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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年10月7日(星期日)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場地

時間
第二會場
101講堂

第三會場
102講堂

第四會場
103講堂

第五會場
104講堂

第六會場
105講堂

第七會場
201講堂

08:30-10:00
專題討論：
青少年健康行為

(國健局)

專題討論：
由公共衛生福祉的
觀點探索新時代的
基因與社會關係

(流病學會)

專題討論：
自殺死亡率分析

(成功大學)

一般論文：
分子流行病學

一般論文：
醫療利用

一般論文：
空氣污染與健康

10:00-10:3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

10:30-12:00 一般論文：
健康生活型態

專題討論：
慢性病分子遺傳
流行病學

(流病學會)

公共衛生教育
核心課程座談

一般論文：
大型資料庫之
健康議題

一般論文：
醫療政策

一般論文：
職業與環境衛生

12:00-13:30 餐　　敘

13:30-15:00
專題討論：
國際衛生
(國合處)

專題討論：
出生世代
(國健局)

一般論文：
社區與族群健康

一般論文：
青少年健康

一般論文：
全民健保相關議題

一般論文：
衛生教育

15:00-15:3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

15:30-17:00
專題討論：
國際衛生合作

(台灣駐馬拉威醫療團)

專題討論：
健康風險分析

(國衛院)

一般論文：
醫療照護品質與
醫師人力分佈 

一般論文：
心理健康

一般論文：
危害健康行為

專題討論：
慢性腎臟病
政策規劃(國健局)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敬邀＊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2007年基因、環境、社會－公共衛生觀點學術研討會」

日期：2007年10月6日(星期六)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場地

時間
一樓大廳

第一會場
B1國際會議廳

第二會場
101講堂

第三會場
102講堂

09:20-09:40 工作坊報到

09:40-10:40 工作坊一：
論文寫作

11:00-12:00 工作坊二：
如何成功申請研究計劃

12:00-13:00
聯合年會報到

12:30-13:00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會員大會

13:00-13:30 開幕及頒獎

13:30-16:30 「基因、環境、社會—公共衛生
觀點」主題演講與討論

16:30-17:00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會員大會

17:00-17:30 海報論文展示與解說

18:00-19:00 公衛師生餐會

19:00-20:00 聯誼節目表演

2 0 0 7年聯合年會
台北市中正區1 0 0徐州路1 7號
T E L / F A X : ( 0 2 ) 2 3 9 1 - 9 5 2 9

印 刷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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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2007聯合年會
主題：「基因、環境與社會—公共衛生觀點」

大會節目表(依日期、會場排列)

大會報到

10月6日(星期六)

12:00-13:00 聯合年會報到—立夫教學大樓一樓大廳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會員大會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12:30-13:00 主席致詞　　邱弘毅(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謝芳宜(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邱弘毅(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開幕及主題報告

10月6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地點：B1國際演講廳

主持人：陳為堅(Dr. Wei-Jen Chen)台灣大學公衛學院副院長、公衛系主任暨流行病所教授
13:00-13:10 貴賓致詞 陳再晉(Dr. Tzay- Jinn Chen)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李志恆(Dr. Jih-Heng Li) (行政院衛生署技監)
  黃榮村(Dr. Jong-Tsun Huang)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13:10-13:30 頒發公共衛生優秀論文獎、研究生論文獎

主題：「基因、環境與社會—公共衛生觀點」演講與討論
13:30-13:55 子題一： Public Health in a Global World
 主講人： Dr. Pierre Buekens美國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Tropical Medicine, Dean)
13:55-14:20 子題二： Genetics and Public Health
 主講人： Dr. Terri H. Beaty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rofessor)
14:20-14:45 子題三： Application of Genetic Epidemiology: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s
 主講人： Dr. Dani Fallin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ssistant Professor)
14:45-15:05 茶敘、投票選舉第16屆理監事
15:05-15:30 子題四：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of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主講人： 梁賡義(Dr. Kung-Yee Liang)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rofessor)
15:30-15:55 子題五： Association in the post genome-wide association era
 主講人： 沈志陽(Dr. Chen-Yang Shen)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15:55-16:25 綜合討論

工作坊

10月6日(星期六)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09:40-10:40 工作坊(一)：論文寫作＜請參考第16頁資訊＞
11:00-12:00 工作坊(二)：如何成功申請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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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會員大會

第一會場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16:30-17:00 主席致詞　　陳為堅(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李中一(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陳為堅(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海報論文展示

10月6日(星期六)

 地點：一樓大廳

17:00-17:30 海報論文展示與解說時間(海報報告者請在會場解說)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出清庫存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自第十三卷至第二十五卷之過期雜誌，將以每本50元特價出清，歡迎購買收藏。選
購查詢10/6-10/7請至立夫樓一樓報到處之「台灣衛誌展示區」，或請洽02-23584341編輯部郭小姐。

您可在下列兩處查詢各期期刊篇目：

1. 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首頁：http://www.ceps.com.tw/ec/echome.aspx
2.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首頁：http://www.read.com.tw/web/hypage.cgi?HYPAGE=index.htm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廣告刊登價目表

版　　位 印　　色 全　　頁 半　　頁

封面裡頁 彩　色 35,000 25,000
封底裡頁 彩　色 30,000 20,000
內　　頁 彩　色 25,000 15,000
封面裡頁 黑　白 20,000 12,000
封底裡頁 黑　白 20,000 12,000
內　　頁 黑　白 8,500 5,000

