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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0002
整合加護病房可視化儀表板(i-Dashboard)作為一個促進多職類查房

的平台：集群隨機對照試驗
口頭 賴昭翰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 010005 髂靜脈支架置入患者術後個案管理照護模式之成效評估研究 海報 曾奕云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

建經營

3 010007 導入智慧型條碼系統提升植入性醫材管理效能 海報 黃盈焜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4 010009 運用行動裝置降低傳送異常事件發生率 口頭 袁子蓮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5 010010 建構無紙化醫病溝通模式 海報 鄭嘉惠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6 010012 運用智能醫病共享決策APP提升醫病識能及管理成效 口頭 羅健銘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7 010013 認知測驗分數與聲學分析指標的關連性 口頭 李亮穎 義守大學

8 010014 運用目標管理提升醫療機構經營績效~以門診管理為例 口頭 賴苑惠 臺中榮民總醫院

9 010016 運用臨床試驗中心資訊化作業提升管理效能 海報 周哲寧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0 010017 REDCap電子數據收集系統與專案儀表板之應用 海報 蔡介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11 010019 多模式特徵機器學習運用於早期帕金森氏病篩檢 海報 蔡欣蓓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2 010020 中藥藥品調劑品質與庫存的智能監測系統 海報 鄭鈞任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3 010022 光生物調節作用對淺層及深層生物組織之微循環影響 海報 黃以彤 銘傳大學

14 010023
防疫期間運用無紙化神秘客稽核，優化服務品質-北部某區域級教

學醫院為例
海報 方泳宏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15 010024 疫情下NIS平台探討ADR通報成效及全國藥害救濟型態分析比較 海報 侯芳敏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16 010028 運用Teaming進行結構化報告推動初探-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海報 楊桂芬 臺中榮民總醫院

17 010033 結合智能化精實管理提升檢驗醫療服務 海報 梁景超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18 010035 資料治理-資料血緣關係自動分析系統建置經驗 海報 江宜霖 臺中榮民總醫院

19 010036 運用數據分析改善醫院智慧財產管理效能 口頭 陳憲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0 010039 縮短超長期住院天數-以資訊系統即時介入為例 口頭 吳逸群 臺中榮民總醫院

21 010041 導入智慧巡檢系統持續改善就醫環境安全 海報 簡山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2022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論文徵稿活動

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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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10045
Using Smart Healthcare to Upload Patients’ Risk Assessment Data at

Psychiatric Clinic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a Medical Center
海報

Nien-Mu

Chiu

Psychosomatic Divisio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23 010048 藥師對於針劑自動包藥機之偏好研究-以聯合分析法分析 海報 徐秉裕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4 010050 以機器學習方法輔助到院就醫精準化大腸直腸癌篩檢邀請 口頭 黃逸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5 010051 運用護理創新提升子宮頸抹片檢查率 海報 涂玉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

院

26 010056 病歷掃瞄質量管理與儀表板應用 海報 蔡介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27 010057 導入調劑自動亮燈輔助系統之跡近錯誤原因分析及優化作業流程 口頭 周詩芸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28 010059 疫情期間零接觸安心看診－全方位視訊診療作業 海報 祝孔聖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9 010060 智能對話機器人應用於醫院服務模式探討-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口頭 賴來勳 臺中榮民總醫院

30 010061 e世代氣喘照護改善氣喘控制不佳率 海報 王怡人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31 010064
醫病共享決策導入資訊化對臨床執行醫療決策與行為之影響-以某

區域醫院為例
海報 張紜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

新樓醫院

32 010066 紙本同意書數位轉錄及應用作業 海報 黃慧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33 010067 亞東醫院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之遠距醫療服務模式與實績 海報 黃裔貽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34 010069 雲端AI智能客服小護士應用於防疫成果 海報 吳竑毅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35 010070 建置靜脈輸液智慧調劑管理流程 海報 陳昱恩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36 010072 護理智能-中醫護理臨床決策支援護理資訊系統 海報 周雅惠' 桃園長庚醫院

37 010073 醫療大數據之視覺化分析與應用-以檢驗「危急值」為例 海報 王慧卿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38 010074 運用BI預測泌尿道感染風險 海報 周雅惠 桃園長庚醫院

39 010075 導入智能電子藥櫃系統，以提昇給藥效能及藥品管理改善成效。 海報 游蕙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40 010076 縮短心臟科病房護理人員交班作業時間之專案 海報 楊婷惠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41 010077 以實證護理探討虛擬實境降低手術後急性疼痛之成效 口頭 楊珮茹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42 010078 運用人工智慧AI提昇手術合併症通報處理成效~以直肛科為例 海報 陳秀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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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010079
使用雲端智慧醫療系統提升居家腹膜透析病人自我健康管理之重

要性
海報 楊淑津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經營

44 010081
建立智能化網頁系統整合平台，提升試驗案啟動效率與加速廠商

合作契機
海報 郭筱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45 010083 節能減碳從IT出發 海報 陳學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46 010084 智能化臨床試驗收案系統管理與追蹤平台(CTPTS) 海報 林奕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47 010086 應用TABLEAU提升品質指標統計工作效率 海報 梁仕潔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48 010091 運用資訊智能化建置研究成果管理平台 海報 吳尚桓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49 010092 病房管理環扣  一鍵在握 海報 林碧琪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

