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4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   下午 5 時 00 分~6 時 30 分 

開會地點：台灣大學公衛學院 701 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出席人員姓名：(理事 11 位、監事 3 位) 

理事：沈志陽、陳保中、邱弘毅、許光宏、陳淑媛、郭憲文、 
廖勇伯、張志欽、陳品玲、郭浩然、王姿乃 

監事：陳為堅、楊俊毓、陳國東 

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王豊裕、薛玉梅、翁瑞宏、蔡尚學 
監事：陳建仁、宋鴻樟 

主席：沈志陽 理事長 
秘書長：周子傑 
紀錄：楊繡綾、黃于倢 
------------------------------------------------------------------------------------------------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請各位理監事踴躍參加 2015 年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三、 報告事項： 

1. 專案計畫管理：如附件一 
2. 財務報告：如附件二 
3. 本會獎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第一梯次，說明：申請件共 7 件，補助

上限 4 件，每件補助獎助金 3 萬元。第一梯次共補助 4 件，並已全數核

銷完畢。 
   104 年 6 月 15 日於本學會網站公告得獎名單(如下表)。 



    
4. 本會獎助大專生參與專題計畫，說明：今年申請件一件，經審查委員核

定獲補助，因申請人同時獲得科技部相同計畫案補助，本件因此自動棄

權。今年無此項補助支出。 
5. 本會 104 年 8 月 17-21 日於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舉辦 2015 基因體流行

病學研習營 (2015 Genomic Epidemiology Workshop)(如附件三)，此次特

別邀請國內外熟習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究方法並有卓越研究成果之學者授

課。主要內容包括全基因體關連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次世代定序資料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及表觀遺傳學

(Epigenetics)等研究之設計、執行、及分析。授課之外，特別開設上機實

習課程，希冀培育學員們參與本研習營後，有能力處理分析相關資料，

報名人數共 128 人，圓滿完成。 
6. 關於公衛年會事務 
   2015 年 TPHA＆TEA＆TIPSPA＆TSCR 聯合年會，大會主題為「健康融

入所有政策 Health in All Policies」(如附件四)。摘錄本會主要事項如下：  

1. 理事長於大會主題會場擔任主席致詞。P14 
(公衛學會邀請共同於會中呼籲衛福部對公衛師法採取更積極

態度，本會對巨量資料議題也請衛福部採取積極態度) 
2. 研究生論文獎於大會主題中頒獎。P14 
3. 圓桌論壇：細懸浮微粒(PM2.5)產官學面面觀。主持人為沈志

陽老師、與談人已完成邀請。P5 
4. 專題討論二個時段：巨量資料與雲端運算在公共衛生的運用與

發展。主持人、主講人已完成邀請。P8 
5. 10 月 17 日於年會中舉行會員大會。P12 
6. 研究生論文獎博士論文獎第一名，受邀(已邀請)於一般論文流

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組口頭發表。P17 
7. 聯合年會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組學術委員：陳保中教授、王姿

乃教授、翁瑞宏教授、張志欽教授。審查一般論文，選出共

12 件口頭發表、43 件海報張貼。P17, P25-27 
8.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請委員們踴躍參加)。P14 



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會研究生論文獎得獎名單，請討論。 
說明：今年度申請者 7 位，碩士論文 2 位、博士論文 5 位。經過每件 2 位初

審、5 位複審委員審查結果如下： 
碩士 

 
博士 

 
審查結果依獎勵辦法給獎 

1. 碩士論文獎：「特優獎」一名及「優等獎」至多三名。「特優獎」得



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優等獎」得獎者每名各得

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2. 博士生論文獎：「第一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

伍萬元整；「第二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叁萬元

整；「第三名」一名: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決議：通過，並儘快發佈得獎名單。處理：已於 104 年 9 月 17 日公告於學

會網站，並個別通知得獎人。 
 
提案二：研究生論文獎碩士部分，是否仍限定要第一作者才能申請？請討論。

(附件五、研究生論文獎給獎辦法) 
說明：關於研究生論文獎碩士部分，碩士班要在兩年內發表 paper 困難度較

高，因此是否不限定需第一作者，但是必須要在作者群內即可申請，

且作者排序也納入評分中(例如依據以前 RPI 計算方式，第一作者 5
分，第二作者 4 分，第三作者 3 分、第四作者以後則為 1 分等，分數

計算方式可再討論與調整)，這樣可鼓勵更多碩士生(包括國立與非國

立大學)申請，亦可開拓一些年輕會員! 
決議：因創獎目的為鼓勵學生為自己的論文發表 paper，且時間已放寬至畢

業三年內發表之 paper 即可申請，如果不限制為第一作者，可能與原

目的不相符。決議不通過，依照原獎勵辦法執行。 
 
提案三：獎助出國參加會議，是否要與流病有關的主題或方向才可申請？請

討論。(附件六、獎助出席國際會議給獎辦法)  
說明：關於獎助出國參加會議，基於學會是有特定的宗旨任務與目的，限定

與流病相關主題之論文才可申請較為恰當(即使如此，因為流病方向相

當多樣，所以應該不會造成限制!)。認定方面可由學術委員會做認定

(針對人類進行疾病本身或疾病相關的影響因素的調查均屬流病範圍)，
亦可由審查委員提出異議後再由學術委員會委員討論。秘書處可先做

一些初審的工作，以減輕學術委員會召集人與委員的負擔。 
決議：關於申請之案件是否為流行病學領域，依照原案由評審委員來評斷，

評分表格亦有研究設計、分析與結構等之評斷標準。另外，可針對申

請獎助金之表格做調整，例如：增加自述申請之研究與流行病學的影

響之表格，讓申請學生先自行做評估後，再由評審委員評分。 
      不通過，但可再調整申請表格。(附件七、出席國際會議申請表增訂

對流病的影響及重要述表格一項) 
 
