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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共衛生聯合年會節目議程表
日期：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會場 第二會場 第三會場
會場
(教201
(教202
(教第四
演講廳) 國際會議廳) 會議室)

08:00-08:45
08:45-10:15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第五會場
(教第二
會議室)

第六會場
(教511
教室)

第七會場
(博112
教室)

第八會場
(博115
教室)

第九會場
(綜301
會議室)

第十會場 第十一會場
(綜508
(綜202
會議室)
演藝廳)

報到地點：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1樓(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公衛實習
論壇一

10:15-10:30
公衛實習
論壇二
10:30-12:00

12:00-13:30

第四會場
(教第一
會議室)

大數據時代 防疫衛教 公共衛生 後防疫時代 新冠病毒 長期追蹤 因應新興 國民營養
的統計分析 宣導與
政策倫理 之健康服務 全球流行的 資料下的 傳染病之 健康狀況
與應用 新媒體經營 議題分析 創新設計 因應之道 多重中介與 對策與安全 變遷調查
決策分析
促進(一)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
09:30-12:00
健保學會 大數據時代
精準
流行病學與 健康服務 疫後心生： 聯新世代 因應新興傳 自動化
癌症登記
專題論壇 的流病追蹤 公共衛生 感染醫學 創新落實 心理危害與 研究平台： 染病之對策 原死因選擇
學會
研究
專題論壇
分享
污名烙印 社區長期 與安全促進 系統改版對 專題論壇
追蹤之
(二)
死因別
跨領域研究
死亡率之
影響

午 餐

12:30-13:20 12:30-13:20 12:30-13:20 12:30-13:20
健保學會 流病學會 臺大校友會 公衛學會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16點
理監事
改選開票)

12:00-13:20
安全促進
學會
會員大會

13:30-14:45

大會開幕與頒獎(校總區禮堂：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14:45-15:0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

主題演講「因應新興傳染病的公共衛生思維與對策」(校總區禮堂：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子題一： 台灣COVID-19防治作為與成效：台灣模式的特性
主講人：陳建仁院士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獎 項： 頒發『公共衛生特殊貢獻獎』
15:00-17:30
子題二： 因應新興傳染病的公共衛生思維與對策—從公衛師出發
主講人：陳時中部長 (衛生福利部)
子題三： 防疫新生活健康行為監測研究計畫實務論壇
主講人：全臺公衛系所
17:30-19:30

時間

第一會場
(教201
演講廳)

08:00-08:45
08:45-10:15

12:30-13:30
癌登學會
會員大會

癌症登記
學會
專題論壇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綜合大樓B1百富一品饌餐廳)

日期：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
會場

癌症登記
學會
專題論壇

第二會場
(教202
國際會議廳)

第三會場
(教第四
會議室)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第四會場
(教第一
會議室)

第五會場
(教第二
會議室)

第十二會場
(教310教室)

第十三會場
(教312教室)

第十四會場
(教315教室)

報到地點：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1樓(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專題論壇
公衛師教、考、
用之實務與
前瞻(一)

專題論壇
以理論為導向
探討年輕族群之
健康 危險行為

專題論壇
健康識能
專題論壇

專題論壇
臺灣人體生物
偵測於新興
污染物對人體
健康之評估

專題論壇
臺灣剖腹產與
嬰幼兒健康：
現況、問題與
對策

10:15-10:30
專題論壇
公衛師教、考、
用之實務與
10:30-12:00
前瞻(二)

一般論文
環境衛生與
職業醫學(一)

一般論文
衛生教育與
行為科學(一)

一般論文
流行病學與
預防醫學(一)

一般論文
衛生政策與
醫務管理(一)

一般論文
衛生教育與
行為科學(二)

一般論文
流行病學與
預防醫學(二)

一般論文
衛生政策與
醫務管理(二)

茶敘、得獎海報論文展
專題論壇
健保學會
專題論壇

一般論文
環境衛生與
職業醫學(二)

大會主題報告
時間：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校總區禮堂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主題報告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校總區禮堂

13:30-13:55 主席致詞：陳保中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沈志陽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簡戊鑑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李明陽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鄭守夏 (台灣健康保險學會理事長)
13:55-14:15 貴賓致詞：
張博雅 (監察院前院長)
吳正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
吳玉琴 (立法委員)
林奕華 (立法委員)
蔡壁如 (立法委員)
陳椒華 (立法委員)
14:15-14:30 大會拍照
14:30-14:45 頒發陳拱北公共衛生優秀論文獎、公共衛生學會研究生論文獎、流行病學會研究生論
文獎、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力測驗及格證書
14:45-15:00 茶敘

大會主題「因應新興傳染病的公共衛生思維與對策」
演講與討論
15:00-15:10 引言人：陳保中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15:10-15:55 子題一：台灣COVID-19防治作為與成效：台灣模式的特性
主講人：陳建仁院士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15:55-16:00 頒發『公共衛生特殊貢獻獎』
16:00-16:40 子題二：因應新興傳染病的公共衛生思維與對策—從公衛師出發
主講人：陳時中部長 (衛生福利部)
16:40-17:30 子題三：防疫新生活健康行為監測研究計畫實務論壇
主講人：全臺公衛系
17:30-19:30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
地點：綜合大樓B1百富一品饌餐廳

2

會場平面圖

3

會 場
第 一 會 場
第 二 會 場
第 三 會 場
第 四 會 場
第 五 會 場
第 六 會 場
第 七 會 場
第 八 會 場
第 九 會 場
第 十 會 場
第十一會場
第十二會場
第十三會場
第十四會場

4

地 點
教育大樓2樓201演講廳
教育大樓2樓202國際會議廳
教育大樓2樓第四會議室
教育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教育大樓3樓第二會議室
教育大樓5樓511教室
博愛樓1樓112教室
博愛樓1樓115教室
綜合大樓3樓301會議室
綜合大樓5樓508會議室
綜合大樓2樓202演藝廳
教育大樓3樓310教室
教育大樓3樓312教室
教育大樓3樓315教室

人 數
220人
120人
30人
70人
30人
50人
40人
40人
50人
60人
300人
48人
48人
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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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實習論壇(一)

六

主題：公共衛生系所實習經驗分享與交流(一)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08:45-09:03
09:03-09:21
09:21-09:39
09:39-09:57
09:57-10:15

地點：教育大樓2樓201演講廳
主持人： 陳永仁(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系主任)
張鳳琴(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系主任)
子題一：北部學校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子題二：北部學校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
子題三：北部學校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子題四：北部學校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子題五：北部學校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公共衛生實習論壇(二)

主題：公共衛生系所實習經驗分享與交流(二)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10:30-10:48
10:48-11:06
11:06-11:24
11:24-11:42
11:42-12:00

地點：教育大樓2樓201演講廳
主持人： 尹立銘(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系主任)
鄭其嘉(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系主任)
子題六：北部學校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子題七：東部學校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子題八：中部學校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子題九：中部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子題十：南部學校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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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題討論

主題：「全民健保論壇」
承辦單位：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二會場

09:30-10:15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11:50-12:00

6

地點：教育大樓2樓202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鄭守夏(台灣健保學會理事長)
郭年真(台灣健保學會秘書長)
COVID-19疫情防治：健保體系之角色與貢獻
李純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長)
探討急性病毒性B、C型肝炎病人與就醫基層院所之傳播鍊相關性：
以疾病管制署資料介接健保資料庫分析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探討頻繁轉院病患之死亡風險與改善策略—以腦中風為例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輕推有效？—提升健保費催繳繳納率之實證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健康存摺系統軟體開發套件(SDK)使用管理相關議題探討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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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六

主題：大數據時代的統計分析與應用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2樓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盧子彬(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08:45-09:15 BD-1 基因體學在東西方人種間的差異應用
盧子彬(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09:15-09:45 BD-2 利用機器學習在功能性腦部影像上進行帕金森氏症分期預測
黃冠華(國立交通大學統計科學學系教授)
09:45-10:15 BD-3 全基因體關聯性研究及次世代定序資料的機率值使用
范盛娟(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教授)

專題討論

主題：大數據時代的流病追蹤研究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2樓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郭柏秀(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
10:30-11:00 BD-4 情緒障礙的基因體與數位表現型資料研究
郭柏秀(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
11:00-11:30 BD-5 氣喘世代健康效應之長期追蹤研究
王姿乃(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11:30-12:00 BD-6 滑世代親子健康與幼兒發展：整合孕產期多元資料追蹤探討
陳怡樺(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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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題討論

