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基本資料 

姓名：葉德豐         英文姓名：Te-Feng Yeh               職稱：副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醫院管理組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士 

經歷： 
中臺科技大學醫務暨健康產業管理系副教授                    2008/8 迄今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管理會院外委員               20018/1 迄今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理事                  2003/4 迄今 
台中市醫事法學會常務理事                    2009/4 迄今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顧問                    2010/1 迄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健康產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兼任副教授 

20016/9 迄今 
中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中區醫療區域聯繫會委員 2019/1 至 2020/12 
中華民國植牙安全學會理事長                       2018/4 至 2020/6 
中華民國植牙安全學會常務監事                   2016/4 至 2018/6 
中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中區醫療區域聯繫會委員 2013/1 至 2016/12 
中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輔導醫療機構成立醫療糾紛關懷小組」工作小組與輔導委員   2013/1 至 2016/12 
中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 
 「輔導醫療機構營造身心障礙者友善就醫環境」輔導委員       2016/1 至 2016/12 
中華民國植牙安全學會常務理事                  2012/4 至 2016/4 
中臺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講師                   1998/8 至 2008/8 
中山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兼任講師                 2001/8 至 2007/8 
西醫基層總額中區委員會中區委員會顧問                2001/7 至 2007/6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副秘書長                    2000/5 至 2003/4 

專長：健康保險、醫務管理 

電話：04-22391647 轉 7204 
傳真：04-22391000 
E-mail：tfyeh@ctust.edu.tw 

FB： https://www.facebook.com/jasontfyeh 

◎執行中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計劃內擔任

工作 
執行期間 

臺中榮民總醫院/中臺科

技大學 

透析患者對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與病

人自主權利法之知識、態度與意願

(TCVGH-CTUST1097702) 
主持人 109.1.1-109.12.31 

◎參與之研究計劃 

mailto:tfyeh@ctust.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jasontfyeh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計劃內擔任

工作 
執行期間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中臺科技大學 

產婦生產就醫經驗與服務品 
質之研究(CTU108-CCGH-003)  

主持人 108.8.1-109.7.31 

臺中榮民總醫院/中臺科

技大學 
末期腎病患者就醫經驗、服務品質感

受及健康狀況調查

(TCVGH-CTUST1087701) 
主持人 108.1.1-108.12.31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中臺科技大學 

醫護人員對病人自主權立法與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之認知與態度

(CTI107-CCGH-004) 
主持人 107.8.1-108.7.31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107 年「社區致胖環境評估」分析成

果報告(中市衛保字第 1070035615
號) 

主持人 107.5.10-107.10.12 

臺中榮民總醫院/中臺科

技大學 
高風險個案相關醫療人員短期及長

期心理壓力之評估研究

(TCVGH-CTUST1077702) 
主持人 107.1.1-107.12.31 

台中慈濟醫院/中臺科技

大學 
病人就醫隱私感受之探討─醫病觀

點的差異(CTU106-TTCH-003) 
主持人 106.7.1-107.6.30 

嘉義市衛生局 
105 年度「家庭責任醫師制執行與宣

導規劃」 
主持人 105.4-105.1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 
論人計酬制度成果評估與模式改善

研究(MOHW102-NH-9022) 
協同主持人 102.8-103.8 

中臺科技大學 
特殊需求病患牙科醫療服務利用與

費用之探討(CTU102-P-16) 
主持人 102.1-102.12 

中臺科技大學/台中榮總 末期腎病患者對活體親屬腎臟移植

的認知與態度

(TCVGH-CTUST1027702) 
主持人 102.1-102.12 

中央健康保險局 論人計酬之研究暨現行試辦計畫之

輔導及執行成效評估

(DOH101-NH-9012)341 萬 
協同主持人 101.7-102.7 

國軍臺中總醫院 國軍某區域醫院軍民就醫選擇因

素、滿意度及忠誠度之探討 
協同主持人 100.1-100.12 

◎學術著作 

【指導研究生論文】 

研究生姓名 班別 論文題目 畢業日期 

林家瑜 一般 醫院品牌對病人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聯性研究－以中部某醫院

為例 
99.6 

吳淑娟 在職 影響腦中風患者使用居家復健服務相關因素之探討 100.1 

陳禮平 在職 應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於組織病理實驗室人為錯誤之研究 100.1 



研究生姓名 班別 論文題目 畢業日期 

林秦蔚 在職 以SERVQUAL模式探討內科加護病房服務品質—以某醫學中心為

例 
100.1 

雷崇言 一般 宗教因素對就醫選擇之影響－以中部兩醫院為例 100.6 

沈慧怡 一般 非侵入性正壓通氣應用於急性呼吸衰竭拔管之成效 100.6 

林怡伶 在職 知覺風險對腸胃鏡受檢者選擇自費麻醉之影響 100.6 

沈素華 在職 國軍某區域醫院軍民就醫選擇因素、滿意度及忠誠度之探討 100.6 

王詩淳 在職 醫院員工工作壓力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研究 100.6 

陳玲守 一般 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患者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比較 101.6 

林昱璇 在職 臺灣特殊需求者牙科門診資源耗用分析研究 101.6 

張靜宜 在職 末期腎病患者對活體親屬腎臟移植的認知與態度 102.6 

呂彥陞 在職 實施住院診斷關聯群前後醫療資源耗用與醫療品質之比較─以

人工髖關節置換術為例 
102.6 

劉佳樺 一般 台灣地區末期腎病患者之中醫醫療利用研究 103.6 

莊雅雯 一般 以德菲法建構論人計酬試辦計畫評核指標之研究 103.6 

馮維馨 一般 職場暴力與工作壓力對護理人員離職傾向之關聯性研究 104.6 

羅慶暄 在職 乳癌篩檢陽性結果與其相關因素分析-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104.6 