提案四：是否於明年與日本流行病學學會舉辦第一次學術共同研討會。請討

論。 
說明：原討論可能於明年一月與日本舉辦學術共同研討會，但因準備時間不



足，時間得再往後延。日前已簽署完成雙邊協議，改為由我們台灣流

行病學學會來主辦第一次的學術共同研討會。目前與日本商談在經費

部分，基本開銷吃、住、交通費皆為雙方自行吸收處理，研討會的部

分由我們來主辦，是否要在明年舉辦台日共同學術研討會，請討論。 
決議：通過，也可積極朝向台、日、韓共同學術研討會方向進行，甚或與東

北亞、東南亞各國加強流病研討的交流，探討環境變遷各項因素造成

的國際性的流行疾病防治對策。 
 
提案五：本年度第五屆新接任助理兼任工作自 104 年 2 月起，津貼亦自 2 月

起支薪，上屆兼任助理黃麗紅小姐實際負責學會業務至 104 年 1 月底

止，經查 1 月份未予補助，提報理監事會核准補發。請討論。 
決議：通過。但因黃麗紅小姐予以婉拒，尊重黃小姐的意思，本案未執行並

予以結案。 
 
提案六、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系白志偉助理教授、陽明醫學大學環衛與

職衛研究所國際衛生學程戴柏文博士生、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邱慕霖博士生、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學系張倩瑜碩士生、陽

明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系黃學宇碩士生、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

學系饒珮伃碩士生、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學系陳昱君碩士生、

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學系賴吉盈碩士生、臺灣大學職業醫學

與工業衛生學系柯威任碩士生、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周子傑副

教授、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學系李銘杰博士生，共 11 名申

請入會案，請審議。(因申請表內有詳盡個資，僅提供一份傳閱並於會

後收回) 
決議：通過，歡迎入會。 
 

五、 臨時動議： 

邱弘毅理事： 

目前大型資料庫十分利於學術研究中使用，但因個資法出現，使得使用資料庫時，

未成年之受試者填寫 IRB 雙親必須簽名同意…等，不合現況之條件，導致樣本

難以收集。希望能夠藉由這次聯合年會之主題「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倡議修改相

關條文。 

決議：通過。 

 

郭憲文理事： 



希望學會能有屬於自己的 e 報，發表一些會員們的研究成果，以及流行病學目前

的研究方向、本會現況、宣傳獎助金申請、得獎訊息以及學會相關的舉辦活動…
等，也可利用網路 Facebook 建立粉絲團，幫助拉攏新加入會員，並讓加入的會

員們有實質的幫助。 

決議：由秘書處評估人力及經費，可於下次理監事會提案討論。 

 

六、 散會。 



專案計畫管理名冊 
 

年度 
補助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計畫 
總經費 

管理費 執行期間 

102-
105 

景丰科

技公司 
六輕相關計畫之特定

有害空氣污染物所致

健康風險評估流行病

學調查研究工作 

楊俊毓 60 萬元 6 萬元 
102年收2
萬元 

102/5/1-105/4/30 
1021016 景丰匯入 20 萬元 
1021023 收管理費 2 萬元 

 

103 中石化

公司 
戴奧辛污染文獻探討 宋鴻樟 200 萬 10 萬 

第三期款

收10萬元 

103/9/1-104/8/31 
1040224 中石化匯入第二期款 599,970
元 
1040225 匯出第二期款至宋老師 599970
元 
1040819 中石化匯入第三期款 799970 元 
1040824 匯出第三期款至宋老師 699970
元(為扣除管理費 10 萬元後的第三期款) 
執行完畢 

104 財團法

人王詹

樣社會

福利慈

善基金

會 

提升大眾肝病認知推

動計畫 
沈志陽 289 萬

3 仟元 
26 萬 3
仟元 

104/4/15-104/10/14 
1040612 王詹樣基會匯入 2892960 元 
1040618 匯出第一期款至利眾公關

1840000 元 
1040831 匯出第二期款至利眾公關

790000 元 
產生管理費 263000 元 

104 美國

BMS 藥

廠 

Host, virus factors and 
risk of liver disease 
progression among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陳建仁 16,737,
647 

1,004,2
58 

多年期 
1040715，16 萬 3 仟元美金支票(1040917
換匯 NTD5,276,831) 
1040715，4 萬 8 仟 5 佰 50 元美金支票

(1040917 換匯 NTD1,570,940) 
1040706，30 萬元美金支票(1040924 換

匯 NTD9,889,876) 
1040924 收管理費(6%)NTD1,004,258 元 

104 財團法

人王詹

樣社會

福利慈

善基金

會 

代謝症候群與健康相

關性研究 
邱弘毅 
許光宏 
吳聰能 
王豊裕 
楊俊毓 

1000 萬 60 萬 104/1/1-104/12/31 
1040507 匯入第一期款 800 萬 
1040525 匯出第一期款至 5 位主持人帳
戶共 800 萬 
 

1040914/1040930 

附件一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秘書處 

104 年 1 月 29日至 104 年 8月 31 日財務報告 

                                                                                       

上期結存                                  4,020,605 元 

本期收入                                                   383,080 元 

一. 本會接受委託研究專案之行政管理費                    
    (1)王詹樣社會福利基金補助肝病認知推動計畫(沈志陽教授)            263,000元 