教聖馬爾定醫院

50 010093 地區醫院導入智慧藥櫃提升住院病人緊急藥囑的給藥時效 海報 廖若伶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興建經營)

51 010097 智慧用藥輕鬆查─電子處方藥好查 海報 李雅涵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

學大學辦理

52 010099 運用視覺化分析進行指標流程管制及落點分析提升管理效率 海報 洪宜帆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53 010100 智慧醫療：偏鄉5G遠距會診 海報 廖于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54 010101 建置智能化雲端ABC教學管理系統 海報 郭嘉于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55 010102 導入Team Building教學法，提升醫院主管核心能力 海報 劉宏輝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56 010103 運用商業智慧BI工具(Tableau)強化營運績效管理 口頭 陳顗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57 010104 人工智慧技術應用：以不同部位X光影像檢測骨質疏鬆症 口頭 裴育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58 010105 以人工智慧檢測嬰兒超音波中髖關節發育不良 口頭 高軒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59 010106 運用智能晶片建置裸錠分包機自動倉儲管理系統 海報 洪伯銘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60 010107
推動雲端發票前探究供應商是否選擇雲端發票之相關分析 -以南部

某醫學中心為例
海報 楊智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61 010111 建立AI醫療器材軟體臨床運用審核與追蹤評估機制 海報 邱春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62 010112 運用動線量化分析規劃調劑作業指派提升整體作業效率 海報 施盈竹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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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010113 運用3D影像比對技術輔助人工辨識裸錠藥品正確性 海報 盧冠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64 010116 提升醫師自行發起臨床試驗(IIT)研究意願之經驗分享 海報 張簡佳敏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65 010119 建置醫院智慧發藥流程強化正確給藥 海報 楊佳蓉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66 020214 智能One全 住院e照護 海報 溫玉清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

學大學辦理

1 010094
運用高擬真情境模擬教學提升醫護人員對頭頸癌病人急救能力之

成效
海報 林潔如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2 020004 應用跨團隊合作照護方法於預防內科住院病人跌倒之成效 海報 莊斐琪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3 020005 運用多元策略提升腫瘤護理人員執行腫瘤蕈狀傷口照護正確性 海報 高玉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4 020006 運用多元策略降低臨終病人皮膚衰竭發生之嚴重程度 海報 高玉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5 020008 提升加護病房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病患執行每日照護評估正確率 口頭 連鵑瑩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6 020010 以循環式品質管理手法降低骨科病房壓傷發生率之成效探討 海報 陳美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7 020014
運用跨領域團隊建立癌症病人肺部手術復健照護流程暨動態衛教

影片-以肺癌為例
海報 林芷亘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8 020015 應用髂靜脈支架介入髂靜脈壓迫症候群患者之5年研究成效 海報 曾奕云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

建經營

9 020016
推展醫病共享決策實踐活動成果-以『我要做唐氏症篩檢，應該選

擇哪一種？』為例
海報 徐富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0 020017 智慧醫療輸血新紀元-創新全方位臨床決策輔助系統 海報 鄭伃洵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11 020018 縮短肝移植術前評估住院時間 海報 黃璇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2 020020
應用第二代靜脈支架Abre stent介入非血栓性髂靜脈病變患者一年

期前瞻性研究
海報 曾奕云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

建經營

13 020022
Age as a modifier of the effects of sarcopenia on survival among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fter surgery
海報 林紋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4 020023
Association between Sarcopenia and survival in colorectal cancer with

resectable :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海報 林紋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5 020026 運用機器學習演算法，於呼吸器依賴病人死亡風險預測 海報 蕭琇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6 020027 跨領域團隊之骨質疏鬆病人全方位整合治療與照護 海報 張書展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B.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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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20028 推動延緩長者失能之友善照護模式 海報 張書展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8 020029 某地區醫院CKD高危險群病患在疫情中之疾病變化相關因素分析 海報 王谷鐘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經營

19 020035 醫療異常事件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HFACS)之根本原因分析 口頭 陳姵妏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20 020037 運用HFACS工具分析探討重症病人轉送加護病異常事件 海報 陳姵妏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21 020039 提昇血液透析護理人員管路固定正確率 海報 李佳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22 020041 外科病人護理人員使用APP傷口照護模式之成效 海報 陳彥均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23 020046 運用品管改善手法於口腔癌病人術後口腔清潔之成效探討 海報 韓蕎伊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24 020052 介入改善營造親善新冠疫苗注射環境之成效 海報 徐秀滿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

新樓醫院

25 020053 監測D-dimer可預估COVID-19患者嚴重程度及預後之實證探討 海報 蔡惠君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26 020055 降低加護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病人之死亡率 口頭 許晏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27 020059 降低血液透析室血液檢體異常率 海報 韓士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28 020061 北區某醫院藥物血中濃度監測主動警示系統之應用成效 海報 孫尚志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29 020062 以高齡友善為方針，改善一般X光攝影異物重照率 海報 吳佩芬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30 020063 促進物理治療人員參與長照C據點衛教 海報 汪珮容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31 020068 醫療整合內科住院病人對服務品質的重視度及滿意度調查 海報 林宜柏 亞東科技大學