蕭蕓萱 一般 末期腎臟病患者罹患副甲狀腺亢進相關醫療利用之研究 105.6 

張雯婷 一般 同組 DRG 在不同層級醫院與不同病人特性間醫療利用之比較─

以腎及泌尿道感染為例 
105.6 

周惠敏 在職 偏鄉地區醫院末期腎臟病前期病程變化與相關因子探討 106.6 

李雅惠 在職 初期慢性腎臟疾病病程變化與相關因素子之研究：以中部某偏鄉

醫院為例 
106.6 

李佳芹 一般 門診病人就醫隱私感受之探討–醫病觀點的差異 107.6 

許雅惠 一般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工作倦怠之關聯性研究 107.6 

楊佳怡 一般 血液透析患者對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與病人自主權利法之知識、態

度與意願 
108.6 

凌正華 在職 運用組合式照護於某地區醫院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

成效分析 
108.6 

林碧鈴 在職 某偏鄉醫院護理人員社會支持、工作滿意與離職傾向關聯性研究 108.6 

林依婷 在職 住院病人隱私經驗之研究－護病觀點的差異 109.1 

陳姵臻 在職 中部某醫院慢性呼吸照護病房患者醫療費用及相關因素之研究 109.6 

陳子涵 在職 產婦生產就醫經驗 ~ 以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109.6 

謝佩璇 在職 偏鄉醫院醫護人員對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知

識、態度與行為 
109.6 

劉俐伶 在職 介入護理訓練對於護理人員在臨床技能測驗成效之探討 109.6 

【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Yeh, T. F., Chang, Y. C., Hsu, 
Y. H., Huang, L. L., & Yang, C. 
C. 

2020 Causes of nursing staff burnout: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supervisor support.  

Japan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e12392.(SCI, SSCI) 

蔡恩霖、李佳芹、劉紘志、

張育嘉、楊鎮嘉、葉德豐* 
2020 門診病人就醫隱私感受之研究–

重度與達成度之落差。 
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37(4)，267-280。 

馮維馨、楊鎮嘉、張育嘉、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葉德豐* 

2020 職場暴力與工作壓力對護理人員

離職傾向之關聯性研究。 
醫院雜誌，53(3，48-61。 

陳柏宇、葉德豐、張育嘉 2019 住宿型長期照護機構工作人員對

於防火管理的認知、態度與行為之

研究-以臺中市大里區為例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15(4)，43-53 

楊佳怡、鍾信成、周思源、

葉德豐、陳慶霖 
2019 醫病共享決策對病人的憂慮程度

與選擇治療方式之影響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15(3)，16-23 

王芃穎、張世沛、馮兆康、

黃建財、葉德豐、林川雄 
2018 探討大學生手機成癮與運動習慣

對睡眠品質的影響：以中部某私立

科技大學為例 

運動與遊憩研究，12(3)，
54-65。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劉佳樺 
2016 末期腎病患者中醫利用影響因素

之研究 
醫務管理期刊，17(1) ，
63-77 

黃麗玲、黃薇瑄、葉德豐、

鍾燕宜、林川雄、黃建財 
2015 護理人員超時工作與疲勞之相關

性分析 
休閒運動保健學報，8，
10-25 

黃麗玲、黃建財、葉德豐、

林川雄、王憶芬 
2013 就醫民眾對 CT/MRI 檢查資源共享

之認知與態度 
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7(3)，1-15 

葉德豐、詹清旭、黃瑋婷、

林川雄、黃麗玲、黃建財、

陳俊烈 

2013 病人特性與醫院特性對同組 DRG
費用影響力之比較─以闌尾切除

術為例 

健康保險期刊，8(1)，32-50 

黃建財、黃麗玲、陳右振、

葉德豐、林川雄、陳俊烈 
2013 大學學生對醫療觀光認知與工作

潛力 
休閒事業研究，11(1)，
44-54 

林川雄、馮兆康、黃建財、

黃麗玲、葉德豐、詹清旭 
2013 醫院健康促進行為與挖掘自費健

康檢查顧客之分析 
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7(2)，139-156 

何玉瑛、葉德豐、張育嘉、

陳呈旭、陳錦華 
2012 影響慢性腎臟病患定期回診因素

及定期回診對病程變化的效益 
醫務管理期刊，13(3)，
147-161 

陳麒丞、郝宏恕、黃蜀雯、

葉德豐 
2012 非都會區民眾對家庭醫師所需具

備能力的期望 
健康保險期刊，7(2)，53-62 

黃蜀雯、葉德豐*、謝宗佑 2012 病歷室人員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

對離職傾向之關聯性研究─以數

家行政院衛生署醫院為例 

病歷資訊管理，11(1)，
42-64 

吳淑娟、張育嘉、葉德豐*、
張廷宇、呂偉僑、黃建財、

林川雄、黃麗玲 

2012 影響腦中風患者使用居家復健服

務相關因素之探討 
台灣復健醫學雜誌，

40(3)，147-159 



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陳錦華、何玉瑛、林新茹、

王曼蒂、林川雄、葉德豐* 
2012 探討腹膜透析病人對透析認知之

差異與影響因素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8(4)，
34-42 

Chang, Y.C., Chou, Y.J.,Liu, 
J.Y., Yeh, T.F., Huang, N. 