本誌所提供之廣告刊登服務，歡迎各界的支持與使用！各大學院校相關系所之招生、徵聘

教師、統計諮詢、學院活動等，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衛生政策宣導及相關資訊，皆可透過本誌刊

載以廣為週知。長期刊登者可另享優惠，10/6-10/7兩日歡迎至立夫樓一樓報到處之「台灣衛誌
展示區」洽詢，或致電02-23584341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編輯部郭小姐。

公衛師生聯誼晚會

10月6日(星期六)

18:00-19:00 公衛師生餐會 地點：一樓大廳

19:00-20:00 聯誼表演節目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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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青少年健康行為現況及其政策意涵

10月7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主持人：	李　蘭(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政所教授)

	 吳秀英(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副局長)

08:30-08:40 主持人開場

08:40-09:00 2006年「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結果簡報
林宇旋(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科長)

09:00-09:20 調查結果的政策意涵初探

莊義利(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研究中心主任)
09:20-09:30 青少年健康行為監測於青少年健康政策之應用與建言

賴香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09:30-09:40 青少年健康行為監測在學校健康政策之應用

林美雲(台北市市立永吉國中校長)
09:40-09:50 綜合討論

09:50-10:00 總　結

一般論文

主題：健康生活型態

10月7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主持人：	晏涵文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10:30-10:48 身體活動、靜態活動與健康體位之探討：以五、六年級學童為例

林佑真

10:48-11:06 國民中學健康教學者工作狀態與健康生活品質關係之探討

劉潔心、晏涵文、邱詩揚、廖梨伶、廖靜宜、洪惠靖

11:06-11:24 使用輔具失能者之健康生活品質

陳慧郡、徐慧娟

11:24-11:42 某科技大學學生睡眠品質之調查

陳怡君、李佩潔、周蕙芝、馮淑玲、葉心婷、蘇虹珮、王健懿、蔡禮全

11:42-12:00 探討減重後患者的自我效能、社會支持、遵醫囑行為與維持體重的相關研究

林亞發、朱正一、李明憲、黃森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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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國際衛生

10月7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主持人：	陳靜敏(台北醫學大學老人護理暨管理學系主任)

	 商東福(衛生署國際合作處簡任技正)

13:30-13:45 APEC衛生任務小組之過去及衛生工作小組之展望
商東福、陳慧穗

13:45-14:00 台灣「醫療器材援外平台計畫」—GMISS
黃義侑、張武修

14:00-14:15 台灣與非洲醫療合作的現況與發展

陳美娟、羅淑瑞、林佳瑩

14:15-14:30 台灣及亞太地區醫療合作

嚴文姝、劉家秀

14:30-14:45 國際緊急醫療援助

陳厚全、劉家秀、連淑芬、張武修、陳再晉

14:45-15:00 台灣協助裂谷熱之回顧

陳厚全、連淑芬、張武修、陳再晉

專題討論

主題：台灣國際衛生合作近況與展望—非洲馬拉威經驗

10月7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主持人：	卓德松(屏東基督教醫院院長)

15:30-15:52 馬拉威北部姆祖祖中央醫院愛滋自發性檢測民眾對瘧疾藥物－

 Sulfadoxine-yrimethanmine之抗藥性盛行率調查
廖冠焯、謝聰哲、陳承佑、藍志堅、陳志成、余廣亮

15:52-16:15 馬拉威孕產婦對生產地的選擇及對愛滋病認知探討

黃彥淵、向玉美、黃文玲、陳志成、卓德松、余廣亮

16:15-16:37 開發中國家愛滋病患電子資料管理系統之應用與紙本轉換經驗－以非洲馬拉威為例

吳宗樹、吳世宏、黃文玲、李宗興、蔡卓榮、劉　侃、余廣亮

16:37-17:00 第七層醫療資訊交換協定於開發中國家跨組織愛滋病患電子資料系統之應用－

 以非洲馬拉威國際合作經驗為例

吳宗樹、吳世宏、陳坤助、劉　侃、余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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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由公共衛生福祉的觀點探索新時代的基因與社會關係

10月7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主持人：	蔡篤堅(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所教授)

08:30-08:50 分子流行病學之研究設計、成果趨勢、研究者的社會責任

張啟仁

08:50-09:10 鋪陳後基因體醫學的法規地圖

范建得、李崇僖、林瑞珠、陳汝吟

09:10-09:30 由臨床諮詢到公共諮商：攸關基因資料庫倫理治理架構的構思

陳文姍

09:30-09:50 以社區為基礎的研究夥伴關係與公衛體系轉型

高美英、陳妤嘉、蔡篤堅

專題討論

主題：慢性病之分子和遺傳流行病學

10月7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主持人：	葉錦瑩(台北醫學大學公衛所副教授)

10:30-10:45 介白素2, 6, 8, 10, 12, 18基因多形性與頸部內中膜層之相關研究
陳薏如、謝芳宜、謝宜蓁、連立明、白其卉、許重義

10:45-11:00 基質金屬蛋白酶-2,-9,及其組織抑制劑-1,-2基因多形性與泌尿道上皮癌之相關研究
沈俊安、王淵宏、李瀛輝、沈正煌、葉劭德、邱弘毅

11:00-11:15 抽菸、NQO1及SULT1A1的基因多形性與泌尿道上皮癌之相關性
王淵宏、李瀛輝、曾柏蒼、沈正煌、邱弘毅

11:15-11:30 抽菸、CYP1A1及Myeloperoxidase基因多形性與高血壓之相關性
留以堅、鍾季容、范子威、戴正偉、薛玉梅

11:30-11:45 葡萄糖耐性與懷孕能力關係之探討

魏曉瑞、廖千媚、賴冠霖、江漢聲、葉錦瑩

11:45-12:00 男性低生育力危險因子之探討

陳淑君、賴冠霖、江漢聲、曾啟瑞、葉錦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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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台灣出生世代研究—社會環境與兒童健康