主題：防疫衛教宣導與新媒體經營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四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曹凱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關室主任)
08:45-09:15 EM-1 防疫時期行銷策略與成效
曹凱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關室主任)
09:15-09:45 EM-2 假新聞及新媒體爭議訊息澄清回應
彭美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09:45-10:15 EM-3 其他傳染病衛教宣導
蕭之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專題討論

主題：精準公共衛生
承辦單位：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四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廖勇柏(中山醫學大學教授)
10:30-11:00 PP-1 精準公共衛生基於《一體健康構思》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反應
李英雄(中山醫學大學教授)
11:00-11:30 PP-2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lcohol Intolerance and Alcohol
Screening for Precision Oral Cancer Prevention in Taiwan
陳哲宏(史丹佛大學教授)
11:30-12:00 PP-3 The Application of Precision Environmental Health to the 2011 Taiwan Phthalatetainted Children’s Food Scandal
吳明蒼(高雄醫學大學教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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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六

主題：公共衛生政策倫理議題分析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五會場
08:45-09:00
09:00-09:15
09:15-09:30
09:30-09:45
09:45-10:00
10:00-10:15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葉明叡(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PE-1 活躍老化作為一種健康促進的公衛政策介入：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為例
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PE-2 篩檢政策下的個人風險管理：以子宮頸癌篩檢技術為例
王業翰(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政策與法律組博士班)
PE-3 為防止人們因為工作傷亡，政府可以限制我的工作權嗎？
劉曦宸(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系)
PE-4 全民健保的「全民」是誰？兼論納保是人權嗎？
葉明叡(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PE-5 破碎的國際衛生法：回應全球化對公共衛生之影響
李柏翰(國立臺灣大學全球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PE-6 論壇：新興傳染病的公共衛生倫理準備
廖偉翔(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感染醫學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五會場
10:30-10:48
10:48-11:06
11:06-11:24
11:24-11:42
11:42-12:00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陳冠甫(基隆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副教授)
EI-1 流感疾病進程與症狀表現之關係
李金樺、趙家瑜、陳冠甫
EI-2 成人敗血症住院病患之微生物培養陽性相關臨床因子與死亡率：48706人
15年之世代研究
陳佩珊、郭錦輯、蔡秀珍、齊治宇、姜秀穎
EI-3 人類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全基因定序之演化樹標記及臨床嚴重度分析
陳冠甫、趙家瑜、龔于農
EI-4 邊境檢疫在國家COVID-19防治策略的角色
陳怡諠、方啟泰
EI-5 COVID-19爆發對孕婦的心理健康結果：觀察性研究的系統評價
王巧蓁、郭季淳、廖子晴、張偉綸、陳珮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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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題討論

主題：後防疫時代之健康服務創新設計專題討論─
健康服務實務創新演講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六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5樓511教室

主持人：宋同正(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學院院長、台灣服務科學學會理事)
08:45-09:15 HS-1 病毒改變世界，疫後健康大趨勢
賀桂芬(康健雜誌總編輯)
09:15-09:45 HS-2 創新健康服務背後的行為設計
楊振甫(5% Design Action 社會設計平台創辦人)
09:45-10:15 HS-3 健康促進之服務創新
王英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

專題討論

主題：後防疫時代之健康服務創新設計專題討論─
健康服務創新落實分享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六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5樓511教室

主持人：楊振甫(5% Design Action 社會設計平台創辦人)
10:30-11:00 HS-4 乳癌篩檢之使用經驗探討
劉佩玲(臺灣大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11:00-11:30 HS-5 運用設計思考推動均衡飲食
紀凱勻(花蓮縣衛生局營養師)
11:30-12:00 HS-6 在台灣推動健康促進社區藥局的可行性
林香汶(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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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六

主題：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的因應之道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七會場

地點：博愛樓1樓112教室
主持人：金傳春(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08:45-09:07 CP-1
09:07-09:30 CP-2
09:30-09:52 CP-3
09:52-10:15 CP-4

新冠病毒全球延燒對防疫政策的啟示
金傳春(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新冠病毒篩檢之實證與決策
陳世英(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醫師)
台灣防疫太極圖：社區機構防疫動線
顏慕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感染科醫師)
新冠疫苗開發
李敏西(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研究員)

專題討論

主題：疫後「心」生：心理危害與污名烙印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七會場

地點：博愛樓1樓112教室
主持人：李柏翰(國立臺灣大學全球衛生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10:30-10:48 PS-1
10:48-11:06 PS-2
11:06-11:24 PS-3
11:24-11:42 PS-4
11:42-12:00 PS-5

病來襲；毒還在，藥癮使用者的防疫策略
陳伯杰(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毒品危害防制個案管理學會常務理事)
疫情下愛滋感染者的心理衝擊
吳宗泰(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無疆之境-疫情間與病共舞的愛滋感染者
林宜慧、葉珈語(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疾病汙名與影響
史捷安(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COVID-19疫情期間第一線醫療照護服務提供者的心理社會衝擊：職場心理健
康觀點
林明瑋(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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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長期追蹤資料下的多重中介分析與與決策分析—
以慢性阻塞性肺病世代資料與肺氣腫患者之肺減容手術
臨床試驗資料為例
承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八會場
08:45-09:00
09:00-09:15
09:15-09:30
09:30-09:45
09:45-10:00
10:00-10:15

地點：博愛樓1樓115教室
主持人：林聖軒(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LF-1 綜論--長期追蹤資料下的多重因果中介分析之方法學最新發展
林聖軒(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LF-2 長期追蹤資料下隨時間變化的干擾因子控制之困境—以慢性阻塞性肺病世代
資料與肺氣腫患者之肺減容手術臨床試驗資料為例
余聰(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LF-3 可歸因性效應 – 多重中介分析與政策分析
戴安順(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LF-4 多重中介因子下的機制分析–中介效應與交互作用的統合分解
廖樂諠(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LF-5 多重中介分析的估計模型
李承謙(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LF-6 中介模型g-formula在多重中介因子下的方法學發展
褚育誠(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專題討論

主題：聯新世代研究平台—社區長期追蹤之跨領域研究
承辦單位：聯新國際醫院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八會場
10:30-10:48
10:48-11:06
11:06-11:24
11:24-11:42
11:4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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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博愛樓1樓115教室
主持人：徐慧娟(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CL-1 台灣成人於社區健康篩檢的參與情形—9年的長期分析結果
張釘桓(聯新國際醫院專員)
CL-2 中老年民眾腎臟功能異常進展因素之長期追蹤研究
謝泉發(聯新國際醫院特助)
CL-3 慢性疾病發展之臨床前期風險因子探討—以聯新世代研究為例
張釘桓(聯新國際醫院專員)
CL-4 慢性病共病基因研究—以桃園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蕭景鴻(國立中央大學博士)
CL-5 開發以血中微型RNA做為預測三年內患得急性冠心症(ACS)的疾病指標
林楨桓(國立中央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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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六

主題：因應新興傳染病之對策與安全促進(一)
承辦單位：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九會場

地點：綜合大樓3樓301會議室

時 間
主
題
主持人
08:30-08:45 報到
秘書處
08:45-08:50 開幕致詞
簡戊鑑理事長
08:50-09:03 Covid-19大流行對傷害問題的影響與因應策略
白璐常務監事
白璐(台灣社區安全推廣中心)
09:03-09:16 疫情期間報復性旅遊是否提高事故傷害發生率？
呂宗學(成功大學)
09:16-09:29 精神科醫師應對災難之準備：新冠流行期之即時研究
曾念生(三軍總醫院)
09:29-09:42 COVID-19與後疫新生活之研究：社群、媒體之大數據及網絡分析
華樹華(國民健康署)
09:42-09:55 當新冠病毒遇見失智
陳美珍(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09:55-10:08 社區疫情安全探討
柯崑城(台南金華社區)
10:08-10:15 綜合討論
主持人及與會講者
10:15-10:3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

一般論文

主題：因應新興傳染病之對策與安全促進(二)
承辦單位：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九會場