32 020069
Evaluating of Effectiveness on Case Management Model in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海報 吳佩樺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33 020070 運用品管手法提升60分鐘內接受血栓溶解劑治療比率 海報 何世偉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34 020072 提升加護病房護理師執行入院護理指導完整性 海報 葉芳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35 020073
Effectiveness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heart team to promote heart team

discussion for the healthcare qual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海報 顧博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36 020077 提升精神科團隊急救流程的完整 海報 許家綾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37 020078 運用團隊合作提升骨科脊椎手術病人安全之照護 海報 謝瑞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38 020079 縮短內科病房新病人住院作業流程時間 海報 古家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39 020083 運用品管圈活動提升全責照護病房口腔照護執行正確率 海報 詹孟真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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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020084 運用BD Epicenter微生物數據管理系統監控血液培養陽性率 海報 宋洽興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41 020085 SDM於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選擇之成效探討 海報 周宜貞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42 020086 提升早期乳癌病人使用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之成效 海報 李雅芸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43 020090
運用實證醫學於成人腦中風病人接受吞嚥訓練後降低吸入性肺炎

之護理經驗
海報 翁偉哲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44 020092 運用目視化管理手術室儀器動向之成效 海報 顧正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45 020096 運用品管手法創造加護病房醫療價值 海報 陳欽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46 020097 臨床決策不梗塞，AMI照護流程即時通 海報 陳冠宇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47 020098 手術流程管理e點靈，降低感染好安全 口頭 陳冠宇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48 020100 「結構化報告」執行經驗與效益分析-以內視鏡及超音波為例 海報 林千代 臺中榮民總醫院

49 020102 設立輸血檢驗流程防錯預防機制之成效調查 海報 陳貞吟 高雄榮民總醫院

50 020105 提升唇顎裂病童術後異常呼吸評估及照護完整率 海報 王惠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51 020108 醫病共享決策提升膝關節置換手術患者治療選擇滿意度成效 海報 胡嘉倩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

學大學辦理

52 020109 以資料探勘技術，預測PMV病人成功脫離呼吸器重要特徵 海報 蕭琇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53 020111 縮短高階心臟電腦斷層檢查時間 海報 林宛靛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54 020112 運用流程再造提升身心科病人主動參與預防群聚感染 海報 蕭櫻菊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55 020113 運用臨床警示系統(CAS)降低院內不預期心跳停止發生 海報 梁珊華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56 020120 推動明智選擇成效~以減少健康年輕人術前胸部X光檢查為例 海報 林麗君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57 020122 運用資訊科技增進病人注射化學給藥辨識安全 海報 孫鳳閔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58 020127 建置侵入性檢查交接資訊系統，促進轉送交接完整性 海報 陳韻靜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59 020128 運用輔助溝通工具提升失語症病人日常對話 海報 王梓瑩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60 020130
運用流程指標管理結合Power BI之臨床照護場域應用-以超長期住

院率為例
海報 顏羽蓁 臺中榮民總醫院

61 020136 醫病共享決策的數位平台優化與執行管理 海報 林紋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62 02013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ode of delivery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海報 游嘉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63 020152 利用跨領域團隊與E化資訊系統提升重金屬檢驗結果異常回診率 海報 蔡惟傑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64 020153 運用多元手法降低加護病房高危險血管內導管滑脫率 海報 莊雨青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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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020154 跨團隊合作推動住院病人血糖控制改善成效 海報 李宜芸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

學大學辦理

66 020155 縮短急診室顱內取栓術病人 Door-to-Puncture 時間 海報 黃沛榆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67 020157 提升急診試用期間護理人員輔導完整率 海報 薛煒霖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68 020160 降低住院病人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海報 吳美娟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69 020163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提升區域教學醫院心臟外科開心手術準備之成

效
海報 謝馥鄉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70 020165 以多元教學方案降低手術室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海報 謝馥鄉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71 020169 降低門診血透病人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 海報 陳名琬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72 020174 提升高風險家庭收案病童返家照護安全達成率 口頭 陳淑芬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73 020176
醫病共享決策實踐對頭頸癌病人放射治療中體重下降及依從性之

影響
海報 王孝宇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74 020177 提升新生兒中重度病房護理人員執行靜脈注射照護之正確率 海報 林希潔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75 020186 提升癌症病房護理人員中醫照護能力 海報 楊婉溱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76 020187 提升一般病房病人約束時間<24小時之比率 海報 周侶均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77 020192 頭頸癌患者中斷癌症治療之原因及存活率探討 海報 王淑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78 020193 與我的工作再一次戀愛 海報 王鵬羽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及其鹿滿院區

79 020195 指標正確性驗證經驗分享-以出院14天內再住院率為例 海報 陳至宜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

新樓醫院

80 020198 提升發展障礙兒童視覺動作整合的能力 海報 傅宣瑋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81 020199 提升供應中心污染醫療器材回收、運送及處理自評分數 海報 張美兒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分院

82 020203 提升加護病房目標溫控治療之照護成效 海報 王純君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83 020208 運用多元策略提升兒癌病童口腔黏膜照護品質 海報 王錦莉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

