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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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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衛生署 

豐原醫院 
護理人員超時工作與疲勞之相關性研究    主持人 101.08.01~1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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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病患對 CT/MRI 檢查資源共享之認知

與態度----以臺中縣區域級醫院為例 
主持人 

99.05.01~ 

100.04.30 

中區醫療區域管理委員

會 

臺中市、縣合併后重新劃分醫療次區域

資源計畫 
協同主持人 

99.01.01~ 

99.12.31 

賢德醫院 
醫療照護機構看護人員健康及工作危

害因子之相關性研究 
主持人 97.08.01~ 98.07.31 

教育部 

中臺科技大學 97年度發展學校重點特

色專案補助計畫—子計畫四「銀髮族活

化身心機能運動實習室」 

子計畫共同

主持人 
97.08.01~ 98.07.31 

大里仁愛綜合醫院 
臺中縣大里市社區民眾就醫重視度與

滿意度之研究 
主持人 

95.12.15~ 

96.12.14 

仁愛綜合醫院 
中部教學醫院麻醉科及急診醫護人員

對病人安全文化認知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95.12.15~ 

96.12.14 



清泉醫院 
急診室護理人員幽默感與工作壓力之

研究 
主持人 95.12.15~ 96.12.14 

中臺科技大學 
某教學醫院不動桿菌感染來源與分佈

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95.01.01~ 

95.12.31 

中臺科技大學 
校園化學品危害認知度研究（整合型研

究計畫） 

子計畫主持

人 

95.01.01~ 

95.12.31 

澄清綜合醫院 醫院危害物通識能力之調查研究 主持人 
94.08.01~ 

95.07.31 

清泉醫院 
中台灣醫療機構環境中退伍軍人菌之

研究 
協同主持人 

94.08.01~ 

95.07.31 

清濱醫院 
台灣地區醫療機構室內空氣中生物氣

膠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93.08.01~ 

94.07.31 

賢德醫院、清泉醫院 
中部地區醫院臨床新進護理人員之員

工特徵、激勵偏好與其離職傾向之研究 
主持人 

93.08.01~ 

94.07.31 

童綜合醫院教育部 
童綜合醫院臨床新進護理人員留任意

願研習計畫 
主持人 

93.04.01~ 

93.12.31 

大里仁愛綜合醫院 
大里地區居民就醫行為、態度及醫療需

求調查 
協同主持人 

92.08.01~ 

92.12.31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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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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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復健醫學會雜誌 (校

稿準備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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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ng LL, Huang CT, 

Chen ML, Mao IF 
2010 

The Effects of Profuse Sweating 

Induced by Exercise on Urinary 

Uric Acid Excretion in a Hot 

Environ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2010，53(4)，

254- 261。(SCI) 

黃麗玲、黃建財、蔡靜嫺 2007 
急重症護理人員職場壓力與幽默

感之研究 

臺灣健康照護產業管理論

壇。2007，1(3)，1-21 

黃麗玲、蘇德勝 2007 

醫院員工對化學危害物認知之研

究-建構安全就醫與職場環境之

先驅性研究 

醫藥產業管理與教育論

叢，2007，1(3)，63-79 



蘇德勝、張益國、許益源、

林芳貞、黃麗玲 
2007 

大專學生對校園化學品危害認知

及學習評量之調查研究-以臺中

某科大為例 

中臺學報，2007，19(2) 

黃麗玲、毛義方、陳美蓮、

黃建財 
2006 某教學醫院室內空氣之微生物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2006，25(4)，

315-322(TSSCI)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2005 痛風與高尿酸血症的認知與管理 輔仁醫學期刊，3(1)，25-32 

