 13:00 進修部 何清治
藥物教學介入方式對南投縣高職學生使用止

痛藥知識、態度、行為之成效
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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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803022 洪Ｏ坤 109.12.25 13:00 進修部 何清治
藥物教學介入方式對南投縣高職學生使用止痛藥

知識、態度、行為之成效
2518

K10803024 饒Ｏ芬 109.12.28 11:00 進修部 張馨云
探討不同世代產婦使用減痛分娩之研究-以中部

某地區醫院為例
2518

K10503030 麥Ｏ娸 109.12.29 13:00 進修部 李美文 結核病住院病人30天內死亡之因素探討 2518

K10803014 胡Ｏ珍 109.12.31 09:00 進修部 趙建蕾
應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醫療人員使用中草藥保健

品行為之研究-以台中某區域醫院為例
2518

K10803025 廖Ｏ楓 110.01.04 15:00 進修部 趙建蕾
運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國軍官兵參與糞便篩檢意

願之研究
2518

K10803026 陳Ｏ諭 110.01.06 14:00 進修部 葉季森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台中市警察消防人員肺癌篩

檢之行為意圖及相關因素
2518

M10803006 丁Ｏ晏 110.01.06 16:00 日間部 葉季森 大學生燒燙傷經驗知識、態度與行為研究 2518

M10803012 洪Ｏ俞 110.01.06 15:00 日間部 葉季森
民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人防護措施知識、態

度、行為研究
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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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803029 莊Ｏ翔 110.01.08 10:00 進修部 鍾燕宜 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對失眠患者睡眠之影響 2518

K10903001 涂Ｏ儀 110.01.14 14:30 進修部 張馨云
醫事人員情緒勞務、工作滿意度、留任意願之探

討-以南投某區域醫院為例
2420

K10903003 王Ｏ菁 110.01.14 13:00 進修部 趙建蕾 夜間長時間工作者的健康樣態分析 2420

K10903016 張Ｏ銘 110.01.14 13:00 進修部 許哲瀚
以健康信念模式分析台中地區小學學童照顧者流

感疫苗接種意願
2518

K10903018 楊Ｏ苹 110.01.14 13:00 進修部 龔建吉
護理人員情緒勞務工作壓力與離職傾向之相關研

究
2518

K10903004 林Ｏ仲 110.01.14 15:00 進修部 許哲瀚
醫院員工對病人安全文化與組織公民行之相關性

探討-以中部某公立醫院為例
2518

K10803006 陳Ｏ雯 110.01.15 15:00 進修部 龔建吉
苗栗地區長期照顧機構照顧服務員之情緒智慧、

組織公平與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研究
2518

K10803030 唐Ｏ雯 110.01.15 14:00 進修部 龔建吉
護理人員情緒智慧、領導型態與組織公民行為之

相關研究
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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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903006 陳Ｏ郁 110.01.15 14:00 進修部 葉德豐
以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型探討護理人員對護理資訊

系統之接受性
2705

K10903008 李Ｏ蓴 110.01.15 13:00 進修部 葉德豐
醫護人員面對新冠肺炎之社會心理衝擊、壓力與

因應策略
2705

K10903019 賴Ｏ萱 110.01.15 15:00 進修部 葉德豐
護理人員工作生活品質、專業承諾與留任意願之

關聯性研究
2705

M10803001 王Ｏ儒 110.01.15 09:00 日間部 葉德豐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照護經驗調查：三年追蹤

結果
2705

M10803008 鄭Ｏ萍 110.01.15 10:00 日間部 葉德豐 血液透析病人經驗之研究 2705

K10703014 蔡Ｏ廷 110.01.15 11:00 進修部 葉德豐
醫院員工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工作倦怠之關聯性

研究
2705

M10803007 陳Ｏ欣 110.01.15 13:00 日間部 趙建蕾
探討民眾運動習慣與健康信念對入住養生村期望

影響之研究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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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903010 曾Ｏ文 110.01.25 14:00 進修部 龔建吉
以「負荷-控制-支持」模型探討個人通訊軟體對

護理人員工作壓力之影響
2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