學大學辦理

84 020210 推展床邊復健提升腦中風急性後期平衡與肌力實證運用成效 口頭 紀夙芬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85 020211 責任區管理制度導入提升醫院安全文化 海報 李家榮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86 020215 某醫學中心物理治療運用多元策略建構高齡友善安全治療環境 海報 陳冠蓉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87 020216 運用多元策略優化放射診斷Ｘ光檢查作業成效 海報 洪暐凱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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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020217 降低婦產科截石臥位病人術後擺位併發症之發生率 海報 蔡宛娟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89 020218 建置資訊化癌症病歷品質審查系統 海報 陳怡榛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90 020219
應用Power BI 商業智慧工具應用於醫院病人安全通報 資料分析之

成效評估
海報 楊曉菁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91 020221 運用跨團隊合作改善呼吸道群聚-以身心科病房為例 海報 陳鵲帆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92 020228
導入TRM與病人安全文化及病人安全異常事件之探討-以南部某醫

學中心血液腫瘤內科為例
口頭 陳萱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93 020229 提升護理人員執行化學治療作業正確率 海報 吳宜靜 澄清綜合醫院

94 020230 運用多元策略降低人工血管化療藥物外滲率 海報 沈怡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95 020233 以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觀點看醫院使命內容分析 海報 張偉洲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96 020233
醫學中心住院病人疼痛經驗對護理照護經驗之關聯性-三年度追蹤

結果
海報 吳杰亮 臺中榮民總醫院

97 020235 行動不便透析病人轉移位安全改善專案 海報 吳明珠 澄清綜合醫院

98 020237 建置指標管理平台，優化品質指標管理效率 海報 何麗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99 020239 急診貨櫃疫病診轉型疫情重症專區之成效分析 海報 蘇欣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

院新竹醫院

100 020241 運用藥物監測系統提升門診病人用藥安全 海報 黃馨瑩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

建經營

101 020243 運用跨領域專業團隊合作建構急性中毒病人之醫療照護機制 海報 史書宇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02 020244 提升肝動脈化療栓塞術照護品質 海報 林佩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03 020246 提升兒科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給藥步驟正確率 海報 鄧淯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104 020250
探討醫院醫師對於抗生素管理制度幫助性-以中部某家區域醫院為

例
海報 張筑涵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05 020252
運用情境模擬教學提升外科病房護理人員急救訓練認知與技能之

學習成效
海報 陳紀伃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06 020253 運用跨團隊合作降低心臟科病人靜脈注射重注率 海報 陳意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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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020254 提升照護頭頸癌病人口腔黏膜炎之護理成效 海報 陳彥彤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美和科技大

學

108 020259 提升護理人員一級針劑管制藥品給藥流程之安全 海報 李雪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

新樓醫院

109 020260 運用RCA建構門診檢查室之輸送安全作業流程 海報 蕭鈺璇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110 020262 運用RCA建構門診檢查室器械泡製消毒之安全作業流程 海報 蕭硯貞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111 020266 運用德菲爾法(Delphi method)建構專科護理師病歷書寫審查查檢表 海報 翁宜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12 020268 降低加護病房病人管路照護致臉部傷口產生率 海報 陳淑寶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

113 020272 使用愛心枕降低乳癌病人術後淋巴水腫 海報 陳思涵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114 020274 導入醫療團隊資源管理提供整合性心衰竭照護 海報 邱婉瑜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15 020276 運用精實及流程再造手法降低外科病房出院辦理時間 海報 侯惠足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116 020280 臨床試驗廠商人員病歷閱覽及監測管理效能 海報 林國揚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117 020282 提升正顎手術病人口腔清潔執行正確率 海報 林宜燕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118 020283
運用Power BI提升指標管理效率-以「非計畫重返手術室」指標為

例
海報 江蓮君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119 020284 降低腫瘤病房病人壓力性損傷發生密度 海報 黃秋純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虎尾院區

120 020288 提升護理人員執行身體約束照護完整率 海報 林怡婷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院區

121 020289 藉由跨院合作改善離島代檢檢體品質不良率 海報 彭雅萱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22 020291 降低氣管內管致唇部壓傷發生率 海報 蔡香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23 020297 運用共同決策照護一位多次執行腰椎融合術後病人之護理經驗 海報 郭素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

新樓醫院

124 020298 以創新手法編排符合健康識能友善之乳癌衛教手冊 海報 韓和益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125 020304 前白蛋白預測外科加護病房病人預後探討 海報 毛舒茵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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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020305
以醫療團隊資源管理(TRM)手法與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IPP)推動

住院全人整合照護模式
海報 張筑涵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27 020307 一公立偏鄉地區醫院實施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計畫的臨床成效 海報 段生輝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128 020309 運用QCC手法降低頭頸部CTA影像不良率 口頭 王銘範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29 020312 降低腫瘤科病房人工血管相關血流感染密度 海報 鄭惟雅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30 020316
以全人醫療快篩量表為基礎比較腫瘤科及腎臟內科之全人照護分

析
海報 詹佳蓉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31 020318
運用跨團隊合作照護降低非侵入型正壓呼吸器面罩壓力性損傷之