    (2)中石化公司戴奧辛污染文獻探討(宋鴻樟教授)                      100,000元  

二. 個人會費收入(註一)                                                17,000元 

三. 新光銀行利息                                                       2,963元 

四. 郵局劃撥帳戶利息                                                     117元  

本期支出                                                    828,438元 

一、辦公費                                                         223,472 元 
1. 第五屆印章製作 1,320元 

2. 郵資費 5,337元 

3. 劃撥手續費及匯費 624元 

4. 104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審查費                                       1,000元 

5. 獎助研究生出席國外研討會之審查費                                  8,000元 

6. 研究生論文獎審查費                                               49,000元 

7.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交接之交通費                                      8,825元 

8. 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理監事之交通費、出席費、餐費               46,436元 

9. 聯合年會第 1次籌備會秘書長及助理差旅費                            2,930元 

10. 聯合年會分攤款 (原訂十萬元)                                    100,000元 

二、人事費                                                         484,966 元 

1. 會計師費用(104年 3-4月費用)                                      8,000元 

2. 代墊專任助理勞保費、健保費、勞退金(104年 1-7月)                410,220元 

3. 代墊個人二代健保費(104年 1-7月)                                  6,167元 

4. 學會(雇主)負擔二代健保費(104年 1-7月)                           30,579元 

5. 楊繡綾 2月-8月工作津貼                                          21,000元 

6. 黃于倢 2月-4月工作津貼                                           9,000元 

三、獎助金                                                         120,000元   

1. 獎助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4位)                                120,000元 

提撥基金                                                  1,241,666元 

一、提撥基金 1,241,666元 

本期結存                                   3,575,247           元 

                                                                                   

註一：個人會費 103年度 2人 2000元、104年度 2人 2000元；新入會 11人 13000元 

附件二-1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一 ○ 四 年 度 會 務 工 作 報 告 

 

類  別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會 
 
 
 
 
 
 
 
 
 
 

務 

會 
 
 
 

議 

(1) 會員大會 10 月召開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2) 理監事會議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3) 常務理事監事

會議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會管 
籍理  召集新會員、會員資料建立及

歸檔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工服 
作務 
人及 
員管 
  理 

 處理相關會務事項 秘書處  

 依相關法規管理 秘書處  

財 
 

務 

收支項目 會計憑證及報表製作並歸檔
及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財務報表 依法編製各項財務報表及歸
檔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其 
他 

聯誼活動 加強會員間之聯繫 秘書處  

業 
 
務 

(1) 學術研討會 10 月與會員大會合辦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2) 獎勵大專生參
與專題研究計
畫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3) 獎助研究生出
席國際學術會
議 

第一梯次 4 月舉行 
第二梯次 10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4) 研究生論文獎 6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5) 獎助研究生出
席國際學術會
議(第二梯次) 

10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6) 辦理委託計畫 管理執行中計畫 秘書處  
(7) 舉辦 2015 基

因體流行病學
研習營 

8 月 17-21 日，為期一週 秘書處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一 ○ 五 年 度 會 務 工 作 計 畫 

 

類  別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會 
 
 
 
 
 
 
 
 
 
 

務 

會 
 
 
 

議 

(1) 會員大會 10 月召開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2) 理監事聯席會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3) 常務理事監事聯

席會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4) 其他 視情況召開 秘書處  
會管 
籍理  召集新會員、會員資料建立

及歸檔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工服 
作務 
人及 
員管 
  理 

 處理相關會務事項 秘書處  

 依相關法規管理 秘書處  

財 
 

務 

收支項目 會計憑證及報表製作並歸
檔及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財務報表 依法編製各項財務報表及
歸檔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其 
他 

聯誼活動 加強會員間之聯繫 秘書處  

業 
 
務 

(1)  學術研討會 10 月與會員大會合辦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2) 獎勵大專生參與
專題研究計畫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3) 獎助研究生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第
一梯次)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4) 研究生論文獎 6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5) 獎助研究生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第
二梯次) 

10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6) 辦理委託計畫 視核定情形 秘書處  

(7) 與日本流行病學學
會舉辦第一次學術
共同研討會 

依據雙方研擬 秘書處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收支預算表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科      目 
本年度(105) 
預算數 

上年度(104) 
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 
預算比較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增加 減少 

1   經費收入 17,030,000 19,167,500 13,738,500   
 1  入會費 20,000 14,000 6,000   
 2  常年會費 40,000 42,000  2,000  
 3  利息收入 10,000 31,500  21,500  
 4  研究管理費 960,000 1,080,000  120,000 專案計畫產生之管理費 
 5  專案計畫收入 16,000,000 18,000,000  2,000,000 專案計畫案 
2   經費支出 16,881,000 19,167,500  2,286,500  
 1  人事費 645,000 639,000 6,000   
  1 其他人事費 50,000 24,000 26,000  薪資、二代健保等 
  2 出席費 75,000 75,000    
  3 車馬費 70,000 70,000    
  4 補助獎金 450,000 470,000  20,000  
 2  辦公費 116,000 116,000    
  1 郵電費 10,000 10,000    
  2 印刷費 10,000 10,000    
  3 文具費 1,000 1,000    
  4 差旅費 30,000 30,000    
  5 其他辦公費 65,000 65,000    
 3  業務費 120,000 100,000 20,000   
  1 會議費 20,000 90,000  70,000  
  2 其它業務費 100,000 10,000 90,000   
 4  購置費 0 0    
 5  折舊 0 0    
 6  專案計畫支出 16,000,000 18,000,000  2,000,000 專案計畫案 
 7  提撥基金 149,000 312,500  163,500  