10月7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主持人：	宋鴻樟(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13:30-13:45 台灣出生世代研究的背景與執行現況

林秀娟

13:45-14:00 幼童健康行為與習慣養成

李　蘭、吳文琦

14:00-14:15 家庭學習環境與兒童健康

江東亮、吳君黎

14:15-14:30 托育機構評估

馮　燕

14:30-14:45 幼兒媒體暴露

邱玉嬋

14:45-15:00 綜合討論

專題討論

主題：健康風險分析

10月7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地點：102講堂

主持人：	謝顯堂(國家衛生研究院教授)

15:30-15:48 以風險的比較切入談風險溝通的策略

溫啟邦、謝顯堂、江博煌、詹大千

15:48-16:06 台灣中部地區居民鎘暴露與紅血球因子相關性探討

陳曉妍、王淑麗、謝顯堂、陳介文、吳卓翰、吳文化

16:06-16:24 彰化地區居民腎功能與尿中砷濃度之相關性

吳卓翰、謝顯堂、溫啟邦、王淑麗、江博煌、陳曉妍、陳筱蕙

16:24-16:42 地理資訊系統在健康風險分析上的應用

陳筱蕙、溫啟邦、謝顯堂、江博煌

16:42-17:00 細懸浮微粒對於心肺疾病危害貢獻度分析

詹大千、溫啟邦、謝顯堂、江博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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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自殺死亡率分析

10月7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103講堂

主持人：	呂宗學(成功大學醫學院公衛所副教授)

08:30-08:52 Time-series analysis of trends in unemployment, income inequalities, and suicide 
mortality in Taiwan, 1959-2005
吳若寧、鄭雅文、林季平

08:52-09:15 台灣鄉鎮自殺死亡率差異的初步分析

楊嘉芬、楊靜利

09:15-09:37 A tale of two cities -- effects of availability of pesticides on suicide mortality rates
林進嘉、呂宗學

09:37-10:00 台北市跳樓自殺死亡地點分析

陳映燁、宋晏仁、杜仲傑、呂宗學

專題座談

主題：公共衛生教育核心課程

10月7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103講堂

主持人：	吳聰能(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

10:30-10:45 歷史沿革： 台灣公共衛生大學部教育之演變與未來出路
  陳為堅(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
10:45-11:00 核心知能： 公共衛生學系之修課規定與核心知能之建立的可行性

 宋鴻樟(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11:00-11:15 他山之石： 醫學相關領域之證照考試經驗

 詹美華(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副教授)
11:15-11:30 實務考量： 公共衛生師立法的推動
  李玉春(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
11:30-12: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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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社區與族群健康

10月7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103講堂

主持人：	黃光華(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管所助理教授)

13:30-13:45 優秀論文獎—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uenza vaccination and outpatient visits 
for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by the elderly in Taiwan
Yi-Wen Tsai, Weng-Foung Huang, Yu-Wen Wen, Pei-Fen Chen

13:45-14:00 原住民肺結核病患未完成治療原因探討

陳照惠、蔡文正、龔佩珍、楊文達、李翠鳳、沈光漢

14:00-14:15 探討原漢獨居老人使用遠距照護系統之影響因素及智慧化發展需求評估

邱秋禎、謝婉華

14:15-14:30 外籍及大陸配偶婚生子女較不健康：事實或假象？

蕭文萱、江東亮

14:30-14:45 社區醫療群醫師參與長期照護影響因素之探討

郭英玲、謝碧晴、蘇慧芬、馬漢光、張蓓莉

14:45-15:00 台灣社區藥局關鍵成功因素與經營績效之研究

吳宛臻、黃光華、蔡文正、黃松共

一般論文

主題：醫療照護品質與醫師人力分佈

10月7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103講堂

主持人：	龔珮珍(亞洲大學健康學院副教授)

15:30-15:48 中醫醫療服務品質缺口分析 
李思儀、蔡文正、張永賢、林永農、龔佩珍

15:48-16:06 疼痛控制對手術住院醫療利用之影響－以全子宮切除術為例

黃惠瑩、龔佩珍、蔡文正、吳志成、洪至仁

16:06-16:24 醫院/醫師服務量及醫師經驗對上消化道出血病患治療成效之相關探討
黃俊凱、王秀伯、楊長興

16:24-16:42 探討影響上肢多汗症患者有無接受交感神經手術之相關因素及生活品質之差異

賴重佑、龔珮珍、蔡文正

16:42-17:00 台灣地區醫師人力分佈指標之建置研究

蔡文正、龔佩珍、楊志良、吳守寶、林佩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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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分子流行病學

10月7日(星期日)

第五會場 地點：104講堂

主持人：	孫建安(國防大學醫學院公衛所教授)

08:30-08:45 優秀論文獎—台灣地區SARS的分子流行病學研究：發展一個新的基因演化分析方
法並探討各醫院院內感染的關係
藍郁青、劉孜孜、楊志元、李建銘、陳沿如、詹宇鈞、盧章智、劉信孚、
熊　昭、何美鄉、蕭廣仁、陳豪勇、陳宜民