2012 Additive benefits of pneumococcal 
and influenza vaccines among 
elderly persons aged 75 years or 
older in Taiwan: A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based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Infection, 65(3), 
231-238.(SCI, IF=4.126) 

黃建財、李福春、許智瑩、

林川雄、葉德豐、黃麗玲 
2011 健康生活型態與溫泉保健觀光行

為之研究 
運動休閒餐旅研究，6(3)，
114-132 

 

【研討會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王志誠、陳仁亮、林佩儀、

陳呈旭、張美幸、謝佩璇、

葉德豐* 

2020 中部某區域醫院醫護人員

對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
之知識、態度及參與意願 

2020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

會 

黄惠美、王彥儒、張家慧、

洪逸倫、吳杰亮、沈靜慧、

葉德豐* 

2020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照

護經驗與滿意度調查研

究：兩年度之追蹤比較 

2020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

會 

陳子涵、王志誠、饒瑞玉、

楊鎮嘉、張育嘉、黃麗玲、

葉德豐* 

2020 中部某區域醫院產婦生產

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

之關聯性研究 

2020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

會 

李孟蓴、凌正華、廖嘉宏、

黃宣穎、葉麗月、洪弘昌、

葉德豐* 

2020 醫護人員面對新冠肺炎疫

情對之因應行為–以中部

某區域醫院為例 

2020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

會 

許雅惠、楊鎮嘉、陳雅紅、

彭美凌、張育嘉、黃麗玲、

葉德豐* 

2020 護理人員工作倦怠的成

因：情緒耗竭，工作家庭衝

突以及主管支持之影響 

109 年度「第 47 屆國軍軍醫學術研

討會」 

林碧鈴、張育嘉、黃麗玲、

楊鎮嘉、洪弘昌、葉麗月、

葉德豐 

2020 偏鄉醫院護理人員社會支

持、工作滿意與離職傾向關

聯性研究 

109 年第九屆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劉俐伶、曹文昱、陳玉如、

葉麗月、黃宣穎、洪弘昌、

黃麗玲、張育嘉、葉德豐 

2020 護理訓練模式對於護理人

員在臨床輸血技能測驗成

效之探討 

109 年第九屆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凌正華、李孟蓴、廖嘉宏、

葉麗月、洪弘昌、葉德豐 

2020 醫護人員對醫院採取新冠

肺炎防疫措施之滿意度 
109 年第九屆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李孟蓴、謝佩璇、凌正華、

廖嘉宏、黃宣穎、周惠敏、

2020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部某區

域醫院醫護人員之社會心

109 年第九屆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葉麗月、洪弘昌、葉德豐 理衝擊 

陳子涵、饒瑞玉、謝保群、

關祥彬、張育嘉、黃麗玲、

葉德豐、林川雄、黃建財 

2020 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產婦

生產就醫經驗之研究 
109 年第九屆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陳姵榛、張育嘉、吳惠琤、

鐘威昇、黃麗玲、葉德豐*、
林川雄、黃建財 

2020 中部某醫院慢性呼吸照護

病房患者醫療費用及相關

因素之研究 

109 年第九屆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蕭菁菁、鄭雅萍、陳呈旭、

林新茹、蔡尚峰、鍾牧圻、

陳詩韻、陳怡伶、葉德豐* 

2020 腹膜透析病人照護經驗之

研究–以中部某醫學中心

為例 

109 年第九屆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王彥儒、吳杰亮、洪至仁、

吳志成、沈靜慧、黃惠美、

洪逸倫、鄭雅萍、葉德豐* 

2020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護

理經驗之研究-三年結果之

比較 

109 年第九屆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葉德豐、許雅惠、張育嘉、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2020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

社會支持之關聯性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王志誠、陳仁亮、林佩儀、

陳呈旭、張美幸、葉德豐 

2020 醫護人員對病人自主權利

法之認知與態度–以中部

某區域醫院為例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林依婷、

劉紘志、楊鎮嘉 

2020 病房護理人員對住院病人

就醫隱私觀點之研究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王彥儒、吳杰亮、洪至仁、

吳志成、沈靜慧、黃惠美、

洪逸倫、鄭雅萍、葉德豐 

2020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護

理經驗之研究–兩年結果

之比較。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鄭雅萍、吳志成、洪至仁、

吳杰亮、沈靜慧、洪逸倫、

王彥儒、葉德豐 

2020 住院病人特性對使用自控

式止痛(PCA)之滿意度相關

研究－以臺中某醫學中心

為例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鄭雅萍、蕭菁菁、陳呈旭、

何玉瑛、葉德豐、林新茹、

王彥儒 

2020 醫學中心腹膜透析服務品

質之研究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葉德豐、簡彙蓁、王淑玲、

白宗玄、陳采蘋、蕭淑娥、

黃麗玲、黃建財、林川雄 

2020 新冠肺炎對大學生之衝

擊—以中部某大學為例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張育嘉、葉德豐、賴羿儒、

楊鎮嘉 

2020 照顧服務員之工作能力、工

作滿意度與留任意願的相

關性研究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黃麗玲、葉德豐、林川雄、

黃建財、徐春雲 

2020 矯正機關員工工作壓⼒與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關聯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黃麗玲 

2020 台中市圖書館空氣中微生

物之分佈與特性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林川雄 

2020 大學生手機微生物污染調

查與分析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黃麗玲、葉德豐、黃建財、

林川雄、劉嘉芳 

2020 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對住

宿式長照機構經營模式之

影響-以台東縣為例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金建佑、林川雄 

2020  (2020)。醫療服務選擇與滿

意度之關聯性研究。2020年
公 共 衛 生 聯 合 年 會 ，

2020/10/17-2020/10/18。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葉德豐、黃建財 