3   本期餘絀 0 0    
 
常務監事       理事長            祕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 
 



款 項 目 名稱 增加 減少

1 經費收入 20,968,497 13,031,000 7,937,497 增加專案計畫收入

1 入會費 19,500        2,000          (17,500)

2 常年會費 60,500        45,000         (15,500)

3 利息收入 31,709        24,000         7,709

4 研究管理費 700,030       960,000        (259,970)

5 專案計畫收入 20,156,758 12,000,000 8,156,758

2 經費支出 20,996,816 13,031,000 7,965,816 增加專案計畫支出

1 人事費 639,381 390,000 249,381

1 其他人事費 100,853 15,000 85,853 薪資、二代健保等

2 出席費 108,000 75,000 33,000

3 車馬費 220,528 70,000 150,528

4 補助獎金 210,000 230,000 20,000

2   辦公費 78,038 91,000 12,962

1 郵電費 9,743 10,000 257

2 印刷費 2,875 10,000 7,125

3 文具費 406 1,000 594

4 差旅費 0 18,000 18,000

5 其它辦公費 65,014 52,000 13,014

3 業務費 122,639 100,000 22,639

1 會議費 17,139 90,000 72,861

2 其他業務費 105,500 10,000 95,500

4 準備基金 0 450,000 450,000 決算虧損,得不提列

5 折舊 0 0 0

6 專案計畫支出 20,156,758 12,000,000 8,156,758 增加專案計畫支出

3 本期餘絀 (28,319) 0 (28,319)

常務監事：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

科          目
預算數(元)決算數(元) 說明

決算與預算比較數



科　　目 金額 科　　目 金額

流動資產 17,986,361 流動負債 13,164,457

    銀行存款-郵局劃撥 135,604   其他應付款 57,720

    銀行存款-新光活存 4,024,856   預收款項-BMS 12,751,323

    銀行存款-新光離職金 1,685   預收款項-中石化 137,129

    預付款項-BMS 13,468,802   預收款項-台塑 99,965

    預付款項-台塑 99,965   預收款項-APOCP 118,320

    預付款項-中石化計畫 137,129

    預付款項-APOCP 118,320  基金 1,241,666

    準備基金 1,241,666

其他流動資產 100,000

    暫付款-其他 100,000  保留餘絀 3,680,238

    累計餘絀 3,708,557

    本期餘絀 (28,319)

基金暨餘絀總額 4,921,904

合計 18,086,361 合計 18,086,361

常務監事：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

負債、基金暨餘絀資　　　　　產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

資產負債表



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金　　額

上期結存 本期支出

本期收入 本期結存

合　　計 合　　計

常務監事：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

4,162,145

$25,285,867

20,968,497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

$25,285,867

收　入　之　部 支　出　之　部

金　　額

$4,317,370 $21,123,722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準備基金 　準備基金

　　歷年累存 $1,241,666 　　支付退職金 -                

　　本年度利息收入 -           　　支付退休金 -                

　　本年度提撥 -           

　　結　　　餘 $1,241,666

常務監事：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基 金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收入 支出



財產 財產 名稱 購置日期 單 數 金　額 累計折舊 存放 說　明

編號 科目 年月日 位 量 地點

合　　計 -$       -$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財 產 目 錄

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常務監事：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保管:            製表：



2015 Genomic Epidemiology Workshop 
 

Agenda 
  

Time 2015/8/17 2015/8/18 2015/8/19 2015/8/20 2015/8/21 

9:00 
Keynote speech 

(Prof. Chien-Jen Chen) 
GWAS 1: Introduction 

GWAS study design and 
data structure 

(Dr. Chia-Yen Chen [1]/ 
Dr. Hailliang Huang [2]) 

 
1. GWAS study design: 

(30 mins) 
● Genotyping/batch 

effect 
● Data QC 
● Population structure 
● Association test 

 
2. GWAS data structure: 

(30 mins) 
● Phenotype 

(case-control or 
quantitative) 

● Genotype coding 
(intensity plot/hard 
call/dosage/type of 
variants) 

●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PC/MDS) 

● Public available 
resource 

NGS basics 1: 
Introduction to 

Sequecing Technology 
(Dr. Wan-Ping Lee) 

  
1. Evolution of NGS 

(30min) 
● Comparison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ethods 

● Emerging 
technologies 
(Nanopore, Hi-C) 

2. NGS human genome 
projects (30min); 1000 
genomes project, 
Genomics England, 
Iceland, etc 

 

Variant Analysis 3: 
Variant and Phenotype 

Association 
(Dr. Hailliang Huang [1]/ 
Dr. Chia-Yen Chen [2]) 

 
1. Single rare variant test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rare 
variants/PIP) 

2. Set-based rare variant 
test (burden test, 
variable threshold, 
SKAT/raremetal) 

Introduction for 
Epigenetics 

(Dr. Chen-Yu Liu and  
Dr. Wen-Chi Pan) 

  
1. Introduction 
2. DNA Methylation 
3. Histone Modification 
4. microRNA 
5. EWAS/cell mixture 

10:00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10:30 
Taiwan Biobank 

(Prof. Chen-Yang Shen) 
GWAS 2: GWAS 

association analysis: 
theory  

(Dr. Yen-Feng Lin [1]/ 
Dr. Chia-Yen Chen [2]/ 

Dr. Hailliang Huang [3,4]) 
 

Concept/lecture 
1. QC / Imputation 
2. Population admixture 

and sub-structure 
3. Common variants 

association 
4. Single variant 

meta-analysis  

NGS basics 2: 
Alignment 

(Dr. Wan-Ping Lee) 
  