08:45-09:00 青少年焦慮/憂鬱與新陳代謝指標的遺傳相關：多變項的雙胞胎與手足分析
郭淑瑜、劉碧華、李祚卿、孫孝芳、張慶忠、莊立民、陳為堅

09:00-09:15 GSTA1基因多形性與吸菸和冠狀動脈心臟病發生之相關
林中棻、郭李堂、 宋鴻樟、葉志清

09:15-09:30 綠茶飲用、兒茶酚-O-甲基轉移酶基因多形性與肺癌危險
湯鈺敏、何明霖、陳佩玉、陳又榕、林曉筠、朱殷弘、翁瑞宏

09:30-09:45 一氧化氮合成酶基因型、單體型與冠狀動脈心臟病之關係
魯明蓁、林宛儀、郭李堂、宋鴻樟、葉志清

09:45-10:00 CYP1A1基因多形性與吸菸和冠狀動脈心臟病發生之相關
徐菀屏、朱祥昱、郭李堂、宋鴻樟、葉志清

一般論文

主題：大型資料庫之健康議題

10月7日(星期日)

第五會場 地點：104講堂

主持人：	邱弘毅(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公衛所教授)

10:30-10:45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ngenital, neurological, and immunological disorders 
with autism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in Taiwan
陳娟瑜、陳光宏、黃素鈴、劉介宇、林克明

10:45-11:00 長期照護機構結核病患盛行率與完治情形
龔佩珍、蔡文正、沈光漢、彭安娜、郭娓吟

11:00-11:15 台灣矯正機關結核病患盛行率與完治情形
龔佩珍、蔡文正、李仁智、張伍隆、郭娓吟

11:15-11:30 影響南投縣居民罹患慢性全身性疼痛之相關因素
郭銘珊、游雅惟、陳俊宏、郭憲文

11:30-11:45 骨質疏鬆症流行病學探討
周鴻烈、游清柱、陳智賢

11:45-12:00 台灣地區12-64歲者跌傷之盛行率暨危險因子
蔡益堅、葉純志、藍祚運、張文瓊、洪百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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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青少年健康

10月7日(星期日)

第五會場 地點：104講堂

主持人：	周碧瑟(陽明大學醫學院公衛所教授)

13:30-13:45 花蓮北部鄉村地區國中學童氣喘盛行狀況與居家環境因素之相關分析

王馨苡、王豊裕

13:45-14:00 不同交通流量國小學童氣喘與鼻病毒暴露健康風險評估

陳乃慈、張靜文、黃依齡、宋鴻樟

14:00-14:15 上皮細胞黏附蛋白(CDH1)與轉化生長因子beta-1 (TGF-β1)基因多形性與兒童氣喘
彭竺英、許睿奇、呂克桓、郭周彩濃、陳致君、李巧雯、翁瑞宏

14:15-14:30 青少女暴露二手菸與經痛之追蹤式研究

郭錦蓉、賴俊雄、郭憲文

14:30-14:45 北台灣地區腸病毒71型流行病學世代研究
羅淑婷、江百善、趙安祥、林瑞瑩、 林奏延、李敏西

14:45-15:00 青少年憂鬱之介入成效分析—以「認知行為」、「心理演劇」團體探討

王慧瑩、陳怡樺

一般論文

主題：心理健康

10月7日(星期日)

第五會場 地點：104講堂

主持人：	洪玓玲(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15:30-15:48 女大學生對自我身材不滿意之相關因素與影響

侯心雅、盧鴻毅

15:48-16:06 社區民眾對常見身心症狀的歸因

蕭芝殷 、張　珏
16:06-16:24 青少年自殺企圖、憂鬱症狀之危險因素探討

鄭仰辰、陳秋瑩

16:24-16:42 青少年心理困擾、自殺傾向、壓力來源、與因應方式探討—以南部都會青少年為例

陳芬如、宋玲娜、梁亞文

16:42-17:00 中老人憂鬱傾向之相關影響因素－變動分析

王瑞鈴、朱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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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醫療利用

10月7日(星期日)

第六會場 地點：105講堂

主持人：	吳肖琪(陽明大學醫學院衛福所教授)

08:30-08:48 市場特質及其他因素對急性病患超長住院情形之影響

葉馨婷、吳肖琪

08:48-09:06 影響醫療區心導管醫療利用成長之相關因素－以1997～2005年為例
康暐篁、蔡文正、龔佩珍

09:06-09:24 電腦斷層掃描(CT)於精神疾病之利用與相關因素之探討
李世雄、蔡文正

09:24-09:42 影響高科技醫療利用相關因素—以體外震波碎石術(ESWL)為例
龔佩珍、蔡文正、吳錫金、鄭婷之

09:42-10:00 以資料庫整合為基礎之公共衛生監測服務

戴莉雯、陸玓玲、劉軒秀、張純如、葉彥伯

一般論文

主題：醫療政策

10月7日(星期日)

第六會場 地點：105講堂

主持人：	李卓倫(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衛系副教授)

10:30-10:48 台灣醫療網計畫評估：經費配置及醫療資源分布變化趨勢之分析

劉子仲、李卓倫

10:48-11:06 家戶二手菸對醫療費用的影響

吳倫愷、李卓倫

11:06-11:24 醫師自覺癌症諮詢規劃費對病患診療之影響

曾盈甄、蔡文正、龔佩珍、梁永昌、謝淑惠、 彭慶添、謝瑞坤、鍾道生、
葉啟源、陳文政

11:24-11:42 1990-2005年家戶醫療財務負擔不均之分析
江心怡、李妙純

11:42-12:00 職災補償制度的歷史緣起、轉變與制度現況

王嘉琪、鄭雅文、邱文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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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全民健保相關議題