地點：綜合大樓3樓301會議室

時 間
主
題
主持人
10:30-10:32 一般論文(安全促進組)口頭報告
卓妙如常務理事
10:32-10:54 SP-1 社區長者身、心、社會衰弱指標與跌倒及恐懼跌倒關係
李宗翰、陳端容
10:54-11:16 SP-2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推估—使用醫院端即時數據之研究
林樹基、邱文達、林大煜、曾平毅、白志偉
11:16-11:38 SP-3 營造業工程師健檢資料分析、代謝症候群研究及職業危險因子暴露分析
唐子翔、程金龍
11:38-12:00 SP-4 精神病史、精神科會診與重複自殺之關聯
鍾其祥、黃韵捷、簡戊鑑
12:00-12:30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會員大會
簡戊鑑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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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承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十會場
08:45-09:03
09:03-09:21
09:21-09:39
09:39-09:57
09:57-10:15

地點：綜合大樓5樓508會議室
主持人：潘文涵(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NH-1 慢性腎臟病於認知功能和生活品質的變化：社區老人研究
林聖峰(亞東紀念醫院神經醫學部醫師)
NH-2 台灣地區成年人鈉、鉀攝取與血壓之探討
董家堯(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助理教授)
NH-3 國人鈉攝取量與食物來源：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2014-2017
洪淑怡(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NH-4 台灣人群中近似EAT-Lancet plant-based diet樣態的飲食描述、營養適切性、
以及修正方向探討
張柏晨(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NH-5 中老年人飲食模式及生活型態因子與代謝症候群危險性
謝紫瑄(中山醫學大學營養系)

專題討論

主題：自動化原死因選擇系統改版對死因別死亡率之影響
承辦單位：成大健康資料加值應用研究中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十會場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11:50-12:00

14

地點：綜合大樓5樓508會議室
主持人：呂宗學(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AD-1 什麼是原死因選擇指引與決策表？
呂宗學(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AD-2 自動化原死因選擇系統改版對主要死因排序之影響？
李懿珍(成大健康資料加值應用研究中心)
AD-3 自動化原死因選擇系統改版對癌症死亡數之影響
林白凰(成大健康資料加值應用研究中心)
AD-4 自動化原死因選擇系統改版的可比性比值
梁富文(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
林先和(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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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壇

六

主題：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專題論壇
承辦單位：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十一會場

地點：綜合大樓2樓202演藝廳

時 間
主
題
09:00-09:20 開幕致詞
09:20-10:50 世界在變化 我們迎風破浪 繼往開來—學會服務與癌登職場夥伴關係
10:00-10:45 2020年癌症登記編碼規則改變
李佳玲(臺中榮民總醫院師資)
10:45-11:00 休息
11:00-11:40 精準醫學—次世代定序對癌症診斷與治療的影響
饒坤銘(義大癌治療醫院副院長)
11:40-12:20 細胞治療
白禮源(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
12:20-13:30 午餐時間(第五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學術海報展覽)
13:30-14:20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各10分鐘)
各委員會主委
14:20-14:50 癌症登記資料申報品質與完整性評估—病歷再閱與延遲申報
江濬如(台灣癌症登記中心博士)
14:50-15:10 應用人工智慧邁向癌症登記資料庫2.0
王英偉(國民健康署署長)
15:10-15:20 恭請 王署長英偉博士代表本會頒發學術海報比賽得獎獎項並合影
15:20-15:50 休息(請各海報作者至海報展示處與會員分享討論)
15:50-16:02 本屆得獎學術海報分享-1
作者群代表
16:02-16:16 本屆得獎學術海報分享-2
作者群代表
16:16-16:28 本屆得獎學術海報分享-3
作者群代表
16:28-16:40 本屆得獎學術海報分享-4
作者群代表
16:40-16:52 本屆得獎學術海報分享-5
作者群代表
16:52
散會

主持人
李明陽理事長
李明陽理事長
張廷彰理事

裴松南理事
李明陽理事長

李明陽理事長
蕭正英理事
李明陽理事長

裴松南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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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屆年會相關學會及其會員大會時程

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2樓第四會議室

12:30-13:20 台灣健康保險學會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鄭守夏(台灣健康保險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郭年真(台灣健康保險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鄭守夏(台灣健康保險學會理事長)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四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12:30-13:20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沈志陽(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周子傑(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沈志陽(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五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二會議室

12:30-13:20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邱弘毅(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王瑋寧(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秘書)
提案討論 邱弘毅(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理事長)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六會場
12:30-13:20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陳保中(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林先和(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陳保中(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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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教育大樓5樓511教室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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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九會場

地點：綜合大樓3樓301會議室

12:00-13:20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簡戊鑑(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鍾其祥(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簡戊鑑(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十一會場

地點：綜合大樓2樓202演藝廳

12:20-13:30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李明陽(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李明陽(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提案討論 李明陽(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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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專題討論

主題：公衛師教、考、用之實務與前瞻(一)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一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2樓201演講廳

主持人： 胡益進(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蘇遂龍(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08:45-09:30 胡淑貞(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09:30-10:15 張耀懋(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專題討論

主題：公衛師教、考、用之實務與前瞻(二)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一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2樓201演講廳

主持人： 胡益進(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蘇遂龍(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10:30-11:00 國健署—賈淑麗副署長
11:00-11:30 疾管署—莊人祥副署長
11:30-12:00 醫事司—劉越萍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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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日

主題：「全民健保論壇」
承辦單位：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教育大樓2樓202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鄭守夏(台灣健保學會理事長)
10:30-11:00 特別演講：全民健保財務政策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
11:00-12:00 健保財務與費率調整座談會
與談人：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
楊志良(台灣健保學會榮譽理事長)
蔡淑玲(中央健保署副署長)

19

10 / 18

日

專題討論

主題：以理論為導向探討年輕族群之健康／危險行為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08:45-09:08
09:08-09:30
09:30-09:53
09:53-10:15

地點：教育大樓2樓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 黃俊豪(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TY-1 非異性戀年輕男性之心理社會因素加乘作用與無套性交之關係
蘇柏文、黃俊豪
TY-2 Exploring the Intention to Use HIV Blood Self-Testing among 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aiwan from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Perspective
Yi-Ting Ho, Jiun-Hau Huang
TY-3 以計劃行為理論探討高中女校學生之戴套意圖：檢視性取向與性別氣質之調
節作用
李佩璇、黃俊豪
TY-4 以計劃行為理論探討台灣大學生每週飲用含糖手搖飲料之意圖與相關因素
郭舫岑、黃俊豪

專題討論

主題：臺灣人體生物偵測於新興污染物對人體健康之評估
承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10:30-10:45
10:45-11:00
11:00-11:15
11:15-11:30
11:30-11:45
11:4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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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教育大樓2樓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 黃柏菁(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BN-1 臺灣孕婦塑化劑暴露與氮氧化壓力之相關性研究
Alex Waits(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BN-2 臺灣塑化劑事件受影響兒童體內塑化劑暴露對其甲狀腺及生長荷爾蒙恆定之
特徵：世代追蹤研究
廖凱威(臺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助理教授)
BN-3 臺灣無第2型糖尿病民眾暴露塑化劑之早期腎功能損傷風險評估
張榮偉(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助理教授)
BN-4 塑化劑暴露對攝護腺腫大影響之研究：生殖荷爾蒙及氧化壓力之中介調節效應
張偉翔(成功大學食品安全暨風險管理所助理教授)
BN-5 塑化劑暴露經由胰島素阻抗影響代謝症候群之中介研究
黃翰斌(國防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BN-6 臺灣成人塑化劑暴露經由氮氧化壓力影響甲狀腺素調控之中介研究
黃柏菁(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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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日

主題：健康識能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08:45-09:08
09:08-09:30
09:30-09:53
09:53-10:15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石曜堂(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榮譽教授)
王英偉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
HA-1 方興未艾的全球健康識能行動浪潮
林季緯(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部長)
HA-2 臺灣健康識能行動綱領
張美娟(慈濟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HA-3 健康識能機構推展的臺灣經驗
魏米秀(慈濟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HA-4 推動健康識能之資源整合
王英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