2020 大學生對飲用水知識、態度

之調查--以中部某大學為例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葉德豐、黃建財 

2020 大學生對老人態度與服務

老人的意願關係之探討--以
中部某大學為例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黃建財、張邇贏、葉德豐、

林川雄、黃麗玲 

2020 台灣南投地區醫事放射師

肌肉骨骼傷病盛行情況及

其相關因素 

2020 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 

Ya-Hui Hsu, Te-Feng Yeh, 
Mei-Ling Peng, Ya-Hong Chen, 
Cheng-Chia Yang, 
Chuan-Hsiung Lin 

202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Social 
Support, and Burnout Among 
Nursing Staff 

2020 Taiwan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Endorsed by ICN 

Pi-Ling Lin, Te-Feng Yeh, 
Yu-Chia Chang, Li-Yeuh Yeh, 
Chia-Ming Chuang, 
Hung-Chang Hung 

2020 Application of Taiwanese 
Hospital Nurse Job 
Satisfaction Scale in a 
Remote Area Hospital 

2020 Taiwan International Nursing 
Conference Endorsed by ICN 

陳子涵、饒瑞玉、張育嘉、

黃麗玲、葉德豐*、林川雄 

2020 以SERVQUAL服務品質模式

探討產婦生產服務品質 
2020 第十五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

研討會 

廖喬雍、葉德豐、張育嘉、

陳呈旭、張美幸、黃麗玲 

2020 血液透析患者家屬對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與病人自主

權利法之知識 

2020 第十五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

研討會 

徐春雲、葉德豐、黃建財、

林川雄、黃麗玲 

2020 矯正機關員工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及其相關因素-以某

監獄為例 

2020 第十五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

研討會 

Pei-Zhen Chen, Yu-Chia 
Chang, Hui-Chen Wu, 
Wei-Sheng Chung, Li-Ling 
Huang, Te-Feng Yeh* 

2020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respiratory care ward in a 
regional hospital 

The 12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20,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謝佩璇、陳佩珍、葉麗月、 2020 醫護人員對病人自主權利2020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洪弘昌、翁益強、陳玉雪、

鄭勇彥、葉德豐* 

法之知識及態度—以中部

某公立區域醫院為例 

劉俐伶、陳玉如、曹文昱、

葉麗月、黃宣穎、洪弘昌、

黃麗玲、張育嘉、葉德豐*  

2020 介入護理訓練對臨床技能

成效探討—以某公立教學

醫院輸血技術為例 

2020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 

張美幸、張育嘉、陳呈旭、

徐國雄、張瑛瑛、陳孟君、

葉德豐* 

2109 護理人員對病人自主權利

法之知識、態度及參與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之意願 

2019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 

陳呈旭、楊佳怡、張美幸、

張育嘉、何玉瑛、蕭菁菁、

葉德豐* 

2109 血液透析病人對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知識、態度及參與

意願之現況與相關因素 

2019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 

吳杰亮、葉德豐、黃惠美、

王彥儒、洪至仁、張家慧、

洪逸倫 

2109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照

護經驗與滿意度調查研究 
2019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 

邱桓彬、黃蜀雯、黃建中、

葉德豐、邱學佑 

2109 運用停車場智慧引導系統

提升民眾來院停車便利性 
2019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 

葉德豐、許雅惠、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張育嘉 

2019 護理人員工作倦怠及其相

關因素之研究–以中部某

國軍醫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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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張美幸、陳呈旭、張育嘉、

葉德豐*、黃曉峰、朱為民、

胡中傑、李隆軍、陳孟君 

2019 不同護理單位間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態度與參與意願

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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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楊佳怡、陳呈旭、張育嘉、

張美幸、葉德豐*、何玉瑛、

蕭菁菁 

2019 血液透析病人對病人自主

權利法知識、態度與相關因

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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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

康保險學會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葉德豐、黃建財 

2019 運動習慣與手機依賴程度

對睡眠品質的影響-以中部

某大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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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黃麗玲、黃建財、林川雄、

蔡雅欣、葉德豐 

2019 中部某科技大學學生飲食

型態、運動習慣對健身實作

課程成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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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葉德豐、黃麗玲、林川雄、

黃建財、張育嘉 

2019 致胖環境評估研究—以臺

中市2018年調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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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黃麗玲 

2019 台中某醫院廁所微生物污

染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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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F.E. Chiang, S.W. Huang, C.L. 
Wu, H.W. Tsai, Te-Feng Yeh  

2019 Improving Outpatient Service 
Quality by Patient Experience 
Measures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on Quality 
and Safety in Healthcare 

Cheng-Hsu Chen, Wayne H-H 
Sheu, Tsung-Hung Chang, 
Chieh-Liang Wu, Chia-Min 
Hsiao, Yu-Huei You, Kuei-Fen 
Yang, Te-Feng Yeh 

2019 The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 of Healthcare Staff 
Facing Medical Malpractice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on Quality 
and Safety in Healthcare 

Hui-Mei Huang, Yi-Leun Hung, 
Te-Feng Yeh, Chieh-Liang Wu, 
Yan-Ru Wang, Chia-Hui 
Chang, Chih-Jen Hung, 
Jia-ying Gau, Ping-Wing Lui, 
Wayne H-H Sheu  