10月7日(星期日)

第六會場 地點：105講堂

主持人：	蔡文正(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管所副教授)

13:30-13:48 健保IC卡實施對病人不同處方之同類藥物用藥日數重複之影響
羅好芸、龔佩珍、蔡文正、黃光華、吳守寶、詹勳政

13:48-14:06 實施健保IC卡對民眾非正常就醫行為之影響
謝佳玲、龔佩珍、蔡文正、吳守寶、詹勳政、黃光華

14:06-14:24 全民健康保險肺結核論質計酬計畫之評估

李亞欣、蔡文正、龔佩珍

14:24-14:42 以存活分析法探討投保行為之影響因素

劉堉婷、許建盛、史惠華、楊翠華、黃素蓉、王怡人

14:42-15:00 收容人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可行性之分析

蔡文正、龔佩珍、張伍隆、廖家慧、許南榮、李奇學

一般論文

主題：危害健康行為

10月7日(星期日)

第六會場 地點：105講堂

主持人：	胡淑貞(成功大學醫學院公衛所副教授)

15:30-15:48 南投縣原民鄉學童菸害盛行率及相關因素調查

何清松、林淑華、廖龍仁、張淑真、吳柔幸、關仁俊

15:48-16:06 台灣 地區民眾保險套使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
李珮綺、陳富莉、陳韻柔、徐筱瑜

16:06-16:24 探討大學生在網路上瀏覽色情資訊的相關因素

盧欣妤、盧鴻毅

16:24-16:42 高危險群藥物濫用者成癮影響因素研究

龍紀萱、賴俊雄、戴志展、陳世堅

16:42-17:00 台灣地區在學青少年之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吸菸、喝酒、吃檳榔之盛行率比較

柯雅齡、張凱瑛、鄭雅婷、李玫姿、賴璟賢、朱日橋、郭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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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空氣污染與健康

10月7日(星期日)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主持人：	毛義方(陽明大學醫學院環衛所教授)

08:30-08:45 時間活動模式對空氣污染物總暴露推估之影響

徐怡雯、黃玉立、洪崇軒、李家偉、袁中新

08:45-09:00 台北市國小學童上呼吸道症狀與其學校附近交通流量之關係研究

林純吉、林志鴻、毛義方、陳美蓮

09:00-09:15 空氣長程傳輸之流感與禽流感病毒偵測與健康效應評估

林乾坤、蔡豐達、楊之遠、陳培詩

09:15-09:30 幼稚園室內空氣品質監測

李宜璉、黃婷鈺、張郁函、陳培詩

09:30-09:45 醫院空氣中肺結核桿菌濃度分佈調查

陳岱煒、 陳培詩
09:45-10:00 台灣不同溫泉區環境空氣中酸性氣膠特性之研究

林志鴻、毛義方、陳美蓮

一般論文

主題：職業與環境衛生

10月7日(星期日)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主持人：	郭憲文(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環衛所教授)

10:30-10:45 輪班工作、腫瘤壞死因子-α-308、基質金屬蛋白水解酶-3、基質金屬蛋白水解酶-9
基因多形性對於職業駕駛的脈波傳導速率之效應

董冠言、許立潔、黎友苓、陳俊傑、葉志嶸、陳佩玉、王贈惟、陳又榕、翁瑞宏

10:45-11:00 TFT-LCD業勞工作業環境噪音之暴露評估研究
黃桂虹、顏欣榆、張大元

11:00-11:15 瓦斯分裝員健康狀況初探

張淑如、陳玟伶

11:15-11:30 中部地區國小學童環境電磁場之暴露評估研究

賴昱安、王嘉欣、葉怡伶、莊雅婷、李佳蒨、張大元 
11:30-11:45 比較95和96年中部科學園區周界鄰近居民尿中2-奈酚濃度之差異

郭憲文、余佳璘

11:45-12:00 台灣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依環保署公告建議值之調查研究

蔡忠融、陳美蓮、沈世宏、張富貴、毛鏡琪、呂育諭、毛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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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教育

10月7日(星期日)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主持人：	劉潔心(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衛教系教授)

13:30-13:48 探討本國籍與外籍母親之嬰幼兒哺餵母乳時間長短與神經行為發展的影響

朱麗菁、陳保中

13:48-14:06 「台灣國際安全學校計畫」行動研究之過程結果評價研究

李明憲、楊芳茵、 劉奕汝、曹一文、陳昶源
14:06-14:24 國中、國小、高中用藥安全課程開發研究

李明憲、楊芳茵、曹一文、劉奕汝、陳昶源

14:24-14:42 運用健康E化科技系統提升國民中學健康教學者健康專業能力與健康生活型態
劉潔心、廖梨伶、洪惠靖、邱詩揚、晏涵文

14:42-15:00 健康傳播應用於網路繼續教育之探索性研究

蔡鶯鶯

專題討論

主題：慢性腎臟病政策規劃

10月7日(星期日)

第七會場 地點：201講堂

主持人：	徐瑞祥(國民健康局組長)

15:30–15:45 我國腎臟病現況與問題分析

15:45–16:00 各國慢性腎臟病防治計畫評估與分析

16:00–16:20 慢性腎臟病防治政策規劃

16:20–16:4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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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講座
第二會場 地點：101講堂

第一場

10月6日
09:40-10:40

工作坊(一)：論文寫作

演講人：張照勤(中興大學獸醫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第二場

10月6日
11:00-12:00

工作坊(二)：如何成功申請研究計畫

演講人：呂宗學(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 欲參加工作坊講座，每場需繳交報名費100元。請上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網頁
 http://www.publichealth.org.tw/下載報名，或利用下表回覆報名即可。