專題討論

主題：臺灣剖腹產與嬰幼兒健康：現況、問題與對策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10:30-10:53
10:53-11:15
11:15-11:38
11:38-12:00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林秀娟(奇美醫院教授)
CS-1 臺灣剖腹生產的趨勢與國際比較
林宇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監測研究及健康教育組組長)
CS-2 誰是剖腹產兒童？誰提供剖腹產服務？
江宛霖(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CS-3 剖腹產兒童是不是比較不健康？
陳進典(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教授)
綜合討論：臺灣降低剖腹產率的努力與方向
江東亮教授、國健署婦幼組、健保署、醫事司、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台灣兒科醫學會、台灣醫院協會

21

10 / 18

日

一般論文

主題：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五會場

08:45-09:00
09:00-09:15
09:15-09:30
09:30-09:45
09:45-10:00
10:00-10:15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 蔡坤憲(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曾治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O-1 環境條件與季節變化對室內環境中有機磷耐燃劑分布之影響探討
揭佳蕙、劉于瑄、張偉翔、李俊璋
EO-2 孕婦產前暴露甲狀腺干擾物質對新生兒生長發育影響之探討
蔡雅軒、張毓文、張偉翔、吳孟興、李俊璋
EO-3 防腐劑與孩童神經發展
董家蓉、吳宗達、蔡孟珊、林靜君、陳美惠、陳保中
EO-4 結合土地利用迴歸與機械學習演算法發展二氧化氮之高時空解析度推估模型
翁佩詒、蘇慧貞、蕭雅萍、黃仁暐、張智安、吳治達、John D. Spengler
EO-5 花蓮地區伴侶動物外寄生蟲貓蚤(Ctenocephalides felis)媒介立克次體
(Rickettsia) 與巴東氏菌(Bartonella)之分子檢驗
林子玲、楊謹華、曾俊傑、蔡坤憲
EO-6 應用三段四極柱串聯式質譜儀分析受茲卡病毒感染之白線斑蚊細胞C6/36其含
磷酸膽鹼脂質組成研究
鄭雅之、林靖愉、蔡坤憲

一般論文

主題：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五會場

10:30-10:45
10:45-11:00
11:00-11:15
11:15-11:30
11:30-11:45
11:45-12:00

22

地點：教育大樓3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 張大元(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教授)
李婉甄(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O-7 Changes in Air Quality near International Taoyuan Airpor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VID-19 Control Measures
Tuan Hung Ngo, Alexander Waits
EO-8 綠地結構與台灣的躁鬱症發生率之間是否有關聯性？
張皓庭、吳治達、王榮德、陳柏熹、蘇慧貞
EO-9 Association of the Greennes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A Global Ecological Analysis
Aji Kusumaning Asri, Chia-Pin Yu, Wen-Chi Pan, Yue Leon Guo, Huey-Jen Su,
Shih-Chun Candice LungC, Chih-Da Wu, John D. Spengler
EO-10 中部科學園區周遭居民揮發性有機物之暴露及健康風險評估：15年追蹤調查
研究
慶庭君、鄭婕安、張大元
EO-11 中台灣某大專院校室內空氣品質之揮發性有機物暴露與健康風險評估
鄭婕安、慶庭君、張大元
EO-12 大臺中地區道路交通噪音及懸浮微粒暴露與憂鬱症盛行率之相關性
林佳儀、張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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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日

主題：衛生教育與行為科學(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十二會場

08:45-09:05
09:05-09:25
09:25-09:45
09:45-10:05
10:05-10:15

地點：教育大樓3樓310教室

主持人： 陳怡樺(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莊媖智(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HE-1 雙親孕產期憂鬱及幸福感與幼兒健康行為之關係：長期追蹤型研究探討
陳怡樺、黃主惠、楊舜閔
HE-2 設計思考與巧推大學生營養飲食行為 - 思考疫情下的行為設計
汪曼穎、陳雅嘉、郭薏新、王怡人、王英偉
HE-3 健康促進學校增進學生健康素養與健康行為
邱秋蟬、劉潔心、張鳳琴、牛玉珍、莊雯惠
HE-4 國中學生網路遊戲數位行銷暴露、素養與風險行為調查研究
張鳳琴、鄭聖儒、陳文宇
綜合討論

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教育與行為科學(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十二會場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11:50-12:00

地點：教育大樓3樓310教室

主持人： 黃俊豪(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陸玓玲(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HE-5 運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臺灣成人若以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檢測潛伏結核感染
結果為陽性時之就醫意圖
何宜帆、黃俊豪
HE-6 以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比較台灣之男女中學教師達到身體活動建議量之行為
意圖與相關因素
廖靈昱、黃俊豪
HE-7 2015年至2016年台灣青少年性行為之探討
蕭永軒、鄭柏禹、李佩儒、史麗珠
HE-8 我國高中職學生性知識、性態度、性行為與學校性教育成效研究
鄭其嘉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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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十三會場

08:45-09:00
09:00-09:15
09:15-09:30
09:30-09:45
09:45-10:00
10:00-10:15

地點：教育大樓3樓312教室

主持人： 林明薇(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林嶔(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P-1 第26屆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公共衛生優秀論文獎—陳拱北教授紀念獎論文得獎者
EP-2 混抽訓練法與投影詞映射模型於病歷分類之研究
羅宇昇、林嶔
EP-3 長期細懸浮微粒暴露與骨鬆性骨折之相關性研究
Yu-Ting Lin, Yung-Cheng Chiu, Chin-Chi Kuo
EP-4 不同口服抗凝血劑與骨折風險之關係：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黃暉凱、彭瓊慧、林書蔓、杜裕康
EP-5 台灣第二型糖尿病併發症模型內在與外在效度驗證
林明彥、劉佳鑫、黃子洋、吳秉勳、邱怡文
EP-6 健康生活分數對於心血管疾病的保護作用：台灣具代表性的研究
蔡明潔、葉姿麟、許馨尹、徐麗茵、簡國龍

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十三會場

10:30-10:45
10:45-11:00
11:00-11:15
11:15-11:30
11:30-11:45
11:4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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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教育大樓3樓312教室

主持人： 張書森(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呂瑾立(國立中興大學食品安全研究所助理教授)
EP-7 Evaluating network meta-analysis and inconsistency using arm- parameterized
model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ing-Chieh Shih, Yu-Kang Tu
EP-8 台北市之自殺行為時空熱區分析
Fang-Wen Lu, Chia-Yueh Hsu, Chien-Yu Lin, Shu-Sen Chang
EP-9 懷孕期間暴露PM2.5對兒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影響
張雅筑、黃彬芳
EP-10 台灣2018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中毒品使用盛行率：毒飲料包的興起與搖頭丸
的重起
吳上奇、蕭伯璋、陳亮妤、丁德天、陳為堅
EP-11 台灣國中生自殺企圖率和危險因子之探討
鄭柏禹、李佩儒、史麗珠
EP-12 蛋白質補充對老人預防及改善肌少症的效果：隨機分派試驗之系統性文獻回
顧及統合分析
涂蒂雅、高法民、蔡世澤、董道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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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日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十四會場

08:45-09:00
09:00-09:15
09:15-09:30
09:30-09:45
09:45-10:00
10:00-10:15

地點：教育大樓3樓315教室

主持人： 周穎政(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張育嘉(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HP-1 校園慢性病防治及個案管理模式介入成效探討
陳筱瑀、王英偉、賈淑麗、吳建遠、李惠蘭
HP-2 疑似失智者遭財務濫用的風險：臨櫃行員的調查研究
黃乙芹、廖翊涵、古鯉榕
HP-3 COVID-19對台灣公費預防保健服務利用情形之影響
謝佩君、林鈺軒、李嘉慧、賈培娟、李怡瑩
HP-4 新北巿兩處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健康促進之現況與困境
楊淑惠、郭憲文、羅秀華、陳凱倫
HP-5 校園紅外線熱影像儀執行體溫監測使用分析探討
謝向棠、梁宜芬
HP-6 因應新興傳染病之全民健康保險創新遠距教學實踐
劉慧俐