黃麗玲、黃建財、林川雄、

廖龍泉 
2004 生物氣膠暴露與健康影響 中台學報，16(2)，99-113 

黃麗玲、葉德豐、黃建財 2004 
台中縣機構式照護服務品質之探

討 
中台學報，16(1)，185-208 

馮兆康、李中一、周秋滿、

黃麗玲 
2003 

長期照護機構照護人員壓力與社

會支持支橫斷性研究 
輔仁醫學期刊，1(1)，35-46 

王俊文、柯瑞芬、劉紫娟、

黃麗玲、林川雄、葉德豐 
2003 

大台中地區基層醫師委託檢驗機

構代檢需求與相關因素之研究 

醫護科技學刊，5(3)，

228-242 

黃建財、陳美蓮、毛義方、

黃麗玲 
2002 

Uric Acid and Urea in Human 

Sweat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45(3)，

109-115（SCI） 

黃建財、蔡崇弘、馮兆康、

黃麗玲 
2001 

台中和平鄉原住民老人血清尿酸

濃度相關因子之研究 

公共衛生雜誌，27(4), 

277-285 

黃建財、黃麗玲、劉青山 2000 
宜蘭東岳社區痛風患者飲食習慣

與行為特性調查 

中華營養學會雜誌，

25(1)，62-72 

黃麗玲、黃建財、馮兆康 2000 環境管理系統於醫療界之應用 
公共衛生雜誌，27(1)，

63-73 

【研討會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江佛恩、黃麗玲 2012 
隱藏性肥胖及其相關因素

之探討 

2012 年國防管理暨 SPSS 軟體應

用研討會， 2012/6/15 。 

陳宜貞、曾茹郁、林瑋哲、

陳羽楦、劉育昇、雷馥瑄、

黃建財、黃麗玲 

2012 
大學生網路成癮與肥胖之

相關性研究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第二名) 

黃頌揚、黃建財、潘錫光、

黃麗玲 
2012 

SNOMED CT 應用於醫療

機構之研究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 

黃薇瑄、劉彩娥、葉德豐、

李明輝、黃麗玲 
2012 

護理人員超時工作與疲勞

之相關性分析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 

江佛恩、葉德豐、劉紘志、

黃麗玲 
2012 

隱藏性肥胖與代謝症候群

之探討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佳作) 

劉泰程、黃建財、劉家成、

廖英如、徐淨枝、黃麗玲 
2012 

應用 RFMEA提高電腦斷層

檢查作業安全性之研究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佳作) 

黃麗玲、鐘詩婷、黃尹瀅、

陳佳琳、陳妍蓉、吳嘉淳 
2012 

教育訓練介入對照顧服務

員病人安全照護認知之比

較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 

黃瑋婷、葉德豐、黃麗玲、

張育嘉、林川雄、黃建財 
 2012 

病人特性與醫院特性對同

一組 DRG住院天數與醫療

費用影響力之比較─以單

純性肺炎及胸(肋)膜炎為例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 

陳玲守、葉德豐、張育嘉、

陳呈旭、黃麗玲、林川雄 
2012 

中部某教學醫院血液透析

病人健康生活促進型態之

探討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 

林昱璇、葉德豐、洪維德、

李慈心、黃麗玲、張育嘉 
2012 

台灣地區特殊需求牙科門

診之醫療耗用分析 

2012兩岸健康產業管理創新與展

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

會， 2012/5/26 。 

黃頌揚、黃建財、潘錫光、

黃麗玲 
2012 

SNOMED CT 應用於醫療

機構之研究 

2012年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

學術研討會暨論文發表會，臺中

市，2012/05/05 。 

陳宜貞、曾茹郁、林瑋哲、

陳羽楦、劉育昇、雷馥瑄、

黃麗玲 

2012 
大學生網路成癮與肥胖之

相關性研究 

2012年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

學術研討會暨論文發表會，臺中

市，2012/05/05 。  

黃麗玲、鐘詩婷、黃尹瀅、

陳佳琳、陳妍蓉、吳嘉淳 
2012 

教育訓練介入對照顧服務

員病人安全照護認知之比

較 

2012年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

學術研討會暨論文發表

會， 2012/05/05 。 

劉泰程、黃麗玲 2012 
 以 Checklist 提昇電腦斷層

檢查之安全性初步探討 

海峽兩岸醫院院長論壇 2012 醫

院管理的創新與挑

戰， 2012/4/27 。 

黃麗玲、黃建財、葉德豐 2011  中台灣醫院供水環境中退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伍軍人菌之分佈 學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全促進學會 2011 年年