姓　　名

參加場次 □工作坊(一)：論文寫作　□工作坊(二)：如何成功申請研究計畫

服務機關

(就讀學校)

職　稱

(系所年級)
電　話

通訊處 □□□□□ 電　話

電子信箱

備註： 1. 請填妥本表後傳真至本會並電話確認，電話：(02)3322-8003，傳真：(02)2391-9529。
 2. 報名費每場次100元，請於會前將報名費利用中華郵政公司郵政劃撥帳戶繳納，
  戶名：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帳號：01014920。



��

論文海報展示

展示時間：10月6日上午9:00起至10月7日下午4:00 地點：一樓大廳

主題：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1. 出生體重異常與父母相關因素之探討
張紫渝、顏筱瑩、張筑婷、張瑋庭、何文照、林孟宏、何紀璋、黃國晉、林瑞雄

 2. 嬰兒源於周產期死因之相關因子探討
林孟宏、何文照、吳聰能

 3. 估計國內母乳攝取量及零到六個月嬰兒營養狀態與生長發育之研究
蘇郁芬、盧立卿、廖靜郁

 4. 醫院飲食中礦物質及微量元素含量探討
林國誠、吳錦景、楊美都、陳偉德、王果行

 5. 低碳水化合物飲食對心血管危險因子之影響：整合分析
薛宇佩、李文宗、潘文涵

 6. 某地區民眾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健康之篩檢
林右翎、邱碧君、郭憲文

 7. 利用全國癌症登記檔案評估胃癌存活及分佈狀況 
張媛婷、宋鴻樟、陳美珠

 8. 末期腎臟疾病危險因子之病例對照研究
蔡夙穎、曾弘富、譚秀芬、簡玉樹、張家築

 9. 以體外震波碎石術治療泌尿道結石其廓清情形及影響結石復發之相關因素—
  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林孟燁、龔佩珍、蔡文正

 10. 血中一氧化氮濃度與遺傳因素對於成人氣喘及肺功能之相關性
陳曉妮

 11. 臭氧與肺功能的相關性探討 
何紀璋、林孟宏、何文照、蕭光明、陳保中、林瑞雄

 12. 營造業勞工「提神口服液」用藥行為流行病學調查分析
李復惠

 13. 板金從業人員之健康風險評估
何文照、林孟宏、陳秋瑩、林君黛、陳秋蓉、賴俊雄、吳聰能

 14. 婦女接受乳房攝影篩檢檢查影響因素與需求之初探
林哲弘、黃菊珍、陳凱倫

 15. 精神疾患狀態對受試者評估家庭功能之影響
江俊薇、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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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性別及人格差異對青少年生活事件填報結果之影響
楊志清、楊浩然

 17. 影響精神病住院病患醫療費用及住院天數之相關因素
鄭鈺樺、林志銘

 18. Factors predicting the incidence and discontinuity of long-term use of Benzodiazepines 
in Taiwan
方芍又、陳娟瑜、林克明、張憶壽、吳佳璇、張家銘

 19. 台灣結核病流行病學的情況：全民健保研究資料庫之8年世代族群的研究
楊敏慧、宋鴻樟

 20. 肝癌篩檢異常與民眾基本特質之相關性—以台灣地區某市居民為例
邱碧君、林右翎、郭憲文

 21. 紫外光的意外暴露
林純吉、葛　謹、鄧昭芳

 22. 消費者飲食與高血壓糖尿病盛行率相關分析
李河水、王素梅

 23. 調節血脂類保健食品之現況與趨勢
陳淑芳、簡相堂

主題： 衛生政策
 24. 防制藥物濫用再犯循環之對策
朱日僑、鄭憲覬、張傑雄、邱進益、簡俊生

 25. 台灣地區醫師人力分佈之評估—以吉尼係數為例
蔡文正、龔佩珍、楊志良、吳守寶、林佩璉

 26. 全國衛生稽查員專業能力認知與訓練成效差異之探討
蔡智仁、莊弘毅、黃志中、趙坤郁、 邱亨嘉

 27. 10元菸品健康捐課徵對香菸消費與菸稅收益之影響效果
李家銘

 28. 錢到哪裡去？中部某縣身心障礙申請鑑定案件分析(2003-2006)
劉軒秀、陸玓玲、戴莉雯、尚筱菁、黃敏慧、葉彥伯

 29. 勞保制度下職業傷病患者求醫、尋求補償救濟、以及復健過程所面臨的困境
王嘉琪、鄭雅文、郭育良

 30. 機構式喘息服務對失能老人主要照顧者負荷之影響 
陳美妙、陳品玲、陳靜敏、徐亞瑛

 31. 中醫住院支付標準之專家意見德菲法研究
洪錦墩、賴俊雄、李卓倫、褚柏菁、施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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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台灣地區基層醫師人力未來需求之推估
洪錦墩、李卓倫、梁亞文、陳淑雯、宋文娟

 33. The Effect of Selected Comorbid Diseases on the Total Outpatient Payment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Ling-Na Sung, Carleen H. Stoskopf, Fen-Ju Chen, Yia-Wun Liang

 34. 躁鬱症主要照顧者因照顧患者所引發需要之探討
黃雅雪、葉玲玲

 35. 不同疾病嚴重度失智症患者居家、日間照護、護理之家服務之成本效性分析
黃雅君、葉玲玲

 36. 都市貧窮化與健康不平等：新一波的全球威脅
吳挺鋒、廖家敏

主題： 醫務管理
 37. 醫學美容價格策略之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李宗恒、黃倩盈、曲延棣