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十四會場

10:30-10:45
10:45-11:00
11:00-11:15
11:15-11:30
11:30-11:45
11:45-12:00

地點：教育大樓3樓315教室

主持人： 楊銘欽(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邱尚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所副教授)
HP-7 台灣基層醫療診所提供具慢性疾病之老年人預防/延緩失能照護模式之先驅計
畫初步成效
李純瑩、李惠蘭、吳建遠、賈淑麗、王英偉
HP-8 台灣地理相關因素對汽機車駕駛致命傷害的影響
Bayu S Wiratama, Henry C-J Chao, Ming-Heng Wang, Ping-Ling Chen, Chih-Wei Pai
HP-9 醫療院所氣喘照護品質視覺化分析
陳冠樺、梁富文
HP-10 我們真的需要公開揭露的客製化不同疾病的醫療品質資訊？五個疾病的質性研究
陳宗泰、陳凱倫、邱銘心
HP-11 基層照護空間可近性對醫療利用及照護結果之影響
謝京辰、董鈺琪
HP-12 缺血性腦中風病人復健強度與照護結果之關係—以某醫學中心為例
陳芊宇、董鈺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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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
論文海報展示

展示時間：10月17日上午8時至10月18日中午11時30分 展示地點：教育大樓1-3樓穿堂
＊ 參加海報展示者請於10月17日上午9時前自行張貼於會場之海報架上
10月18日中午11時30分後取下。海報展示尺寸為：寬90公分，高120公分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PO-1

台灣卵巢癌病患生活品質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黃家彥、鄭文芳、游山林、陳凱倫

PO-2

台灣卵巢癌病患睡眠品質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Lu-Jie Chen, Jia-Yan Huang, Wen-Fang Cheng, Ke-Hsin Chueh, Kai-Ren Chen

PO-3

26

戒菸服務成效分析
林依萍、林哲宇、王鴻武、廖素敏、王英偉

PO-4

紅斑性狼瘡患者產生藥物不良反應高發生率之研究
許景翔、沈卉菁、侯佳儀

PO-5

台灣2000-2035年農夫族群之癌症發生率趨勢分析和預測
施易辰、賴庭汝、宋鴻樟、鍾季容

PO-6

全球環境變遷的健康效應—以登革熱為例
尚君璽

PO-7

憂鬱症修飾肥胖與憂鬱症的多基因風險對身體質量指數的影響：台灣的全
國人群研究
蘇淳云、吳其炘、陳培君、黃彥棕、王世亨

PO-8

新冠肺炎病毒定序之演化樹標記及臨床嚴重度分析
陳冠甫、趙家瑜、龔于農

PO-9

使用整合分析之地理疾病群聚的組合檢測
朱韻璇、吳致杰

PO-10

家庭飲食模式和青少年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之相關性研究
黃品睿、李建宏

PO-11

台灣地區使用降血壓藥(Thiazide)併用抗憂鬱劑(SSRI)或去氨加壓素
(desmopressin)發生低血鈉的危害風險與防治探討
黃卉萱

PO-12

比較非晚期肝癌病人的營養狀況、疲憊與症狀困擾之相關性分析
陳秋曲、張明輝、林玉茹、李秋香、賴美玉

PO-13

臺灣老年男性受刑人精神疾病的盛行率：一項基於全國人口的研究
林宥均、王彥鈞、董道興

PO-14

慢性腎病患者罹患抑鬱症的風險-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
Pei-En Chen, Chia-Yu Liu, Ching-Wen Chien, Tao-Hsin Tung

PO-15
PO-16

POSTER

衰老與術後急性呼吸衰竭之關聯：回溯性觀察研究
Tao-Hsin Tung, Fei Yang, Pei-En Chen, Ching-Wen Chien

運用基因多型性以預測孩童異位性皮膚炎：長期出生世代追蹤研究
慧茹、蔡世芬、江士昇、郭育良、王淑麗

PO-17

台灣青少年與成人電子煙使用盛行率從2014年到2018年的增加：與變化有關
的社會人口特徵、其他物質使用、及憂鬱情緒
曾 萱、吳上奇、陳為堅、蕭伯璋、陳亮妤

PO-18

2017-2018年台灣流感病毒及其他呼吸道病毒株之差異探討—回溯性研究
余嘉鵬、林虹伶、陳玉瑞、盧瑞晟

PO-19

2017-2018年台灣腸病毒病毒株之差異探討—回溯性研究
余嘉鵬、林虹伶、陳玉瑞、盧瑞晟

PO-20

秋水仙素於冠狀動脈疾病病人之心血管效用：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田又伃、黃暉凱、施銘杰、杜裕康

PO-21

越南廣寧省結核病防治
Bui Kim Chung

PO-22

飲酒與問題飲酒之年代變化的性別差異
黃毓絜、吳上奇、杜裕康、陳娟瑜、陳為堅

PO-23

新冠肺炎(COVID-19)在不同年齡、時期及國家之不同症狀、共病、及嚴重
性分佈：一個系統性回顧及統合分析
陳冠甫、吳進結

PO-24

苗栗縣沿海地區附近居民空氣污染和心血管相關疾病之相關性初探
李承翰、許惠悰、余化龍、何文照

PO-25

死亡率-盛行率比值 – 潛在未診斷新冠肺炎感染者之偵測指標
林聖軒、傅詩宸、高竹嵐

PO-26

安心專線頻繁來電者的特徵：他們是誰？為何來電？
趙雅凡、陳柔慈、蘇達筠、朱開玉、張書森

PO-27

台灣全國從2001年至2017年的成年毒品犯：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與愷他命
初犯者在政策改變後之趨勢變化
陳為堅、陳琦雅、吳上奇、吳建昌、周愫嫻

PO-28

在初犯後三年內住院治療身體與精神疾病的風險提升：針對台灣101,551初
犯者的回溯性世代研究
陳琦雅、陳為堅、吳建昌、林先和、盧子彬

PO-29

心房顫動病患接受不同口服抗凝血劑與糖尿病風險之探討：一個全國性回溯
性世代研究
黃暉凱、劉品崧、許晉譯、羅慶徽、杜裕康

PO-30

糖尿病族群空氣污染與飲食暴露對大腸直腸癌發生之相關
張育禎、何文照、邱碩宇、周梃鍹、劉康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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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

在PM2.5環境下與肝功能異常之全基因體甲基化研究
何文照、邱碩宇、王中傑、劉康鏞、周梃鍹

PO-32

臺灣非老年人氣喘表型集群分析之研究
莊詠淇、蔡欣樺、林孟志、吳沼漧、王姿乃

PO-33

臺灣老年人氣喘表現型之集群分析
蔡欣樺、莊詠淇、林孟志、吳沼漧、王姿乃

PO-34

成人接受阿達木單株發生一般感染的風險:隨機分派試驗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及統合分析
王彥鈞、林宥均、董道興