會， 2011/10/15 -16。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黃建財、林川雄 
 2011 

影響病人對基層醫師信任

之相關因素研究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學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全促進學會 2011 年年

會， 2011/10/15 -16。 

沈素華、葉德豐、王勝廣、

吳信國、黃麗玲、張育嘉 
2011 

國軍醫院軍民就醫選擇因

素、滿意度及忠誠度之比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學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全促進學會 2011 年年

會， 2011/10/15 -16。 

雷崇言、葉德豐、張育嘉、

黃麗玲、邱國樑、李懋華 
2011 

 宗教對就醫選擇之影響-中

部兩家醫院之比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學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全促進學會 2011 年年

會， 2011/10/15 -16。 

蔡亞呈、黃麗玲 2011 

醫院員工使用網路人力銀

行之任務科技配適度研究-

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2011 年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

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

術研討會，2011/05/20 -21。 

朱春樺、黃麗玲 2011 
照顧服務員職業壓力與健

康之探討 

2011 年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

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

術研討會，2011/05/20 -21。 

謝玟蕙、辜靖淑、梁芳瑜、

蔡琬羽、王佩璇、林珊渝、

黃麗玲 

2011 

民眾對醫療影像交換政策

之認知與態度-以台中某區

域教學醫院為例 

2011 年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

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

術研討會，2011/05/20 -21。 

熊婉婷、張佳萱、簡郁心、

雷伊婷、蔡映瀅、葉蒔吟、

黃麗玲 

2011 
霍桑效應對護理人員洗手

遵從率之影響 

2011 年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

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

術研討會，2011/05/20 -21。 

葉德豐、林家瑜、張育嘉、

黃建財、黃麗玲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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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

流行病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

防與安全促進學會聯合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

2010/10/2 - 2010/10/3 。 

黃麗玲、林徽伶、葉德豐 2010 
以 SERVQUAL與 IPA 探討

牙醫服務品質 

2010健康照護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7/15 - 2010/7/16 。 

黃建財、黃靖媛、黃麗玲、

林川雄 
2010 

民眾對機構式芳香療法的

使用傾向與行為之研究 

2010 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

會，2010/06/02 。 

魏名洋、黃隆偉、陳攸玫、

鄧振盛、劉子暘、洪芷妤、

趙純玲、施珮琳、黃麗玲 

2010 

臺中縣某區域醫院就醫民

眾對 CT/MRI 資源共享試辦

計劃之認知與需求調查 

2010中臺醫務管理學術研討暨論

文發表會， 2010/05/01 。(通訊作

者) 



林怡 君、洪銘遠、梅錥欣、

蔡惠菁、吳翠珊、許家瑋、

許書裴、黃麗玲 

2010 

全民健保特定檢查資源共

享試辦計劃成效評估---以

中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2010中臺醫務管理學術研討暨論

文發表會， 2010/05/01 。(通訊作

者) 