2019 The Experiences of Pain Care 
and Their Associations 
among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a Medical Center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on Quality 
and Safety in Healthcare 

Yu-Chia Chang, Ho-Jui Tung, 
Te-Feng Yeh 

2019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ular Health Examination 
Among the Newly Diagnosed 
Diabetes Patients in Taiwan 

6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Public Health 

Yu-Chia Chang, Ho-Jui Tung, 
Te-Feng Yeh  

2019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for 
Elderly People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in 
Taiwan 

6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Public Health 

Nicole Huang, Yu-Chia Chang, 
Ho-Jui Tung, Te-Feng Yeh 

2019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for Elderl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aiwa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13th World Congress on Health 
Economics 

林碧鈴、張育嘉、黃麗玲、

洪弘昌、葉麗月、葉德豐* 

2019 偏鄉醫院護理人員工作滿

意度與社會支持之關聯性

研究 

108 年第八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

服務研討會 

凌正華、張育嘉、黃麗玲、 2019 運用組合式照護於某地區108 年第八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洪弘昌、廖嘉宏、葉麗月、

葉德豐* 

醫院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

泌尿道感染成效分析 
服務研討會 

廖雪宜、葉德豐、黃麗玲 2019 樂齡族群對長照2.0社區巷

弄照護站服務認知之城鄉

差異分析－以台中市南屯

區與彰化縣二水鄉為例 

108 年第八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

服務研討會 

廖雪宜、葉德豐、黃麗玲 2019 樂齡族群對長照2.0社區巷

弄照護站服務品質之探

討—以台灣南投縣某鎮為

例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108年會員大暨

學術研討會 

王彥儒、吳杰亮、洪逸倫、

黃惠美、張家慧、陳任淇、

嚴人俊、孫芸彤、廖伊婷、

葉德豐 

2019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護

理經驗調查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楊佳怡、張育嘉、張美幸、

陳呈旭、何玉瑛、蕭菁菁、

黃麗玲、葉德豐 

2019 血液透析患者對病人自主

權利法之知識與態度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郭漫儒、莊婕妤、江佳恩、

黃鈺婷、許語珍、林川雄、

葉德豐* 

2019 致胖環境評估研究以台中

市職場為例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江佳恩、許語珍、黃鈺婷、

莊婕妤、郭漫儒、林川雄、

葉德豐* 

2019 台中市各級學校致胖環境

評估研究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葉德豐、陳思喻、黃建財 

2019 台中大學生性知識、性態度

與性行為之研究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吳育庭、葉德豐、鍾燕宜、

王詩媛、楊雅婷、鄭佩姍、

許思婷、李昶毅、黃麗玲 

2019 樂齡族群對社區巷弄照護

站服務認知之城鄉差異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謝琬婷、張育嘉、黃昱瞳、

葉德豐 

2019 瞭解台灣失智症老人之流

行性感冒疫苗接種情形並

探討相關影響因素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陳任淇、吳杰亮、洪逸倫、

嚴人俊、孫芸彤、廖伊婷、

王彥儒、施盈君、張惠洵、

葉德豐* 

2019 住院病人對醫師疼痛照護

經驗之研究—以中部某醫

學中心為例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徐秀珠、張育嘉、鄧壽山、

葉德豐 

2019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影

響退休人士參與共居行為

意向之研究  ~以豐原區社

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為例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張美幸、葉德豐、陳呈旭、

黃曉峰、朱為民、胡中傑、

李隆軍、陳孟君、張育嘉 

2019 安寧醫護人員對病人自主

權利法之知識與態度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賴姿伊、張育嘉、陳呈旭、

張靜宜、黃麗玲、葉德豐*、
林川雄、黃建財 

2019 大學生對活體腎臟移植之

知識與相關因素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陳子涵、張育嘉、王彥儒、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葉德豐* 

2019 產婦生產服務品質、滿意度

與忠誠度之關聯性研究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凌正華、張育嘉、廖嘉宏、

黃麗玲、洪弘昌、葉麗月、

陳玉雪、陳佩珍、葉德豐* 

2019 運用組合式照護模式降低

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泌尿

道感染之成效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林依婷、張育嘉、黃麗玲、

葉德豐*、林川雄、黃建財、

蔡恩霖 

2019 住院病人隱私經驗之研究

－重視度與達到程度之落

差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林碧鈴、張育嘉、葉麗月、

莊家銘、洪弘昌、黃麗玲、

葉德豐*、林川雄、黃建財 

2019 偏鄉醫院護理人員工作滿

意度及相關因素研究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張育嘉、葉德豐、賴羿儒 2019 住宿型長期照護機構之照

顧服務員工作能力與留任

意願的相關性研究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黃蜀雯、黃建中、蔡鴻文、

吳孟靜、張繼森、葉德豐* 

2018 利用優化多元轉診系統達

成分級醫療之目標 
2018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暨台灣醫院協會 50 周年慶 

劉紘志、李佳芹、蔡恩霖、

張育嘉、黃麗玲、葉德豐*  

2018 門診病人就醫隱私感受之

研究–醫病觀點之落差 
2018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暨台灣醫院協會 50 周年慶 

蔡宛汝、陳呈旭、許立安、

呂宜蓉、張育嘉、葉德豐*  

2018 健康成人對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之認識、態度與意願之

關聯性 

2018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暨台灣醫院協會 50 周年慶 

許雅惠、張育嘉、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2018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

工作倦怠之關聯性 
2018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暨台灣醫院協會 50 周年慶 

張育嘉、葉德豐 2018 定期接受成人健檢對新確

診糖尿病患之早期發現與

治療的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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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王彥儒、陳子涵、嚴人俊、