PO-35

目標性篩檢及保持社交距離可有效控制COVID-19疫情：以韓國大邱為例
陳怡諠、方啟泰、黃鈺玲

PO-36

偏遠地區高齡者身體功能與老人衰弱之分析
黃秋雯、詩舜傑、劉梅瑛

PO-37

產後婦女接受子宮頸抹片篩檢利用率分析
羅悅之、蘇亭羽、陳龍生、董錫恩、陳美如

PO-38

國人施行子宮全切除術利用率分析：2000~2016年趨勢
陳龍生、蘇亭羽、王英偉

PO-39

以電子病歷資料建立9,557人的帕金森氏症資料庫—中台灣三級醫學中心之
研究
夏瑩芳、呂明桂、姜秀穎、許怡婷、王韋峻

PO-40

血脂基準值合併血脂變化量對心血管疾病和全死因風險的相關性研究:全國
代表性世代追蹤研究
許馨尹、葉姿麟、蔡明潔、黃麗卿、簡國龍

PO-41

懷孕期間接受非產科手術之流行病學研究
何宗翰、游嘉鴻、梁富文

PO-42

探討1981-2015年間台灣婦女罹患子宮頸癌的終生風險
陳竑卉、賴政延、朱桂慧、邱淑如、王健瑋

PO-43

探討1986-2015年間台灣婦女罹患卵巢癌的歷年發生率
賴政延、陳竑卉、王健瑋、黃愉真、張佳鈴

PO-44

探討發炎性腸道疾病與過去感染性腸胃炎的相關性之病例對照研究：發生時
間、關鍵敏感期與累積發生次數
游如意、林育萱、簡志強、涂冠傑、呂瑾立

PO-45

初經、停經以及BMI對於台灣南部早發性乳癌的風險
楊佩靜、侯明鋒、蔡英美、王姿乃

PO-46

臺灣更年期婦女生產次數與 代謝症候群風險之探討
莊清雅

PO-47

台灣老年人健康行為和營養狀態對日常生活功能的長期影響
蔡欣真

POSTER

PO-48

薑精油對於術後噁心嘔吐的效益探討
郭沛涵、郭詩憲

PO-49

評估因骨關節炎導致全膝關節置換術後老年族群不同部位發生骨折之風險：
全國性世代追蹤研究
楊昕禕、李恒昇

PO-50

以社交距離2.0及具隱私接觸者追蹤預防第二波 COVID-19疫情
陳怡諠、方啟泰

PO-51

皮膚疾病和空氣污染物之間的相關性探討
陳延安、周子傑

PO-52

臺灣非傷寒沙門氏菌感染症住院患者發生反應性關節炎之預後因子研究
林育萱、游如意、呂瑾立

PO-53

臺灣非傷寒沙門氏菌與彎曲桿菌感染症之描述性流行病學
林育萱、游如意、呂瑾立

PO-54

智慧科技在失智症病患生活照護之應用
林芳如、方楨文、劉梅瑛

PO-55

出生前後無機砷暴露和呼吸道過敏—中區出生世代的15年追蹤研究
蔡宗霖、雷偉德、郭錦輯、蘇本華、王淑麗

PO-56

八段錦對心血管及腦血管病患的健康效應：隨機對照試驗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及統合分析
廖子晴、張偉綸、王巧蓁、郭季淳、陳珮恩

P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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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張邇贏、葉德豐、林川雄、黃麗玲

PO-58

八段錦對癌症病患的臨床成效：隨機對照試驗之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
郭季淳、王巧蓁、張偉綸、廖子晴、陳珮恩

PO-59

以孟德爾隨機化探究高血壓與血小板數量之因果關係
邱柏鈞、盧子彬

PO-60

新冠肺炎對大學生之衝擊—以中部某大學為例
葉德豐、簡彙蓁、王淑玲、白宗玄、陳采蘋

PO-61

探討代謝症候群患者之癌症風險評估
陳芊霓、陳崇鈺

PO-62

臺灣類風濕性關節炎全基因體關聯性研究
林芳宇、盧子彬

PO-63

探討各縣市陸上交通事故的醫療資源分配與死亡率之關係
吳宜璇、林沛慶、林嵩棠、邱翰憶、江蕙如

PO-64

高血脂與肝癌相關性之探討
鍾麗琴、陳怡君、謝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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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5

飲食中類黃酮攝取與C反應蛋白濃度關聯性：台灣橫斷性研究
謝正慈、王睿、簡國龍

PO-66

造船廠從業人員焊接燻煙暴露與DNA甲基化及心血管功能相關性之縱貫性
研究
陳俞儒、賴錦皇、陳韋良、王鐘慶

PO-67

臺灣糖尿病病人使用中藥治療之盛行率與發生憂鬱症之相關性研究
賴慧珊、吳星穎、黃禹蓁、黃光華

PO-68

代謝健康體重過重與肥胖者之心血管疾病風險：一具代表性之世代研究
葉姿麟、許馨尹、蔡明潔、徐麗茵、簡國龍

PO-69

遵循每日飲食指南與代謝症候群之相關性
Hsin-Yu Fang, Ming-Chieh Li

PO-70

PO-71

2014-2017年台灣南部細懸浮微粒對精神病患者急診就診的影響
黃彥榕、黃淑倫、林玠模、林裕清、紀妙青

PO-72

臺灣婦女生殖期與認知功能之關係
胡瓊文、余聰

PO-73

胃炎患者骨質疏鬆的風險：觀察性研究的系統評價和統合分析
Yu-Hsien Cheng, Tao-Hsin Tung

PO-74

PO-75
PO-76

30

全球大流行疾病對自殺的影響：1918-1920年大流感期間臺灣自殺人數的
增加
張奕涵、張書森、許嘉月、大衛岡諾

以全基因組關聯探討臺灣漢族中常見遺傳變異和環境因素對高密度脂蛋白膽
固醇的相互作用
林宥均、鄭毓嫻、黃家榆、陳映竹、謝宜儒
以雙樣本孟德爾隨機化研究探討氣喘與抽菸的相關
Yu-Chun Lin, Yi-Shian Liu, Meng-Chih Lin, Chao-Chien Wu, Tsu-Nai Wang
臺灣縣市層級可歸因危險因子之疾病死亡負擔： 比較性風險評估
曹宇翔、林先和

PO-77

2018-2019年急性支氣管炎、氣喘和上呼吸道感染門診患者流行病學與環境
因子相關性探討－以北部某直轄巿為例
李淑燕、饒育瑋、陳玉瑞、盧瑞晟、余嘉鵬

PO-78

2018-2019年肺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門診患者與空氣污染和氣象因子之流
行病學調查－以北部某直轄巿為例
饒育瑋、李淑燕、陳玉瑞、盧瑞晟、余嘉鵬

PO-79

2013至2017年醫學中心抗藥性菌株分佈趨勢之探討
蔡孟廷、劉宗榮、吳定中、陳玉瑞、余嘉鵬

PO-80

子宮頸癌病人接受不同抗癌藥物治療後罹患憂鬱症之風險
賴馨柔、楊振昌

PO-81

POSTER

口腔衛生行為與心血管疾病之關係：世代追蹤研究之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
分析
張偉綸、廖子晴、郭季淳、王巧蓁、陳珮恩

主題：衛生教育與行為科學
PO-82

不同性取向之大專學生之網路交友行為探討∼以北部大專生網路族群為例
鄭其嘉

PO-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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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葉德豐、黃建財

PO-84

大學生對飲用水知識、態度之調查 -- 以中部某大學為例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業德豐、黃建財

PO-85

學校面對新冠肺炎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邱秋蟬、張鳳琴、簡于心

PO-86

居家運動APP對社區老年人功能性體適能保留效果之研究
何昱臻、王立亭、宋宛臻、黃芳雅、潘建次

PO-87

評價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成效：中心與外展服務之差異分析
李芳盈、林垠瀚、林俊宏、李昭瑢、林頂

PO-89

性別差異於台灣大腸癌篩檢之知識、健康信念、健康識能對行為決策因素之
影響探討
林姿函、謝慧敏

PO-90

更年期婦女之更年期症狀、憂鬱與健康行為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
劉秀玲

PO-91

新生活健康促進之ICT運用成效—以臺北市職場為例
林夢蕙、曾國維、官碧蓮、鄭奕喬、黃世傑

PO-92

學校護理師災難醫療救援課程介入成效研究
梁宜芬、苗迺芳、蕭雅文、游春音、蘇柏熙

PO-93

不同場域戒菸服務成效之探討
林夢蕙、李碧慧、侯思伃、劉冠葑、陳衣螢

PO-94

南部某科大學生對菸害認知、態度、行為影響因素之探討
薛夙君、李健維、侯正文、羅顥

PO-95

某區域醫院員工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相關因素之研究
蔡雨廷、李國任、張育嘉、黃麗玲、葉德豐

PO-96

個人及脈絡層次因子與大眾對於憂鬱症患者社會距離之關係：多層次分析
蔡奇軒、連盈如

PO-97

社區民眾對醫療口罩稀少性焦慮程度：臺灣經驗
劉濱槐、陳端容

PO-98

探討台灣民眾預防新型流感之行為意圖
陳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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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9