朱春樺、李佩珊、蔡承旻、

黃麗玲 
2009 

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員壓力

與職業健康之探討。 

2010中臺醫務管理學術研討暨論

文發表會， 2010/05/01 。(通訊作

者)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林川雄、黃建財 
2009 

社區民眾對牙醫診療服務

之選擇因素研究—以台中

縣太平市為例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2009年 E化

社會與健康學術研討

會」， 2009/12/5 -2009/12/6 。 

林川雄、葉德豐、黃麗玲、

黃建財 
2009 

台中地區住民家屬選擇長

期照護機構之因素探討 

2009銀髮族全人健康照顧管理學

術研討會暨成果發表觀摩

會， 2009/11/25 。 

葉德豐、杜淑敏、蔡瑟純、

黃建財、林川雄、黃麗玲 
2009 

公立醫院醫師對台灣版診

斷關係群之知識與認知 

2008醫療品質學術研討

會， 2009/6/03。 

葉德豐、黃建財、黃麗玲、

林川雄 
2009 

大學生對牙醫服務之就醫

選擇因素—以中部某大學

為例。 

2009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2009/6/3 。 

林川雄、詹廖明義、黃麗

玲、黃建財 
2009 

溫泉浴療對退化性膝關節

炎患者影響之研究。 

2009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中臺科技大學管理學臺

中， 2009/06/03。 

黃麗玲、黃建財、毛義方 2008 
長照機構中退伍軍人菌之

來源與分佈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暨台灣流行病

學學會 2008 年年會，台灣公共衛

生學會，2008/10/04 -10/05，台北

市。 

黃建財、黃麗玲、詹廖明

義、王佳敏 
2008 

中部地區急診醫護人員對

病人安全文化態度與行為

之研究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暨台灣流行病

學學會 2008 年年會，台灣公共衛

生學會，2008/10/04 -10/05，台北

市。 

葉德豐、杜淑敏、蔡瑟純、

黃建財、林川雄、黃麗玲 
2008 

公立醫院醫師對台灣版診

斷關係群之知識與認知 

2008醫療品質學術研討會，社團

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

會， 2008/09/12-09/13，高雄市。 

Li-Ling Huang, Mei-Lien 

Chen, Chien-Tsai Huang and 

I-Fang Mao 

2008 

The 

Legionella pneumophila in 

the Environment of Hospitals 

and Susceptible Inpatients. 

The 41st Annual SER Meeting，

Society for Epidemiologic 

Research, Chicago, Illinois, USA 

黃麗玲、葉德豐、黃建財、

詹廖明義 
2007 

臺中縣大里市社區民眾就

醫重視度與滿意度之研究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2007 年基

因、環境、社會--公共衛生觀點

學術研討會"，臺灣公共衛生學

會， 2007/10/6-10/7，台中市。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2007 
中臺灣醫療機構環境中退

伍軍人菌之研究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2007 年基

因、環境、社會--公共衛生觀點

學術研討會"，臺灣公共衛生學

會， 2007/10/6-10/7，台中市。 

蘇德勝、張益國、許益源、

林芳貞、黃麗玲 
2007 

大專學生對校園化學品危

害認知及學習評量之調查

研究-以臺中某科大為例 

2007年工業衛生暨環境職業醫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勞委會、職業

醫學會等，2007/4/21 -22，高雄

市。 

黃麗玲、蘇德勝 2006 

醫院員工對化學危害物認

知之研究----建構安全就醫

與職場環境之先驅性研究 

2006醫管專題論文發表與台中市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

討會，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會， 2006/5/6 ，台中市。 

黃麗玲 2004 

童綜合醫院臨床護理人員

激勵與留任關係研習計畫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發

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93年度計畫執行報告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

點特色專案計畫 93年度計畫執

行報告，2004/11/15 ，台中市。 

黃麗玲、黃建財、葉德豐 2003 

我國國小教師對流浪犬管

理及其環境教育相關問題

之認知、態度與行為的研究

-以中部四縣市為例 

中台醫護學院第四屆創辦人講

座，中台創辦人講座，387~388，

台中市。 

黃麗玲、黃建財、林川雄 2003 

The Effects of Profuse 

Sweating induced by 

Exercise on Urinary Uric 

Acid Excretion 

中台醫護學院第四屆創辦人講座

論文發表（英文），中台創辦人

講座，246~261，台中市。 

 

【學位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學 位 名 稱 

黃麗玲 2010 醫院空氣致病菌和退伍軍人菌之環境分佈與感染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

研究所博士論文 

黃麗玲 1990 責任中心制度應用於綜合醫院之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