發生率
海報 簡銘宏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132 020321 全膝人工關節置換術病人術後感染品質相關因素之研究 海報 蕭櫻菊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義守大學醫務管理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33 020323 醫療人員面對醫療糾紛事件之心理創傷與其相關因子 海報 陳呈旭 臺中榮民總醫院

134 020324 運用TRM導入住院病人肌少症評估降低內科病房跌倒發生率 海報 蔡毓姝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35 020326
運用擬真情境演練提升內科病房護理人員化學治療作業執行正確

性
口頭 紀麗雪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136 020327 指標管理機制優化─落實指標分層管理，提升品質管理文化 海報 林孟宜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137 020332 運用品管手法進行病人辨識異常事件之初探-以南部某醫學中心例 口頭 劉惠昕 高雄醫學大學

138 020333 遊戲式創新教學提升護理人員急救技能之成效分析 海報 陳勤策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

院新竹醫院

139 020334 運用多媒體教材降低內科病房化學治療異常事件發生率 海報 紀麗雪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140 020336 建立HIV藥師門診模式以提升感染者照護品質 海報 彭筠婷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

學大學辦理

141 020341 運用多元預防策略降低關節置換術後靜脈血栓發生風險 海報 林秀蓉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42 020344 提升婦兒科病房火災緊急應變能力 海報 陳孟妦 澄清綜合醫院

143 020347 運用遊戲式教學提升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急救流程之正確性 海報 鄭秀瑮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144 020348 導入視覺化圖表建立死亡個案管理機制 海報 王慧凝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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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020349 北區某區域教學醫院病人安全文化調查結果分析 海報 林佳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

院

146 020351 提升麻醉照會護理師高壓職場之復原力 海報 黃資文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147 020353 陽性血瓶初步鑑定流程改善與時效分析 海報 李家其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48 020357 強化電動拖板車使用管理提升病人安全 海報 許怡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49 020359 強化延長線減量管理提升用電安全 海報 許怡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50 020360 建置門診發藥多重檢核系統以提升用藥安全 海報 張清香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51 020363 提升長期臥床病人口腔清潔完整率 海報 邱子媛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152 020364 運用律動機縮短腹腔鏡手術後初次排氣時間 海報 林怡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153 020366 跨團隊合作精實提升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接受rt-PA施打率 口頭 侯雅鈴 澄清綜合醫院

154 020368 運用多元創意策略-降低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病人俯臥傷口發生率 海報 陳怡呈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55 020369 資藥連線即刻救援-守護住院藥品異常補發 海報 劉珈妙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

教聖馬爾定醫院

156 020372 建立疾病照護品質監測指標管理流程機制-以冠狀動脈疾病為例 海報 何麗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57 020373
利用客觀結構式臨床能力測驗降低新進護理人員給藥錯誤率之改

善專案
口頭 黃焯怡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58 020376 運用多元式品管手法策略降低醫院周邊公共區域跌倒發生率 海報 洪莉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159 020377 提升孕產兒全程照護教育訓練品質計畫 海報 龔亭方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

教聖馬爾定醫院

160 020381 運用擬真教學提升麻醉專科護理師在NMT知識與技能 海報 李冠宜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61 020382 運用驗證機制提升品質指標資料正確性 海報 王佳蕙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

教聖馬爾定醫院

162 020388
藉由商業智慧軟體Microsoft Power BI 提升加護病房品質指標管理

效率
海報 陳立軒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163 020390
使用情境式居家環境模擬訓練設施提升關節置換病人術後照護成

效
海報 陳韋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64 020391 運用品管手法提升布簾更換作業品質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 海報 劉靜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第 11 頁，共 19 頁



NO. 投稿編號 論文題目 發表方式 第一作者 機構名稱

2022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論文徵稿活動

錄取名單

165 020393 疫情後~建制日康病房照護模式 海報 彭韋華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

學大學辦理

166 020394 慢性腎臟疾病伴隨慢性疼痛患者使用類鴉片藥品的安全性 海報 陳家豪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

經營

167 020400 提升減痛內視鏡檢查流程安全-以中部某地區醫院為例 海報 洪莉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168 020404
運用結構化病歷作業模式降低胸腔內科門診病人執行吸入性藥物

步驟錯誤率
海報 張嘉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69 020407 運用多元教學手法提升急診創傷性殘肢處理流程認知正確率 海報 范巧怡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170 020408
探討疫情間醫院員工對病人安全文化態度的影響因素-以中部某地

區醫院為例
海報 洪莉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171 020409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Telephone Counseling Services for

Care of Patients with Non-Hodgkin Lymphoma
海報 吳佩樺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72 020412 提升股骨骨折術後病人出院準備滿意度 海報 張麗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73 020414 嚼口香糖對緩解血液透析病人口乾情形之成效 海報 康文瑜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174 020416 利用雲端查核系統提升疑義處方照會數 海報 王施涵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175 020420 預防跌倒、「正面」迎擊 海報 朱瑞虹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興建經營)

176 020421 建構指標多維度自動化分析模型-以住院病人死亡率為例 口頭 何思涵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77 020425 運用多元措施提升乳癌病人術後放射治療比率 海報 林鈺欣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1 030002 運用多元激勵策略提升護理臨床教師申請實施之成效 口頭 蔡素玲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2 030003
以OKR模式從點線面推展精實成本與資訊安全-以科室平衡計分卡