 38. 醫院員工健康促進生活方式及生活品質相關性研究－以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陳美枝、梁子安、應純哲

 39. 病人安全相關研究之文獻回顧與分析
馬事佐、曾淑芬

 40. 人力資源管理效能與組織智慧資本關係之探討
楊建昌、張家驊、魏慶國

 41. 由全民健保資料探討糖尿病患覆合罹患憂鬱症醫療花費與醫療使用情形
宋玲娜、廖俊傑、 梁亞文、陳芬如

 42. 影響醫學中心醫師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因素探討
吳培滋、陳美美

 43. 從志工服務動機探討醫院志願服務管理與滿意度之相關性 
龍紀萱、林宜璇、陳琬茹、林佩瑩

 44. 某醫學中心病患十四日內再住院之相關風險因素研究
周榮美、陳惠芳、陳俞成、鄭伯智、鄭煥生

 45. 以醫師觀點分析病患參與醫療決策過程態度、認知與意向之研究
張啟昌、程慶瑋、蔡孟妤

 46. 醫院員工健康管理之長期追蹤調查：建立健康醫院環境之構思
梁子安

 47. 某醫院員工健康促進需求評估與行動發展之研究
童淑琴、林雅雯、黃曉令、林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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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健康促進醫院組織診斷模式與實證研究
林雅雯、黃曉令、童淑琴、林四海

 49. 糖尿病與非糖尿病合併腎衰竭病患醫療資源利用情形之探討
戰琬珍、詹前隆、何豐名、楊南屏

 50. 住院病患人口屬性、社經地位對可避免住院之影響—以全民健保資料庫為例
梁亞文、鄭清方、晏巧芸、黃怡瑜、林怡秀、蕭沛誼、曾靚雯、林育秀

 51. 醫院特性、競爭程度與可避免住院之相關性探討
梁亞文、洪錦墩、吳明達、王鎔銜、吳貞宜、陳鈺靜、張家瑜、蕭雅琦

 52. 台灣地區非緊急急診之影響因素探討
梁亞文、李卓倫、陳芬如、宋玲娜、蔡哲宏、鄭瑛琳

 53. 產婦生產服務品質知覺對忠誠度之影響
葉德豐、王俊文、林川雄、楊漢銘、賴瑆元、邱晏莛

 54. 民眾在西醫基層診所與醫院醫療利用比較之研究
黃清郁、葉玲玲

 55. 台中縣大里市社區民眾就醫重視度與滿意度之研究 
黃麗玲、葉德豐、黃建財、詹廖明義

主題： 醫療資訊
 56. 護理記錄電子化下的護醫關係－以某醫學中心為例
范國棟

 57. 應用資料挖礦技術於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以肝癌為例
周鴻烈、陳智賢、游清柱

 58. 民眾對健保IC卡使用之看法與感受 
蔡文正、龔佩珍、吳守寶、詹勳政、陳慧珊 

 59. 醫師自覺健保IC卡對診療之助益及其影響因素初探
游秋華、蔡文正、龔佩珍、吳守寶、詹勳政

 60. 健保IC卡對電腦斷層攝影及磁振造影利用之影響—以台灣地區醫學中心及區域醫
院為例

陸教義、張永源

 61. 民眾使用之醫院網路藥品資料查詢系統之改善—以某區域醫院為例
莊淑惠、劉秀玲、張楊全、柯維信、邱美昀 

 62. Experiences Share in Researching with Large Health Databases
Ling-Na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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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社區健康
 63. 實證為導向之社區民眾健康促進評估模式之研究
黃曉令、童淑琴、林雅雯、林四海

 64. 國小學童不利健康之生活型態及其相關因素探討—以高雄市為例
郭芳瑜、李姿嫻、廖恩宜、劉雅欣、孫伶萱、曾淑芬

 65. 社經地位與肥胖關聯之探討—以第一次國民營養變遷調查為例 
陳敏雯、張慈桂

 66. 高雄市鼓山區社區健康營造歷程之行動研究
劉慧俐、劉佩琪、陳　巖

 67. 從醫療人員的觀點探討社區公衛群的實施成效
王俊文、葉德豐、羅光如

 68. 中部地區家戶會員對家庭醫師計畫之滿意度研究
葉德豐、王俊文、詹廖明義、羅光如

 69. 以糖尿病患家庭成員為對象的篩檢及家庭健康促進
劉慧俐、洪信嘉、黃孟娟、韓永光、林英助、江宏哲

主題：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
 70. 流感與禽流感病毒之空氣偵測
林乾坤、蔡豐達、陳培詩

 71. 護理人員經歷院內肺結核聚集感染的內心感受
陳美芳、金繼春

 72. 護理人員經歷院內肺結核聚集感染時的需求
陳美芳、金繼春

 73. 以生物偵測評估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於作業勞工之暴露
洪崇惟、許憲呈

 74. 壬基苯酚對脂肪細胞生成之影響
章珍珍、莊淳宇

 75. 骨頭湯中重金屬及礦物質之評估
吳錦景、徐芳儀、吳孟珊、白鎧彰

 76. 大學生尿中砷與硒濃度初步性探討
吳錦景、賴建安、謝程凱、黃奎穎、王頌淵

 77.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高溫高壓滅菌處理效能實證研究
江舟峰、梁永政、劉厚吾、簡培凱 