 
1. UCSC genome 

broswer BLAT 
2. FASTA/FASTQ input 

formats 
3. Popular working flows 
4. BAM output format 
5. Alignment visualization 

(IGV) 

NGS Applications 1: 
ExomeSeq, RNASeq, 

ChIPSeq 
(Dr. Yaoyu Wang)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Epigenetics 

(Dr. Chen-Yu Liu and  
Dr. Wen-Chi Pan) 

  
1. Software: R 
2. Dataset: Maternal 

smoking, DNA 
methylation, and birth 
weight; Case-control 
for ecclampsia 

3. Mediation Analysis 
4. EWAS/cell mixture 

11:30 
Workshop introduction 
(Dr. Yi-Hsiang Hsu and  

Dr. Hwai-I Yang) 

12:00 Lunch Lunch Lunch Lunch Lunch 



13:00 
Introduction to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y 
(genetic epi 101): From 
candidate gene study to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Dr. Yi-Hsiang Hsu and 
others) 

GWAS 3: GWAS 
association analysis: 

practice 
(Dr. Yen-Feng Lin [1]/ 
Dr. Chia-Yen Chen [2]/ 

Dr. Hailliang Huang [3,4]) 
 

Concept/lecture 
1. QC / Imputation 
2. Population admixture 

and sub-structure 
3. Common variants 

association 
4. Single variant 

meta-analysis 

Variant Analysis 1: 
Variant Calling 

(Dr. Wan-Ping Lee) 
  

1. Introduction to 
genomic variations 

2. Alignment 
characteristic of 
distinct variations 

3. Popular working flows 
4. VCF/BED/gVCF output 

formats 

NGS Application 2: 
RNASeq Analysis  
(Dr. Yaoyu Wang) 

 

Beyond GWAS lecture 
and handon 1: eQTL, 

sQTL, mQTL and 
functional annottaion by 

ENCODE and 
ROADMAP) 

(Dr. Yi-Hsiang Hsu and 
others) 

  
1. eQTL introduction, 

analytical approaches, 
publicly available 
resources, functional 
annotation; 

2. ENCODE, Roadmap, 
DNAse-seq, Chip-seq, 
Hi-C, ChromHMM, 
publicly available 
resource 

14:00 Break 
NGS basics 3: NGS Data 

Quality Control 
(Dr. Yaoyu Wang) 

 

14:30 
Introduction to common 

analytic platform and 
software: LINUX and R 

(Dr. Wan-Ping Lee,  
Dr. Chia-Yen Chen,  

Dr. Wen-Chi Pan and  
Dr. Yi-Hsiang Hsu etc.) 

  
1. Basic Unix commands 
2. Basic R usage; plotting 

in R 

Break 

15:00 
GWAS 4: Advanced 
Statistical analyses 

(Dr. Chia-Yen Chen [1]/ 
Dr. Yen-Feng Lin [2]/ 

Dr. Hailliang Huang [3]) 
 

1. SNP-based heritability 
(GCTA/LD score 
regression) 

2. Polygenic score 
prediction 

3. Fine mapping (credible 
set) 

Break Break Break 

15:30 
Variant Analysis 2: 

Variation Annotation 
(Yu-Hsiang (Philippe) Lin) 

  
1. Fuctional variation 

annotation 
2. Clinical databases 
3. The role of genomics 

variations in human 
diseaes 

NGS Applications 3: 
NGS for cancer 

genomics / Precision 
medicine 

(Dr. Shann-Ching Chen) 
 

1. Case study 
 

Beyond GWAS lecture 
and handon 2: 
Metabolomics 

(Dr. Yi-Hsiang Hsu and 
others) 

  
1.Introduction; analytical 

approaches, publicly 
available resource 

16:30 
Missing Heritability: 

Long-read SMRT 
Sequencing for New 

Insights into 
Genomes, 

Epigenomes & 
Transcriptomes 

(Dr. Stephen Turner, 
Pacific Bio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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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聯合年會
台北市中正區1 0 0徐州路1 7號
TEL:(02)2391-9529

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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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5年10月17日(星期六) 地點：輔仁大學醫學院國璽樓

場地
時間

第一會場
MD152國際會議廳

1樓(374人)

第二會場
MD227國際會議廳

2樓(148人)

第三會場
MD167教室

(90人)

第四會場
MD168教室

(80人)

第五會場
MD169教室

(80人)

第六會場
MD170教室

(80人)

第七會場
MD171教室

(72人)

第八會場
MD203教室

(90人)

第九會場
MD212教室

(80人)

利瑪竇B1
國際會議廳

(350人)

文開樓
LE4A教室

(80人)
08:30-09:00 報到(地點：一樓大門入口左側) 報到(地點：利瑪竇大樓1樓門廳)