食安資訊來源、風險感知與母親食品安全相關之保護行為的關係
莊 智、黃以萱

PO-100 網路健康訊息對處於不同行為改變階段者的影響
陳玥妘、李湄青、李畹萱、孫亦君
PO-101 台灣孕婦運動習慣之調查
賴 潔、黃彬芳
PO-102 末期腎臟病人接受腎臟替代療法模式衛教成效探討
高玉貞、游金靖
PO-103 身體活動和居住環境宜走性在高齡者自我老化態度與憂鬱症狀間所扮演的
角色
連吟翊、廖邕、連盈如
PO-104 針對新冠肺炎的網路謠言之內容分析
蕭綺、游祖恩、吳文琪
PO-105 結核病患者不良反應類別對醫師是否持續使用特定藥物之影響
洪敏芳、楊浩然
PO-106 運動治療介入長期照護機構住民身體功能之成效評估
林澤宏、洪敏芳、白佳原、楊浩然
PO-107 體智能運動方案介入對精神護理之家住民認知功能與肌力促進之成效
洪宜惠、李惠貞、潘慧美、邱惠靖
PO-108 生活壓力、網路使用態度與網路成癮相關之研究—以某大學進修部學生為例
陳相妏
PO-109 不同飲食治療方式對於克隆氏症的緩解疾病症狀之實證探討
陳秋曲、林杏純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
PO-110 新北市婦女接受HPV-DNA自我採檢行為之多層次分析
林潔伃、翁志遠、湯澡薰、游山林、陳凱倫
PO-111 復能服務利用及其相關因素研究-族群與個案管理組織特性之探討
林怡臻、李玉春
PO-112 使用Google Trends分析臺灣菸稅調漲與戒菸之關係
賴怡嘉、陳珮青
PO-113 以Goggle Trends搜尋量分析臺灣新版菸品警示圖文與戒菸之相關
鄭昀瑄、陳珮青
PO-114 實施分級醫療對民眾轉診醫療利用之影響－以部分負擔調整為例
劉柏麟、黃偉堯
PO-115 以衛生局設計思考程序洞察結果為基礎之苗栗種植草莓農民戒菸介入成效：
應用RE-AIM模式之初步結果
陸玓玲、廖素敏、呂孟穎、周于婷、王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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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6 探討DRG制度下住院天數與點值盈虧之關聯性—以北部某醫學中心MDC8
為例
林庭伊、陳美美、李嫦娥
PO-117 我國青少年使用IQOS之相關因素
徐婕、張麗娟、陳珮青、李玉春
PO-118 我國青少年使用加味菸之相關因素
張麗娟、陳珮青、徐婕、李玉春
PO-119 改善門診手術患者行政作業流程—以南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洪慧琦、王婇帆、劉瓊芬、蔡仲城、施玉環
PO-120 醫院社區服務站對社區居民身體質量指數與血壓改善的關係
許智鴻、陳端容
PO-121 焦慮程度是否影響無痛鏡檢麻醉方式選擇與滿意度的調查
葉雅榆、洪弘昌、黃薏媛、馮兆康、黃建財
PO-122 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之研究—以南投市為例
陳曉雯、洪弘昌、葉麗月、馮兆康、黃建財
PO-123 台灣肝炎論質計酬計畫對生活品質的影響評估
蘇偉志、陳宗泰、吳建賢、施玲娜、楊賢馨
PO-124 運用精實手法縮短眼科病人等候門診檢查時間
蕭喬憶、畢勇賢、賴薇羽
PO-125 探討影響轉診民眾對分級醫療轉診之就醫信任感
蕭如玲、陳定紘
PO-126 休閒娛樂對生活型態之影響—以銀髮族為例
謝明娟、鍾麗琴、陳靜雯、黃艷誼
PO-127 降低急診病人等候住院病床時間-以南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洪上清
PO-128 菸品中香料添加物之引誘功能探討
方澤沛、黃正君、李政憲
PO-129 新冠肺炎疫情中精神科核心醫院之角色
簡瑩佩、洪翠妹
PO-130 國人飲酒行為與吸菸、嚼檳榔共用情形：2017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
江啟永、黃佩琳、呂孟穎、楊絮斐、張新儀
PO-131 醫院形象對病患期望與認知差距之影響
林承叡、羅英瑛
PO-132 團隊資源管理於社區民眾防疫識能與管理介入成效初探
范勝雄、吳泰進、陳宜萱
PO-133 影響更年期女性參與醫病共享決策因素之探討
李亞臻、羅英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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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4 後疫情時期防疫人力擴充之建議
瞿瑞瑩、陳麒方
PO-135 氣切可怕嗎？運用醫病共享決策(SDM)降低家屬決策焦慮
陳怡甄、陳秋雲、吳明峰、胡憶芳、楊鎮嘉
PO-136 探討台灣末期腎臟病前期病人參與Pre-ESRD論質計酬方案對腎絲球過濾率
軌跡變化與疾病預後的影響
黃聖棋、謝慧敏
PO-137 腦中風住院復健強度之成本效果分析—以某醫學中心為例
林宜萱、周盈邑、董鈺琪
PO-138 鼓勵病人及家屬參與從淺白的決策輔助工具開始—以拍痰治療的選擇為例
陳怡甄、陳秋雲、張肅婷、楊鎮嘉
PO-139 民眾對酒類飲品影響健康意見調查
張雅惠、李岳蓁、徐宇慧、呂宗學、李中一
PO-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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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育嘉、葉德豐、賴羿儒、楊鎮嘉
PO-141 影響病人安全文化的重要因素
郭素娥、張肅婷、楊鎮嘉
PO-142 運用醫療團隊資源管理(TRM)手法以Ticket to ride工具落實病人安全轉送安
全作業
張筑函、郭素娥、孫茂盛、楊鎮嘉
PO-143 民眾對含糖飲料之健康影響的意見調查
古鯉榕、呂瑾立、巫岑希、呂宗學、李中一
PO-144 人口遷移與死亡：經濟發展的角色
林奎佑
PO-145 從SARS到COVID-19疫災，評估台灣中醫醫療體系危機處理能力
瞿瑞瑩、鄭雅文
PO-146 臺灣基層衛生保健單位公共衛生人力及服務概況
李嘉慧、陳莉莉、陳秀玫、許銘能、王英偉
PO-147 國際可比較失能測量工具於我國健康監測調查之應用
許哲瑋、謝佳敏、劉建鑫、林宇旋、王英偉
PO-148 整合型口腔癌篩檢之外展服務計畫模式
鐘羅元婷、徐翠霞、蕭淑純、吳昭軍、王英偉
PO-149 臺灣重度級與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空間可近性分析
洪鈺珣、董鈺琪
PO-150 社區藥局藥師工作壓力與生活品質的相關研究
洪錦墩、曾楷涵、彭 雯、黃巧昀、林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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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 青少年身體質量指數軌跡與憂鬱情緒發展軌跡之關係
鍾承志、江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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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2 台灣糖尿病腎病變患者參與初期慢性腎臟病與糖尿病論質計酬方案對疾病預
後的影響
陳翎禎、謝慧敏
PO-153 探討2009-2019年臺灣販菸場所對菸害防制法之遵從情形及影響因子
賴怡因、廖婉茹、張桂嘉、吳榮達、雷立芬
PO-154 電影中的菸品暴露：以2019年台灣熱門電影為例
鍾起惠、柯舜智、曾伯昌、蔡佳恬、陳昭容
PO-155 建構以人為中心長期照護創新發展之理論模式
黃靖媛、吳雅惠、洪秋霞、許靖岱、翁瑞宏

PO-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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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錦墩、陳芃語、葉麗月、洪弘昌、何清治、李美文
PO-157 醫學中心腹膜透析服務品質之研究
鄭雅萍、蕭菁菁、陳呈旭、何玉瑛、葉德豐
PO-158 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醫院藥師提供戶外慢性疾病處方箋服務之成果分析
林佳慧、張仁銘、李篤生、許舒涵、樓亞洲
PO-159 65歲以上社區長者對高齡友善城市的感受對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活動參與之
影響
曾宇嫻、李育玲、張愛寧、林俐安、彭培恩
PO-160 大學生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的行為意向及相關因素探討—以北部某私立綜合
大學為例
莊旻樺、陳富莉、章佳宜、陳憶禎、陳可妘
PO-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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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雅萍、吳志成、洪至仁、吳杰亮、沈靜慧
PO-162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護理經驗之研究—兩年結果之比較
王彥儒、吳杰亮、洪至仁、吳志成、沈靜慧
PO-163 病房護理人員對住院病人就醫隱私觀點之研究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PO-164 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來評估台灣火災大量傷患事故的特性變化與消防安全法規
修訂和重大火災事故影響的關聯
林沛慶、林嵩棠、吳宜璇、邱翰憶、江蕙如
PO-165 台灣社區長者身、心、社會衰弱量表：切點探討
鐘子婷、陳雅美、陳端容
PO-166 醫療服務選擇與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金建佑、林川雄
PO-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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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誠、陳仁亮、林佩儀、陳呈旭、張美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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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8 大學生捐血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究
官錦鳳、黃詩雯、何宜娟、邱欣怡、陳玟瑄
PO-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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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玲、葉德豐、黃建財、林川雄、劉嘉芳
PO-170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社會支持之關聯性
葉德豐、許雅惠、張育嘉、黃麗玲、林川雄
PO-171 加護病房患者焦慮相關因素之探討
簡雅萍、蕭思美
PO-172 中年人生活壓力對心理健康之影響
蕭旻鈺、邱彥芳、蔡旻珊、林宜柏
PO-173 生活壓力與休閒參與之典型相關分析—以某科技大學生為例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官錦鳳、洪錦墩
PO-174 以流程再造降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廢棄物載運所生感染風險
陳星翰
PO-175 病患評估慢性病照護與健康生活品質之關係
黃珮萱、董鈺琪
PO-176 「北海英雄」—社區醫院長照整合新模式
葉芷圻、董鈺琪
PO-177 人格特質與課業壓力之交互作用對健康危險行為之影響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官錦鳳、洪錦墩
PO-178 大學生生活壓力與健康行為之相關研究：以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官錦鳳、洪錦墩
PO-179 性觀念與性態度在大學生性別上的差異調查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官錦鳳、洪錦墩
PO-180 利用失能調整人年分析臺灣2007年與2017年法定傳染病變化
陳詩潔、林煒宸
PO-181 服用Ranitidine改善胃食道逆流成效之實證探討
陳秋曲、蔡淑美