為例
海報 蔡介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3 030004 優化實驗室稽核標準化作業 海報 陳美慧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4 030007
Using concept maps to increase the complete rate of shift turnover for

new nurse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海報 方雀蓮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5 030008 優化實驗室毒化物管理 海報 林欣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C.醫院評鑑與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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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30009 運用經營管理策略整合醫療業務與內部作業指標 海報 莊子清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7 030010 全人照護~以口腔癌病人治療抉擇衝突為例 海報 曾姿菁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8 030011 運用翻轉教學提升急性病房新進護理人員訓練期留任率 海報 王淑惠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9 030013
南部某教學醫院醫事職類推廣翻轉教學之臨床教師滿意度及無形

成果
海報 林宏勳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10 030015 運用客觀結構式教學提升膝關節置換術後復健照護品質 海報 顏阿玲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分院

11 030016 運用情境模擬教學於手術室護理人員學習之成效 海報 丁家羚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康院

區

12 030017 提升共同實驗室管理效率 海報 郭于鈴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興建經營)

13 030018 提升實驗室空氣品質監控作業 海報 劉效同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14 030019 建立離散機率模型對改善後之斗六體育館快打站進行效益評估 海報 劉宏輝 臺大醫院

15 030020 提升臨床教師對試用期人員之教學滿意度 海報 李宜儒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6 030021 行動式擴增實境(MAR)教學之應用_以Port-A角針置入教案為例 海報 陳思涵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17 030022 運用DOPS教學評量策略提升新進人員之急救能力及滿意度 海報 江郁汝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8 030023 川崎氏症族群的心肺能力變化~從孩童追蹤到青少年的連續性變化 海報 段生輝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19 030025 建置病歷釋出服務滿意度評估與釋出時效儀表板管理應用 海報 蔡介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20 030026 探討情境模擬教學對新進護理人員協助急救能力成效 海報 李雅慧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21 030027 探討多媒體教學運用於臨床護理人員培訓計畫教學成效 海報 李雅慧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22 030028 利用PDCA手法有效提升醫事職類研究發表執行率 海報 黃馨儀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23 030029 推動醫病共享決策執行策略與成效 海報 謝佩珊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24 030032 您深呼吸了嗎? 疫情下呼吸治療職系導入多元學習平台之經驗分享 海報 羅雅芬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25 030033 運用ADDIE模式設計課程提升同仁對PDCA認知與撰寫實作技能 海報 陳思潔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26 030038 計畫與預算管理系統，提升醫療品質及管理效能 口頭 羅妘妤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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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030039
推動疾病照護品質認證與病人安全文化之探討-以南部某醫學中心

胸腔內科為例
口頭 黃于芬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8 030041 西醫PGY職前訓練導入混成教學之學習成效 口頭 尤澄斌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 040003 台南監獄受刑人C型肝炎篩檢及療效研究 海報 李崇瑋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

營)

2 040006
運用預應式風險管理與精實醫療手法防範專責病房發生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群聚感染事件
海報 洪意華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3 040008
COVID-19疫情期間醫師對於組織態度、工作滿意度與激勵性之相

關性研究-以南部某醫院為例
口頭 王淑娟 高雄榮民總醫院

4 040012
Effectiveness for Molnupiravir Treatment in Health-Care Facilities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fection
口頭 鄭世隆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5 040014 建構視訊診療系統以因應流行疫情之研究 口頭 林景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6 040016 提升血液透析病人COVID-19疫苗施打率 海報 許翊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7 040018 改善疫情期間癌症病人的治療 海報 宋慧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8 040019 提升血液透析護理人員執行COVID-19病人透析照護完整率 海報 許翊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9 040020 開發COVID-19疫苗藥物不良事件主動監測機制 口頭 方志文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10 040021
以ATP冷光儀檢測-經密閉式UVC紫外線燈、靜置效果對病歷紙張

清潔方式確效初探
海報 蔡介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11 040026 以精進防疫作為設置加強型防疫旅館之經驗傳承 海報 張蘭英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及其鹿滿院區

12 040032 疫起守護義無反顧-精神科病房防疫作為面面俱到 海報 黃雅惠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13 040033 護理人員面對COVID-19疫情再次衝擊下之工作壓力來源探究 海報 蔡雨宸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4 040035
運用RPA(機器人流程自動化)加速健康益友平台COVID-19快篩陽

個案確診通報效率
海報 王怡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5 040037 運用精實手法改善確診COVID-19產婦緊急剖腹產轉送流程 海報 高晴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16 040040
導入技術混合照護模式協助COVID-19專責病房照護－以南部某醫

院為例
海報 黃惠卿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17 040041 以精實手法改善疫情盛行期間72小時重返急診比率 海報 謝玉婷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D.防疫作為與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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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40042
快速建構兒科綠色專責通道防疫門診整合模式系統-以中部某醫學

中心為例
海報 羅琬蓉 臺中榮民總醫院

19 040043 運用精實管理優化社區Covid-19疫苗接種站作業流程 口頭 劉錦茹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20 040045 電子同意書應用於防疫作業-以某公立醫學中心為例 海報 林千代 臺中榮民總醫院