09:00-10:30 「公衛系所實習 
經驗論壇一」

成果發表
「社區防災研討」

專題討論
「多元族群之 
危險性行為」

專題討論
「登革熱防治」

專題討論
「健康與高齡 

友善城市營造」

專題討論
「新北市政府 

實務成果發表」

專題討論
「巨量資料與 
公共衛生一」

一般論文
「青少年健康 

行為」

專題討論
「結核病防治」

國衛院核心測量
指標產生與應用

10:30-10:45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
癌症登記資料庫

應用

10:45-12:15 「公衛系所實習 
經驗論壇二」

成果發表
「社區防災研討」

圓桌論壇
「長期照護」

圓桌論壇
「PM2.5」

圓桌論壇
「營造健康 

城市」

圓桌論壇
「職業災害保險
法立法現況」

專題討論
「巨量資料與 
公共衛生二」

專題討論
「政策與法律於

公衛的實證 
視野」

台灣癌症登記 
學會會員大會

12:30-13:20
事故傷害預防與 
安全促進學會 

會員大會

九校公衛系 
聯誼會

流行病學學會 
會員大會

午  餐  用  餐  區 台大公共衛生 
校友會會員大會

13:30-14:40 開幕與頒獎
癌登工作坊Ⅲ
「實務競賽」

癌登工作坊Ⅰ
「癌登與I-10」

癌登工作坊Ⅱ
「統計應用」

14:45-17:15
主題演講與討論 
「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

簽退
(地點：利瑪竇 
大樓1樓門廳)

簽退
(地點：利瑪竇大樓1樓門廳)

17:15-17:35 公共衛生學會 
會員大會

17:50-20:00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利瑪竇大樓一樓會議室)

時間：2015年10月18日(星期日) 地點：輔仁大學醫學院國璽樓

場地
時間

第一會場
MD152國際會議廳，

1樓 (374人)

第二會場
MD227國際會議廳，

2樓 (148人)

第三會場
MD167教室

(90人)

第四會場
MD168教室

(80人)

第五會場
MD169教室

(80人)

第六會場
MD170教室

(80人)

第七會場
MD171教室

(72人)

第八會場
MD203教室

(90人)

第九會場
MD212教室

(80人)

08:00-08:30 報到(地點：一樓大門入口左側)

08:30-10:00
專題討論

「建構健康體位生活
與文化一」

一般論文
「衛政醫管一」

一般論文
「流病預醫一」

一般論文
「環衛職醫一」

一般論文
「安全促進」

一般論文
「中老年健康 

行為」

專題討論
「千禧年發展 

目標四與五？」

10:00-10:3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

10:30-12:00
專題討論

「建構健康體位生活
與文化二」

一般論文
「衛政醫管二」

一般論文
「流病預醫二」

一般論文
「環衛職醫二」

專題討論
「國民營養健康
狀況變遷調查」

一般論文
「健康行為新興

議題」

專題討論
「諾羅病毒 

感染」

專題討論
「統合分析的 

新發展」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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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協會　敬邀

「2015年公衛聯合年會」報名網頁　http://publichealth.org.tw/event_detail.asp?SymID=16

與會專家學者進入輔仁大學校園請出示本節目表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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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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聯合年會
大會節目表

公共衛生實務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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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MD152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林瑜雯(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賴錦皇(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09:00-09:18 子題一：北部學校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09:18-09:36 子題二：北部學校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09:36-09:54 子題三：北部學校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實習歷程分享

 
09:54-10:12 子題四：北部學校  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10:12-10:30 子題五：北部學校  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公共衛生實務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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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MD152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王姿乃(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白其卉(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10:45-11:03 子題六：中部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1:03-11:21 子題七：中部學校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1:21-11:39 子題八：南部學校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1:39-11:57 子題九：東部學校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11:57-12:15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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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

主題：社區防災研討會暨坡地社區自主防災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二會場  地點：MD227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白璐(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09:00-09:10 引言

 何明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長)
09:10-10:00 坡地社區自主防災推廣輔導與實務經驗分享

 主講人：莊睦雄(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副教授)
10:00-10:50 社區防災與安全社區

 主講人：白璐(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10:50-11:0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

11:00-12:00 防災政策與實務

 主講人：李鴻源(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12:00-12: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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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多元族群之危險性行為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MD167教室
主持人：黃俊豪(台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09:00-09:18 Geo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 (“App”) Use and Sexual Risk-Taking Behavior 
among 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YMSM) in Taiwan: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Tendency

 I-Ting Tai, Jiun-Hau Huang
09:18-09:36 A Glimpse into the Body Image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of 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YMSM) in Taiwan
 Shih-Ju Huang, Jiun-Hau Huang
09:36-09:54 台灣女性性工作者與男性顧客不使用保險套之原因及其愛滋病認知與保險套使用行

為之關聯性探討

 黃品慈、黃俊豪

09:54-10:12 An Examination of Condomless Sex Intention among College Athletes in Taiwan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tratified by Gen-
der and Sexual Experience

 Fang-Yu Li, Jiun-Hau Huang
10:12-10:30 以計劃行為理論探討高中男校學生之保險套使用意圖：檢視性取向與性別氣質之調

節作用

 鄭千慕、黃俊豪

圓桌論壇

主題：長期照護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MD167教室
主持人：吳肖琪(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10:45-11:15 長期照護體系之建構

 與談人：鄧素文(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司長)
11:15-11:45 長照保險法之建構

 與談人：李玉春(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11:45-12:15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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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2014年台灣登革熱流行疫情與防治策略之精進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四會場 地點：MD168教室
主持人：周玉民(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急性傳染病組代理組長)

09:00-09:15 2014年台灣登革熱疫情與防治策略檢討

 陳主慈、賴淑寬、周玉民

09:15-09:30 2014年台灣登革病毒之監測與分子特性分析

 舒佩芸、張淑芬、楊正芬、徐同慶、蘇千玲、林建州

09:30-09:45 2014年台南市登革熱個案通報時效探討

 李佩玲、白秀華、周郁芳、王欽賢、林建生、王仁德、王美 、劉碧隆

09:45-10:00 2014年台灣登革出血熱臨床表現及死亡風險因子探討

 魏欣怡、洪敏南

10:00-10:15 2014年加強關懷登革熱住院個案行動計畫效益評估

 段延昌、洪敏南

10:15-10:30 綜合討論

圓桌論壇

主題：細懸浮微粒(PM2.5)產官學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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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168教室
主持人：沈志陽(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10:45-10:50 引言