陳任淇、葉德豐*、林川雄、

黃建財、黃麗玲  

2018 。產婦生產服務品質構面之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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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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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紘志、李佳芹、蔡恩霖、

張育嘉、黃麗玲、葉德豐* 

2018 醫護人員對門診病人就醫

隱私觀點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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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

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周惠敏、張育嘉、洪弘昌、

莊宗芳、黃麗玲、林川雄、

黃建財、葉德豐* 

2018 偏鄉地區醫院末期腎臟病

前期追蹤病患流失相關因

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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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許雅惠、張育嘉、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2018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及

其相關因素–以中部某區

域醫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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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呂宜蓉、許立安、蔡宛汝、

張育嘉、陳呈旭、葉德豐*  

2018 健康成人病人自主權利法

之認知與態度對成為醫療

委任代理人意願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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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

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鍾承芳、張育嘉、黃昱瞳、

葉德豐 

2018 探討台灣65歲以上失智症

老人接種流感疫苗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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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劉嘉芳、黃麗玲、葉德豐、

張育嘉 

2018 長期照顧服務法對偏遠長

照機構經營之影響－以台

東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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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黃麗玲 

2018 台中市醫療機構空氣中微

生物濃度與環境影響因子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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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

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粘詩珮、許佑瑄、林川雄 

2018 台中大學生生活壓力與睡

眠品質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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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

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黃麗玲、陳雁綾、黃建財、

葉德豐、林川雄 

2018 中部某科技大學進修部學

生飲食習慣與身體質量指

數之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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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聯合會員大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暨學術研討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陳俞靜、林川雄 

2018 台中市中老年人健康狀況

和行為與快樂感受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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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

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葉德豐、邱琬婷、黃建財 

2018 大學生的口腔衛生態度及

健康行為之相關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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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聯合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Hung, C. H., Huang, S. W, Wu, 
C. L., Yeh, T. F. 

2018 Measuring Outpatient 
Service Quality performance 
by Patient Experience 
Surveys 

ISQua’s 3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王彥儒、陳子涵、陳任淇、

嚴人俊、葉德豐、林川雄 

2018 以SERVQUAL 與重要性績效

分析(IPA)探討產婦生產服務

品質 

衛生福利部第七屆提升人醫療整

合服務研討會 

黃麗玲、葉德豐、林川雄、

黃建財、李郁佳、鍾燕宜 

2018 主要家庭照顧者壓力負

荷、家庭支持情況與生活品

質之關係 

衛生福利部第七屆提升人醫療整

合服務研討會 

劉紘志、李佳芹、蔡恩霖、

葉德豐 

2018 門診病人對醫隱私感受之

研究–重要性與達到程度

之落差 

衛生福利部第七屆提升人醫療整

合服務研討會 

黃蜀雯、吳杰亮、蔡鴻文、

黃建中、張宗泓、葉德豐 

2018 建構整合式照護網絡轉診

平台-提升基層院所轉診率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107年度會員大

暨學術研討會 

黃蜀雯、吳杰亮、歐香縫、

吳孟靜、葉德豐 

2018 以平衡計分卡建構轉診流

程優化模式。 
2018 HBSC 年會暨 AI 浪潮中－醫院

的機會與抉擇國際研討會 

黃蜀雯、江佛恩、吳杰亮、

陳永豪、葉德豐 

2018 運用智慧醫療來提升門診

服務品質 
2018 HBSC 年會暨 AI 浪潮中－醫院

的機會與抉擇國際研討會 

李佳芹、張育嘉、蔡恩霖、

蔡恩霖、劉紘志、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2018 大學生就醫隱私經驗調查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許雅惠、蔡宗翰、張育嘉、

黃麗玲、溫沛淇、彭美凌、

蔡宗展、葉德豐* 

2018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現況與

相關因素之研究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許立安、張文伶、柯明孜、

簡珮瑜、陳呈旭、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2018 大學生對病人自主權利法

之認知與態度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蔡宛汝、呂宜蓉、許嘉玲、

王品蓁、陳呈旭、林川雄、

2018 健康成人對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之認識與態度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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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財、葉德豐* 學會會員大會 

鍾承芳、黃昱瞳、葉德豐、

張育嘉 

2018 台灣65歲以上失智症老人

接種流感疫苗之成效分析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陳柏宇、張育嘉、葉德豐 2018 住宿型長期照護機構工作

人員對於防火管理的認

知、態度與行為之研究 -以
臺中市大里區為例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葉德豐、江毅婷、連君翎、

黃建財 

2018 大學生手機使用頻率與健

康生活品質相關之探討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黃麗玲、卓雨蓉、施紋羽、

董旻軒、廖苡芩、蕭子晴、

石容綾、葉德豐、鍾燕宜、

江佛恩 

2018 大學賃居學生對青銀共居

的認知與需求-以中部某科

技大學為例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 

吳杰亮、黃蜀雯、葉德豐* 2017 運用病人經驗調查評估門

診服務品質改善成效 
2017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

會 

蔡宛汝、許立安、呂宜蓉、

張君蔓、葉德豐* 

2017 牙醫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

誠度之關聯性研究 
2017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

會 

楊佳怡、張善溱、葉德豐*、
黃麗玲 

2017 大學生打工與勞動權益保

障現況之研究 
2017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

會 

吳杰亮、黃蜀雯、葉德豐* 2017 門診病人經驗調查―各類人

員間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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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聯合年會 