主題：環境與職業衛生
PO-182 市售昆蟲誘黏劑對於蚊蟲防治效果之探討
簡欣虹、張富貴
PO-183 開發製作蒼蠅誘引黏劑及現場誘黏效果評估
簡欣虹、劉佳明、吳啟亨、蘇敬皓、張富貴
PO-184 以最佳化之便攜式ATP分析法搭配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線模式評估現場生物氣
溶膠濃度
曾俊傑、呂宜茜、張凱誌、洪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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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5 掃街車粒狀物逸散防制設備初步探討
黃瀚陞、毛嘉儀、林志威、黃盛修、陳志傑

PO-186 景觀植物形成潛在病媒蚊孳生源之風險調查—以積水鳳梨為例
陳亞善、朱璟淳、蔡坤憲
PO-187 新風機CADR與效能(Q x η)相關性研究
張峻銘、陳昱陳、黃盛黃、林志威、陳志傑
PO-188 嘉南地區鼠蚤攜帶立克次體和巴東氏菌之調查
鄧珮芸、林春福、蔡坤憲
PO-189 印尼中爪哇島三寶瓏市鼠蚤傳播立克次體之調查
陳佳萱、Martini Martini、蔡坤憲

PO-190 懸浮微粒及道路交通噪音與兒童氣喘盛行率之相關性研究
卓知頤、張大元、王怡人
PO-191 台灣花蓮鄉村家戶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之暴露評估
游子賢、洪健哲、Sailent mare、謝佳容、尹立銘
PO-192 院內感染之現況探討與加護病房環境微粒監測
薛盛文、林志威、黃盛修、陳志傑
PO-193 N95呼吸防護具定量密合度測試方法評估
劉俊廷、林志威、黃盛修、陳志傑
PO-194 旋風集塵器效能提升研究
毛嘉儀、徐嘉偉、林志威、黃盛修、陳志傑
PO-195 新風機效能測試方法與量測系統建置研究—以兩家廠牌為例
陳婕菱、黃盛修、林志威、蕭大智、陳志傑
PO-196 採樣濾紙卡匣洩漏特性
黎立懿、郭玉梅、林志威、黃盛修、陳志傑
PO-197 奈米纖維濾材過濾效能提升研究
葉星語、黎立懿、黃盛修、林志威、陳志傑
PO-198 推動友善職場環境空間成果之初探
蔡介文、吳英傑、劉珠鳳、林筱甄、劉梅瑛
PO-199 國人市售早餐穀物、鮮奶及包裝蔬果汁中光引發劑二苯甲酮攝入之風險評估
陳誌賢、張榮偉、陳美蓮
PO-200 臺灣年輕族群對羥基苯甲酸酯暴露及風險評估
林惠玟、湯仁彬、黃柏菁、張婉婷、張榮偉
PO-201 大學生手機微生物污染調查與分析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林川雄
PO-202 聽力檢查異常及環測結果改善之探討
王曉慧、謝宏安、劉星佑、鄭猛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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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3 X光照射工作人員環境偵測情形及健康追蹤之探討
羅敏綺、謝宏安、鄭猛聰
PO-204 台灣公務員在不同性別中發生職場暴力的情形
童妍蘋、郭憲文
PO-205 臺灣警消人員之工作性質和疲匱對生活品質和精神疾病之相關性
吳菡欣、郭憲文
PO-206 氣候因素對臺灣食源性疾病發生率的影響
李佳蓁、陳詩潔
PO-207 時間因素對黑球溫度與綜合溫度熱指數預測之影響
沈芊彤、林
、陳振菶
PO-208 日光輻射與睡眠品質對皮膚紅斑生成之影響
張嘉嘉、黃俐綾、劉家羽、陳振菶
PO-209 台中市圖書館空氣中微生物之分佈與特性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黃麗玲
PO-210 以土地利用回歸模式，反距離加權法及克里金法探討PM2.5，PM10濃度對於
成人氣喘與肺功能的相關性
楊育慈、林芳綺、林淵淙、陳康興、王姿乃
PO-211 利用土地利用回歸模式探討南台灣空氣污染物的時空變化
許念慈、林芳綺、林淵淙、陳康興、王姿乃
PO-212 寺廟禁香對大氣PM2.5濃度的影響—以台北行天宮為例
李羿萱、黃淑倫、林玠模、林裕清、紀妙青
PO-213 影響黑球溫度預測之戶外氣象與空氣汙染因子
黃非比、沈芊彤、林
、陳振菶

主題：安全促進
PO-214 台灣2003年SARS病患家屬事故傷害風險是一般人的1.57倍
江淑娥、鍾其祥、李忠勤、陳稚華、簡戊鑑
PO-215 台灣2003年SARS病患事故傷害風險是一般人的1.63倍
林耀進、鍾其祥、李忠勤、陳稚華、簡戊鑑
PO-216 精神科會診能降低重複自殺的風險
鍾其祥、黃韵捷、林敬恩、簡戊鑑
PO-217 新冠肺炎期間事故傷害發生之性別及年齡分布比較
黃招雄、柯崑城、李忠勤、陳稚華、曹昌煇
PO-218 減少到醫院看病可降低36.2%非蓄意性傷害風險
黃招雄、柯崑城、李忠勤、陳稚華、曹昌煇
PO-219 台灣社區民眾對新冠肺炎疫情安全準備認知調查研究
黃招雄、柯崑城、李忠勤、陳稚華、曹昌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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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0 重複自殺精神科會診因素探討
鍾其祥、黃韵捷、簡戊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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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1 精神病史、精神科會診與重複自殺之關聯
鍾其祥、黃韵捷、簡戊鑑
PO-222 勞工災害受傷原因及災害類型現況調查
羅敏綺、謝宏安、鄭猛聰
PO-223 探討台灣大量傷患陸上交通事故之罹災人數、事件數及規模變化與交通法規
修訂之關聯—運用時間序列分析
林嵩棠、林沛慶、吳宜璇、邱翰憶、江蕙如
PO-224 矯正機關員工工作壓力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關聯
黃麗玲、葉德豐、林川雄、黃建財、徐春雲
PO-225 利用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OSCE)強化臨床醫檢師以病人安全為中心的醫學
教育—以南部某教學醫院為例
許景翔、沈卉菁、侯佳儀
PO-226 如何透過室內設計保護醫院精神科病患與醫護人員安全及管理之探討—以某
醫學中心精神科病房裝修為例
蘇恩德
PO-227 台灣南部某社區新冠疫情安全調查研究
黃招雄、柯崑城、鍾其祥

主題：公共衛生實習心得報告
PO-228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229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230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PO-231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實習(一)－提昇健康識能與
市民健康
PO-232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實習(二)－醫療品質精進與
跨域整合
PO-233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實習(一)－推動臺北都會區
域永續環境
PO-234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實習(二)－居家生活環境檢
驗資訊分析
PO-235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36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37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38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39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0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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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1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2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3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4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5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6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7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8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49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0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1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2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3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4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5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6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7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PO-258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實習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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