 引言人：沈志陽(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10:50-11:05 台電公司火力電廠空污排放對空氣中細懸浮微粒之影響

 與談人：蔡顯修(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保護處處長)
11:05-11:20 改善細懸浮微粒污染：清淨空氣行動計畫

 與談人：黃偉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簡任技正)
11:20-11:35 以環衛及流病研究協助擬定「健康導向PM2.5防治政策」

 與談人：龍世俊(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員)
11:35-12:15 綜合討論

slyang
螢光標示



6

專題論壇

主題：健康與高齡友善城市營造及成效評價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五會場 地點：MD169教室
主持人：張蓓貞(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09:00-09:15 2009-2013年台北市松山區健康社區指標評價

 張蓓貞、黃郁庭、楊雪梅、莊育冠、黃友靖、蔡素貞

09:15-09:30 運用自我效能技巧訓練提升長照機構住民的健康狀況成效評價

 莊育冠、張蓓貞、黃友靖、林純美、孫義智

09:30-09:45 社區中老年人參與健康體適能活動之追蹤性研究

 陳麗玲、張蓓貞、莊育冠、黃友靖、黃郁庭

09:45-10:00 居家重度依賴個案之照顧者壓力因應與生活品質之相關性探討

 余慧雯、張蓓貞、莊育冠、黃友靖、黃郁庭

10:00-10:15 慢性呼吸道病患之長期照護需求與相關因素探討：以東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黃友靖、張蓓貞、李世代、莊育冠、林純美

10:15-10:30 首次接受化學治療病人對於出院計劃其自我準備度與照顧需求

 林純美、張蓓貞、于素英、莊育冠、黃友靖

圓桌論壇

主題：營造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的契機與展望
承辦單位：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五會場 地點：MD169教室
主持人：鄭晃二(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10:45-10:50 引言人：洪德仁(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理事長)
10:50-11:05 與談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長官

11:05-11:20 與談人：政府長官

11:20-11:35 與談人：許添財(立法院立法委員)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第一屆理事長)
11:35-11:50 與談人：胡淑貞(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11:50-12:05 與談人：洪德仁(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理事長)
12:05-12:15 綜合討論

12:15-12:20 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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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新北市政府實務成果發表

10月17日(星期六)

地點：第六會場 地點：MD170教室
主持人：林奇宏(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09:00-09:20 新北市醫療照護整合性佈建

 林奇宏(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09:20-09:35 找到在地人情味—新北市銀髮俱樂部與老人共餐

 張錦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09:35-09:50 碗中的菜，孩子的未來—新北市有機營養午餐

 李　玟(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局長)
09:50-10:05 新北市健康促進學校推動情形

 魏佳瑜(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員)
10:05-10:30 Q&A綜合討論

圓桌論壇

主題：職業災害保險法立法現況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六會場 地點：MD170教室
主持人：鄭雅文(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10:45-10:55 引言人：鄭雅文(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10:55-11:10 與談人：郭浩然(成功大學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
11:10-11:25 與談人：陳志傑(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11:25-11:40 與談人：鄧明斌(勞動部勞動保險司副司長)
11:40-12:15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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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巨量資料與雲端運算在公共衛生的運用與發展(一)
承辦單位：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七會場 地點：MD171教室
主持人：陳珍信(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教授)

09:00-09:30 巨量資料在臨床與公衛決策之應用

 呂宗學(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09:30-10:00 巨量資料與雲端醫療研究之相關法規：健康資料再利用

 許明暉(衛生福利部資訊處處長)
10:00-10:30 巨量資料與雲端醫療研究之公民觀點

 林子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0:30-10:45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

專題討論

主題：巨量資料與雲端運算在公共衛生的運用與發展(二)
承辦單位：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七會場 地點：MD171教室
主持人：陳君厚(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教授)

10:45-11:15 巨量資料研究應用上之機會與限制

 陳建煒(台大醫學院腫瘤醫學研究所教授)
11:15-11:45 巨量資料與基因庫之研究：基因體醫學中的巨量資料分析

 盧子彬(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1:45-12:15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珍信(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教授)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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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兒童與青少年健康行為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八會場 地點：MD203教室
主持人： 陳端容(台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莊佳蓉(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助理教授)

09:00-09:15 Exploring the Predictors of the Need for Pediatric Emergency Services among 
10–17-Year-Olds in Taiwan from An Adolescent Health Perspective

 Mei-Wen Wang, Jiun-Hau Huang
09:15-09:30 肥胖、霸凌與青少年學習成就之多階層分析

 陳端容、羅傑恩、關秉寅

09:30-09:45 以行銷策略探討健康檢查中心消費者對健康管理之服務需求研究

 王琴芳、劉潔心

09:45-10:00 「追趕跑跳碰、說不我最ㄅ一ㄤˋ」：以公衛服務隊結合研究，強化國小學童之K
他命、菸害和霸凌防制能力

 許秀帆、洪子貽、江宜珍、林妤容、李宣信

10:00-10:15 台灣兒童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以及其相關的社會與行為影響因素

 林佑真

10:15-10:30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孩童家長的知識及衛教的立即成效

 鍾佳 、史麗珠

專題討論

主題：政策與法律於公共衛生的實證視野

10月17日(星期六)

地點：第八會場 地點：MD203教室
主持人：楊秀儀(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10:45-11:03 病人為何要告醫師？—以糾紛發動者為中心之法實證研究