 78. 我國成年人烷基酚類飲食暴露之生物偵測研究
胡仕瑜、陳美蓮、毛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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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青春期學童第二性徵發育與烷基酚暴露之相關性研究
李涵芸、莊欣怡、毛義方、陳美蓮

 80. 國內血鉛測定實驗室能力比試回顧
吳錦景、王耀宏、傅還然、賴俊雄

 81. 新一代防蚊液的暴露評估研究
張玉芬、尹立銘

 82. 空氣污染與每日「慢性阻塞性肺病」住院人數關係之研究
蔡尚學、楊俊毓

 83. 台北市國中生氣喘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陳韻柔、葉怡君、何文照、林瑞雄

 84. 廣播業勞工聽力損失相關研究
張淑如、王振宇

 85. 某捷運站之生物氣膠暴露評估
周俊佑、林文海

 86. 中台灣醫療機構環境中退伍軍人菌之研究
林川雄、黃麗玲、黃建財

 87.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鑑識受污染土壤中戴奧辛與汞之空間分布
陳筱蕙、江博煌、毛義方、陳美蓮、謝顯堂

主題：健康心理

 88. 人格特質與學習型組織實行成效關係之探討
楊建昌、劉彥良、黃國哲

 89. 心理健康促進存在於民間嗎？
張　珏、蕭芝殷

 90. 大學社團參與及耗竭感之跨層次研究
高月慈

 91. 台灣兒童牙科焦慮之臨床相關預測因子探討
李貞儀、張永源、黃純德

 92. 氣喘病患自我照顧量表之發展與測試
陳玉敏、辛幸珍、 顏敏玲

主題：長期照護

 93. 超高齡者生活安適狀況之質化研究
曾淑芬、廖尹凌、黃智惠

 94. 南部地區民眾對長期照護服務型態之認知差異分析
鄭依萍、陳厚凱、張志娟、曾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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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海報展示者請於10月6日上午9時前自行張貼於會場之海報架上，
 10月7日下午4時取下。海報架尺寸：寬90公分，高120公分。
＊ 10月6日17:00-17:30海報論文展示與解說時間(海報報告者請在會場)

 95. 民眾對社區式長期照護服務之使用意向及相關因素探討—以台南市為例
陳厚凱、張志娟、鄭依萍、曾淑芬

 96. 誰來照顧父母？—家人照顧意願及照顧方案之選擇
張志娟、鄭依萍、陳厚凱、曾淑芬

 97. 政府實施長期照護保險的民眾接受度分析—城鄉比較
曾淑芬、張志娟、陳厚凱、鄭依萍

 98. 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其連續性長期照護服務品質之研究
洪意綺

 99. 長期照顧機構志願服務品質與未來發展之探討
李承道

主題：藥物濫用

 100. 藥物濫用者基因表現差異之追蹤研究
李書芬、陳奕蓉、羅維新、李聰輝、柳家瑞

 101. 南部某大專院校學生對吸菸風險之認知
莊淑惠、黃嵩立

 102. Alcohol expectancies and drinking experiences in late childhood
黃素鈴、劉介宇、郭美善、吳佩寧、陳娟瑜

 103. 桃園地區職場員工吸菸行為與職場環境因素相關之探討
陳富莉、林依恬、陳韻柔

 104. Factors associated alcohol purchase among school-aged students
郭美善、黃素鈴、吳佩寧、劉介宇、陳娟瑜

主題：婦幼健康

 105. 極低體重早產兒使用經皮式周邊中心靜脈導管之效益分析
張華蘋、陳家玉、梁亞文、蘇本華

 106. 婦女懷孕前飲食營養攝取狀態對於新生兒影響之研究
林筱菁、盧立卿、廖靜郁

 107. 子宮頸抹片檢查結果異常婦女複診行為及其相關因素研究
葉季森、呂昌明、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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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仁美大飯店【步行約15分鐘即可抵達會場】
地址：台中市健行路585號　電話：(04)22062730

皇家大飯店【步行約10分鐘即可抵達會場】
地址：台中市五權路377號　電話：(04)2322-8439

金典會館【於會館門口搭公車(統聯77路)至會場，或搭計程車至會場(車資約90元)】
地址：台中市健行路1049號　電話：(04)23288000

通豪大飯店【可搭計程車至會場(車資約100元)】
地址：台中市大雅路431號　電話：(04)22956789

＊本節目表感謝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贊助印刷＊

台中市公共交通工具
搭乘高鐵：請乘車至＜烏日站＞再轉乘台鐵至台中車站

火車前站搭公車至會場：
＊ 上車時請先告訴司機在＜學士路口＞下車，
 下車後沿學士路直走至學士路與英才路口即可
 到達會場
 台中客運：9路、70路、102(黃)路、555路、747路

＊ 可直接在＜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
 台中客運：131路　仁友客運：20路、25路、61路

搭客運(國光號、阿羅哈、尊龍⋯⋯)
 朝馬站下車，改搭統聯客運至會場
 統聯客運77路：在＜學士路口＞下車
 統聯客運81路：＜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

搭計程車至會場：由火車站至會場車資約130元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北上) 中港交流道下→中港路→(左轉)英才路→(直走到底)
中國醫藥大學

(南下) 中清交流道下→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
 (直走到底)中國醫藥大學

停車資訊

中正地下停車場
一小時40元　單日五小時以上最高收費200元

中正公園暨附設大型地下停車場

學      士       路

大    德    街

停車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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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衛室

草   坪

運動場
(籃球場)

會場交通暨住宿資訊
(中國醫藥大學校址：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