21 040047 以品質改善手法提升防疫旅館採檢流程效率 海報 蘇柏安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22 040048 利用戶外停車場改造「COVID-19採檢站」之成效分析 海報 陳秀姬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

院

23 040052 ARCS動機模式運用於專責病房輔助人力學習動機及成效提升 海報 吳東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24 040055 以SIPOC模型分析法提升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社區採檢站報到效率 海報 蔡孟君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25 040056
「快篩陽給藥得來速」醫囑套餐快速開立資訊作業-以中部某醫學

中心為例
口頭 黃資真 臺中榮民總醫院

26 040059 運用多元策略提升牙科同仁於疫情期間的身心健康 海報 蔡美惠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27 040063 病人及陪病者住院期間外出返院智能通知防疫系統 海報 鄭順隆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8 040066
運用專案管理提升在台外籍人士防疫健康識能-以南部某區域教學

醫院為例
海報 陳佳伶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

新樓醫院

29 040072 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時期醫護人員之心理健康 海報 黃麗玲 澄清綜合醫院

30 040076
COVID-19疫情期間組織員工幸福感、組織承諾、工作績效之關聯

性研究-以南部某醫院為例
海報 張筱雯 高雄榮民總醫院

31 040077 智能居家照護個管系統，收案照護零時差 海報 梁欣戎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

32 040083
大學生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之衝擊、因應與心理健康：2020年至

2022年同時期之比較
海報 黃惠美 臺中榮民總醫院

33 040085 運用醫療失效模式與效益分析改善急診發燒篩檢站環境清消流程 海報 蕭如茵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34 040086
Nursing experience in caring for an imported case of confirmed

COVID-19
海報 黃彥茹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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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040087
運用精實方法改善加強版防疫旅館工作環境及流程，提升收住

COVID-19確定病例照護效能
海報 張雅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36 040090 以內容分析法建構防疫知識分享模式 口頭 謝億霖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37 040091
新冠肺炎Omicron風暴下腹膜透析病人之心理健康：相關因素與疫

情衝擊
海報 鍾牧圻 臺中榮民總醫院

38 040092 導入快速響應矩陣圖碼於CODID-19疫苗施打 口頭 謝美妃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39 040094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與復原力之相關性探討 海報 羅玉如 怡仁綜合醫院

40 040095
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導入「防疫地圖」監測系統，修訂住院病人

COVOID-19篩檢流程
海報 林玉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41 040100 新冠肺炎之兒童重症加護病房防疫策略 海報 蔡玟崚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42 040103
藥師於服用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物個案遠距照護諮詢之成效分

析
海報 洪一仁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43 040104 以5S為基礎結合實地訪查機制，提升病人安全 海報 莊昱慈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44 040113 COVID-19疫情中運用 tableau分析人力資源管理成效分享 海報 蔡純琪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

營)

45 040114 COVID-19後疫情時代醫療人員心理健康促進與復原力訓練 海報 蔡純琪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

營)

46 040120
運用動作學習理論提升COVID-19專責病房醫護人員防護裝備穿脫

正確性
海報 王亮媜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47 040121 醫療工作人員於疫情期間身心負擔程度之探討 海報 李菁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48 040127
高屏區首創某醫學中心跨領域合作，提升加強版防疫旅館建構，

營造新冠肺炎個案之安「疫」環境
海報 陳麗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49 040133
COVID-19疫情期間人力中央化管理對組織績效之影響--以南部某

醫院醫事放射師為例
海報 朱美鳳 高雄榮民總醫院

50 040135 探討COVID-19確診者於居隔期間之心理狀態及疫情心理健康服務 海報 林書平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51 040139 疫起守護醫療人員疫情心理健康服務經驗分享 海報 李菁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52 040145 推動精實管理改善計畫以提升行動篩檢巴士之排車工作效率為例 海報 張芷瑜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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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040148 Covid-19專責檢疫病房損益-以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海報 郭怡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54 040151 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COVID疫情期間藥品管理經驗分享 海報 蘇郁仁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55 040154 COVID-19疫情期間員工關懷執行成效-以南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海報 劉懷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56 040156 南部某醫學中心於Omicron疫情中以資訊攔截高風險病人成效分享 海報 陳盈伶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57 040160 運用多元管理方案提升確診COVID-19員工院內提報率 海報 戴琬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58 040167
南部某區域醫院因應Omicron疫情，提升住院陽性個案應變處理流

程
海報 林玉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 050002 糖尿病圖像衛教介入對中高齡病人血糖控制之影響 海報 林珈伃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2 050004 支持+陪伴 溝通要『即時』，產後不『Blue』周產期全人照護 海報 徐富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3 050005
運用MUST營養不良評估量表探究居家失能個案營養狀態暨介入成

效
海報 林育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永康奇美居家護理

所

4 050007
運用動機強化措施執行職場體重管理之效益探討－以北部某長照

機構為例
海報 余筱莉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寧園安養院

5 050008
加拿大職能表現評估應用於急性後期腦中風個案之日常生活功能

促進
海報 衛廣遠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6 050014 肝移植病人之主要照顧者因應策略與創傷後成長相關性探討 海報 陳雅惠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7 050021 中區某區域教學醫院之長期照顧與居家醫療整合的銜接成果 海報 林玟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居家護理所