葉德豐、蔡宛汝、許立安、

呂宜蓉、張育嘉、黃建財、

林川雄、黃麗玲、鍾燕宜 

2017 牙醫服務品質與相關因素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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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

健康保險學會 2017 聯合年會 

楊佳怡、張善溱、張育嘉、

葉德豐*、林川雄、黃建財、

黃麗玲、鍾燕宜 

2017 大學生打工對生活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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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

健康保險學會 2017 聯合年會 

王芃穎、張世沛、馮兆康、

黃麗玲、葉德豐、黃建財、

林川雄 

2017 大學生手機成癮與運動習

慣對睡眠品質之影響探

討—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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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聯合年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吳惠琪、葉德豐、黃建財 

2017 大學生網路霸凌認知與網

路霸凌行為之相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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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聯合年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林珮瑄、張世沛、馮兆康、

黃麗玲、葉德豐、黃建財、

林川雄 

2017 大學生運動參與與手機依

賴程度對生活品質之影響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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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聯合年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鍾燕宜、洪郁茹、林川雄 

2017 大學生即時通訊軟體使用

現況與成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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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聯合年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鍾燕宜、謝明哲、林川雄 

2017 台中大學生生活壓力與身

心健康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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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

健康保險學會 2017 聯合年會 

黃建財、葉德豐、鍾燕宜、

林川雄、陳思喻、黃麗玲 

2017 台中大學生性知識、性態度

與性行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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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

健康保險學會 2017 聯合年會 

許立安、蔡宛汝、呂宜蓉、

葉德豐*、黃建財、林川雄、

黃麗玲、鍾燕宜 

2017 牙醫服務品質構面之比較 106 年第六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

服務研討會 

吳杰亮、黃蜀雯、葉德豐* 2017 病人經驗調查─各個經驗

項目間之比較 
106 年第六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

服務研討會 

Yu-Chia Chang, Ming-Shu 
Chen, Ho-Jui Tung, Te-Feng 
Yeh, Shang-Wei Hsu 

2017 An 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long-term regular health 
examination among the 
newly diagnosed diabetes 
patients in Taiwan 

2017 Asia-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Conference 

Ching-Hsuan Lo, Te-Feng Yeh, 
Chao-Chen Hung, Dian-Kun Li 

2017 The Positive Result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 Case in a 
Hospital in Central Taiwan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ing the Life Sciences and 
Public Health Awareness 

陳玥汝、林芳瑜、林佳蓉、

林瑩珊、粘翔鈞、鄭乃儒、

陳美如、粘雅筑、葉德豐* 

2017 中部某科大學生健康促進

生活型態之研究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呂宜蓉、許立安、蔡宛汝、

林川雄、黃建財、黃麗玲、

鍾燕宜、葉德豐* 

2017 不同市場特性牙醫服務品

質、滿意度與忠誠之比較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楊善惠、楊嘉庭、楊佳怡、

張善溱、楊季葳、張朝慈、

賴珮瑤、林雯怡、葉德豐* 

2017 某科大學生工讀現況之調

查研究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張善溱、楊佳怡、楊善惠、

林雯怡、楊嘉庭、楊季葳、

張朝慈、賴珮瑤、葉德豐* 

2017 大學生打工勞動權益之調

查研究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周惠敏、洪弘昌、莊宗芳、

葉哲廷、葉麗月、李虹霓、

林鳳玫、葉德豐* 

2017 偏鄉地區醫院末期腎臟病

前期照護成效與相關因子

探討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李雅惠、洪弘昌、莊宗芳、

洪世昌、葉哲廷、葉麗月、

黃宣穎、葉德豐* 

2017 衛教介入對初期慢性腎臟

病病程變化相關因子之研

究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廖雪宜、葉德豐、張育嘉、

黃麗玲 

2017 民眾對社區型日間照顧之

服務品質探討：以社區關懷

據點為例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燕宜、葉德豐、王筱竺、

黃建財 

2017 大學生網路霸凌認知與網

路霸凌行為之相關探討-以
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王芃穎、張世沛、馮兆康、

葉德豐、黃建財、林川雄 

2017 探討大學生手機成癮與運

動習慣對睡眠品質的影響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黃蜀雯、吳杰亮、葉德豐 2017 門診病人經驗調查─以某

醫學中心為例 
中臺科技大學 2017 健康產業管理

國際研討會 

張美幸、胡中傑、葉德豐、

張育嘉 

2017 醫護人員對病人自主權利

法與預立醫療自主計畫之

知識與態度 

中臺科技大學 2017 健康產業管理

國際研討會 

葉德豐、陳玲守、張育嘉、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2016 透析患者自我照顧自我效

能相關因素之研究 
亞洲大學 2016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

『居家、社區及機構式長期照護』

國際研討會 

張育嘉、江季蓉、葉德豐 2016 台灣65歲以上老人定期接

受成人健康檢查之成效分

析 

亞洲大學 2016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

『居家、社區及機構式長期照護』

國際研討會 

葉德豐、馮維馨、張育嘉、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鍾燕宜 

2016 職場暴力與工作壓力對護

理人員離職傾向之關聯性

研究 

2016 年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 

黃蜀雯、葉德豐*、廖真如、

沈雅靖、張雯婷 

2016 醫院特性與病人特性對

GDR320醫療利用之影響 
105 年度第五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

合服務研討會 

葉德豐、馮維馨、張育嘉、

黃麗玲、黃建財、林川雄、

鍾燕宜 

2016 護理人員職場暴力與工作

壓力關聯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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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