8 050025 介入心臟衰竭個案管理模式降低六個月內再住院率之成效 海報 林彣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9 050026
運用Framingham Risk Score風險指數探討夜間醫療工作者未來十年

罹患心血管疾病風險之相關因素
海報 林欣妮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0 050030 以RE-AIM模式評價SDM衛教計畫有效性 海報 毛佩玲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

建經營

11 050041 Colchicine對於急性冠心症心血管事件之效益 海報 郭廣華 敏盛綜合醫院

12 050044 台灣中部某長照機構住民骨質疏鬆藥物治療介入成效之研究 海報 林亭妏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13 050045 胸椎脊髓損傷以電動站立式輪椅介入之物理治療成效 海報 沈重任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14 050051 運用零抬舉政策提高安全轉移位正確率成效分析 海報 賴永章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5 050055 大學生家庭暴力經驗、自尊與憂鬱症狀之相關研究 海報 黃秋瑛 亞洲大學

E.健康促進與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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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50057

Effects of protein-rich supplement combined with resistance exercise on

walking speed in older individual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sarcopenia

海報 廖峻德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17 050058 醫院藥師執行居家藥事照護之處方建議型態與成效分析 海報 莊佳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

紀念醫院

18 050063 某區域教學醫院跨領域團隊合作居家照護藥事服務成效探討 口頭 蕭麗玲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9 050064 瑜珈及按摩對COVID -19期間醫護人員職業壓力的影響 海報 楊鈴韻 敏盛綜合醫院

20 050065 探討照顧服務員肌肉骨骼不適、焦慮與睡眠品質之相關性研究 海報 陳秀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21 050069 以導入失智共同照護模式改善病友家屬照顧負荷之探討 海報 蕭嘉慧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22 050071 運用資料探勘技術探討新冠肺炎對醫院工作者的影響 海報 李易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3 050072 降低血液透析病人高血磷發生率 海報 林宜穎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24 050073 運用繪本工作坊方案提升機構住民幸福感 海報 楊珊寧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台中慈濟護理

之家

25 050077
比較二種戒菸服務對成年吸菸者戒菸自我效能與戒菸成功率之研

究
口頭 蘇億玲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26 050081 台灣中部某長照機構住民骨質疏鬆現況初探 海報 張雅惠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27 050087
Concordance between self-reported and administrative data for care

continuity measurements.
海報 王怡人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28 050088
某區域教學醫院運用實證醫學文獻制定嚴重腦損傷病人家屬醫病

共享輔助工具
海報 徐慧倫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29 050100 提升戒菸連續性照護品質-照護系統 口頭 鄭聰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

紀念醫院

30 050103 後疫情時代以多元模式推動臨場健康關懷服務 海報 鄭嘉佩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31 050105 以步態分析介入中風患者之物理治療成效 海報 沈重任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32 050114 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計畫介入成效 海報 羅逸淳 怡仁綜合醫院

33 050117 運用質性研究分析南部地區失智社區服務據點運作的主要問題 海報 吳佳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34 050123 強化糖尿病腎病變的藥事照護，落實精準醫療 海報 陳九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35 050124
運用漸進性阻力及腳趾抓握運動訓練衰弱前期長者之成效探討-以

南部某社區失智據點為例
海報 陳美辰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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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50129 提升長期照護居家照顧服務員對安寧緩和概念認知 海報 林美延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37 050131
奇疫時刻醫起智慧健康新生活跨團隊揪團減重對代謝症候群改善

成效
口頭 許淑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38 050135 馬斯洛需求理論與社會參與關係之研究-以中高齡者為例 海報 游淑萍 明志科技大學

39 050138 提升慢性腦中風復健病房「床邊復健照護」執行率 口頭 甘維滿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40 050140
探討台中市某老人福利機構導入自立支援後照顧服務員照顧模式

之轉變
海報 葉思岑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榮富慈益基金會私立

榮富第一區社區長照機構

41 050142
探討疫情期間醫院員工身心健康透過健康促進活動介入的影響~以

花蓮某醫學中心為例
海報 劉曉諭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42 050144 COVID-19疫情對於戒菸服務量之影響 海報 吳亦軒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43 050150
長照機構護理人員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對知識創造與組織創新之

影響
海報 郭于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44 050157
透過跨團隊合作以創新夏令營計劃介入社區老年人對健康的影響

之研究
海報 葉美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45 050162
新冠肺炎疫苗施打對於糖尿病人其糖化血色素及血糖控制的影響

變化
海報 李政倫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46 050163 社群媒體對中高齡者社會參與及社會支持之影響 口頭 王培柔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47 050164 提升住院病人高齡友善服務滿意度 海報 陳珈諭 澄清綜合醫院

48 050170 運用OGSM方法提升地區醫院檢驗科人力運用效益 海報 馬超群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49 050176 以健康信念模式分析手術室護理人員手術煙霧吸入之預防行為 海報 賴淑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50 050182

Relative effects of exercise alone or combined with noninvasive

treatments on sarcopenia for osteoarthritis in lower extremities: a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海報 廖峻德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第 19 頁，共 1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