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黃建財、鍾燕宜、林川雄  

2016 中醫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

誠度之關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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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

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黃建財、葉德豐、鍾燕宜、

林川雄、黃麗玲 

2016 台中市某醫院醫護人員手

機微生物污染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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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張育嘉、徐尚為、葉德豐*、
江博煌 

2016 評估台灣末期腎病老人接

種流感疫苗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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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鍾燕宜、林湘穎、林川雄 

2016 大學生快樂活動與快樂感

受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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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

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鐘燕宜、劉欣慈、林川雄 

2016 台灣地區中老年人用藥認

知與行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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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

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黃麗玲、余佳穎、林川雄、

葉德豐* 

2016 科大學生對照服員工作之

認知與就業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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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燕宜、葉德豐、黃建財 

2016 大學生手機成癮與睡眠品

質相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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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燕宜、葉德豐、黃建財 

2016 大學生身體質量指數對健

康行為與生活型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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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室內環境品質

學會 2016 年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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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蕓萱、張育嘉、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2016 末期腎病患者罹患副甲狀

腺亢進醫療利用之研究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張雯婷、黃麗玲、張育嘉、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2016 醫院層級與病人特性對腎

及泌尿道感染之醫療利用

的影響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蔡雅竹、黃敬中、洪玉涵、

高名俞、周庭頤、黃詩涵、

紀亮宇、陳姵如、葉德豐 

2016 某中醫診所服務品質之研

究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依婷、游慧君、劉靜如、

林祈聆、張珮庭、何雁凝、

許茹婷、袁甄蔆、葉德豐 

2016 大學生網路成癮、運動習慣

與憂鬱傾向之研究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燕宜、葉德豐、徐綵婕、

黃建財 

2016 大學生手機成癮與睡眠品

質相關探討 -以中部某科技

大學為例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燕宜、葉德豐、沈佩儀、

黃建財 

2016 身體質量指數對健康行為

與生活型態之影響 -以中部

某科技大學為例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鍾燕宜、郭聯耀、黃建財、

葉德豐、黃麗玲、蘇文凱 

2016 探討PIC/S GMP的執行對國

內藥廠競爭優勢的影響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鍾燕宜、陳士航、黃麗玲、

黃建財、葉德豐、林川雄 

2016 消防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

工作滿意度之關係-團隊凝

聚力中介效果與組織承諾

調節效果之驗證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葉德豐*、張育嘉、張靜宜、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鍾燕宜、陳呈旭 

2015 末期腎病患者對活體親屬

腎臟移植之知識與相關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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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聯合年會 

葉德豐*、張育嘉、陳玲守、

黃麗玲、陳呈旭、黃建財、

林川雄、鍾燕宜 

2015 末期腎病患者健康生活促

進型態與相關因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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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聯合年會 

鍾燕宜、葉德豐、林川雄、

黃建財、黃麗玲 
2015 照顧服務員工作負荷之全

方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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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聯合年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鍾燕宜、董柏麟、林川雄 
2015 台中市民眾對健康食品的

認知、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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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聯合年會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鍾燕宜、葉德豐、黃建財 
2015 大學生生活休閒型態與手

機成癮傾向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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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聯合年會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黃麗玲 
2015 某教學醫院不動桿菌感染

危險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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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聯合年會 

黃麗玲、林川雄、葉德豐、

鍾燕宜 
2015 大學生對照顧服務員工作

之認知與就業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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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聯合年會 

江季蓉、張育嘉、葉德豐、

徐尚為 
2015 台灣65歲以上老人定期且

連續接受成人健檢之情形

及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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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聯合年會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鍾燕宜、王荷茹、林川雄 
2015 台中地區中老年人對大腸

癌認知與接受大腸癌糞便

篩檢行為意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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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2015
年聯合年會 

莊雅雯、葉德豐*、涂醒哲、

許玫玲、林文德、曹放之 
2015 運用德菲法建構論人計酬

試辦計畫評核指標 
2015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 

葉德豐*、涂醒哲、林文德、

許玫玲、曹放之 
2015 不同執行模式試辦團隊員

工對論人計酬試辦計畫之

評價 

2015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劉佳樺 
2015 末期腎病患者中醫利用影

響因素之研究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15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活動 

CHEN Ling-Shou, YEH 
Te-Feng, CHEN, Cheng-Hsu, 
CHANG Yu-Chia, HUANG 
Li-Ling, LIAO Lung-Chuan 

2015 The Comparison of 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between 
Hemodialysis and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in Taiwan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 
Health Services 

馮維馨、蔡宗翰、黃麗玲、

張育嘉、葉德豐* 
2015 護理人員職場暴力現況與

對離職傾向之關聯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羅慶暄、徐嘉君、張兩溉、

張育嘉、黃麗玲、葉德豐* 
2015 影響乳房攝影篩檢陽性率

之因素分析-以中部某區域

醫院為例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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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玉娟、葉德豐、鍾燕宜、

黃麗玲 
2015 長期照護機構負責人工作

壓力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燕宜、葉德豐、蔡松芩、

黃建財 

2015 大學生菸害知識與戒障礙

之探討 大學生菸害知識與

戒障礙之探討 —以中部某

科技大學為例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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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詩琦、陳施妮、王世麗、臧君琪、

張淑芳、葉德豐 
94.10  Chapter 3 醫療體系中護理人員

之角色與功能‧護理學導論， 
五南 

王俊文、葉德豐 89.5  台中縣市緊急醫療系統與救災工

作-台灣 921 大地震救災及災後

重建問題之研究。 

中臺醫護技術

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