 黃鈺 、楊秀儀

11:03-11:21 單一醫院處理醫療糾紛的實證考察：十年百例經驗

 許文章、楊秀儀

11:21-11:39 刑事醫療糾紛判決於上訴審的實證考察

 劉邦揚

11:39-11:57 立委候選人政治獻金之相關因素：以第八屆區域暨原住民選區立委選舉為例

 陳姵妏、鄧宗業

11:57-12:15 預立醫囑制度初探：美國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宋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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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結核病防治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九會場 地點：MD212教室
主持人：許建邦(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愛滋及結核病組科長)

09:00-09:15 主動發現特殊策略分析—設籍山地鄉學生結核病防治主動篩檢計畫

 廖芸儹、許建邦、楊靖慧、陳昶勳

09:15-09:30 我國結核病接觸者檢查政策推動與執行情形分析

 馮天怡、盧珉如、許建邦、黃彥芳、陳昶勳

09:30-09:45 潛伏結核全都治試辦計畫之推動及執行分析

 盧珉如、許建邦、黃彥芳、陳昶勳

09:45-10:00 聚集事件處理經驗分享—校園結核病聚集事件風險因子分析

 朱柏威、鄭人豪、李品慧、許建邦、陳昶勳

10:00-10:15 台灣TB/HIV合作管理模式執行成果暨未進行HIV檢驗之原因分析

 謝宛庭、邱美玉、李品慧、詹珮君、楊祥麟、許建邦、陳昶勳

10:15-10:30 綜合討論



11

專題研討

主題：癌症登記研討
主辦單位：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地點：  輔仁大學利瑪竇大樓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主會場、工作坊Ⅰ：癌登
與ICD-10)

 利瑪竇大樓1樓101(開票、用餐)
 文開樓LE4A電腦教室(工作坊Ⅱ：統計應用)
 國璽樓MD171(工作坊Ⅲ：實務競賽)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地點：利瑪竇大樓1樓門廳)

09:00-10:00 I. 國衛院核心測量指標產生與應用
 －以一癌為例

專家醫師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賴美淑理事長
10:00-11:00 II. 癌症登記資料庫應用

 －年報製作、核心測量指標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黃英彥醫師

11:00-13:30 選舉、會員大會(午餐)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賴美淑理事長
丁文謙常務監事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范淑貞秘書長

13:30-16:30

(I) 癌症登記資料庫工作坊
 v.s. 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
 － I-10改版對統計趨勢分析之

影響
 －癌登與SNOMED CT
 －台灣I-10推動現況與影響
 －I-10與癌登 三場工作坊同時舉辦， 

報名額滿為止。
(本會正式會員優先報名)

工作坊 I：350人
工作坊 II：80人
工作坊 III：70人

國立成功大學
呂宗學教授

台中榮民總醫院
潘錫光醫師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高小玲師資
魏麗華師資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林玲珠常務理事

(II) 癌症登記資料統計應用工作坊
 － 簡易報表及圖形製作 

(excel)
 －資料處理(excel)
 － 存活分析原理與實務

(SPSS)

台灣癌症登記中心 
王悅講師

羅偉成講師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林秀玲理事

(Ⅲ)癌症登記分組實務競賽工作坊
 －實務摘錄限時分組競賽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李明陽理事
張世昌理事

鄭淑貞常務理事

16:30- 簽退
(地點：利瑪竇大樓1樓門廳)

※學員需全程出席並攜帶身分證，統一於利瑪竇大樓完成簽到/退，始可取得學分。
※本次研討會備有午餐，請學員於報名時註明用餐習慣(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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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年會相關學會及其會員大會時程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會場 地點：利瑪竇大樓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11:00-13:30 TSCR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賴美淑(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范淑真(台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賴美淑(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理監事選舉投票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二會場 地點：MD227國際會議廳
12:30-13:20 TIPSPA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白　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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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璐(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四會場 地點：MD168教室
12:30-13:20 T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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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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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九會場 (報到時間：08:30-12:00) 地點：MD212教室
12:30-13:20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黃月桂(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蘇春蘭(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校友會秘書)
 提案討論  黃月桂(國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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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會場 地點：MD152國際會議廳
17:15-17:35 TPHA會員大會

 主席致詞  李玉春(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會務報告  董鈺琪(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秘書長)
 提案討論  李玉春(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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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

10月17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地點：輔仁大學醫學院國璽樓一樓MD152國際會議廳(374人)
13:30-13:45 主席致詞： 李玉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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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璐(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賴美淑(台灣癌症登記理事長)
13:45-14:05 貴賓致詞： 張博雅(監察院院長)
  蔣丙煌(衛生福利部部長)
  朱立倫(新北市市長)
  江漢聲(輔仁大學校長)
14:05-14:30 大會拍照時間

14:30-14:40 頒發第21屆公共衛生優秀論文獎：陳拱北教授紀念獎

 頒發第26屆公共衛生研究生論文獎

 頒發2015年流行病學碩士及博士生論文獎

 頒發2015年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力測驗及格證書

大會主題「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演講與討論
14:45-14:55 引言人：馮　燕(行政院政務委員)
14:55-15:15 KN-1  子題一：所有政策都要考慮安全

  主講人：邱文達(台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教授)
15:15-15:35 KN-2  子題二：Health-in-All-Policies-跨域共創高齡友善城市

  主講人：邱淑媞(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
15:35-15:55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

15:55-16:15 KN-3  子題三：氣候變遷與健康

  主講人：蕭慧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處長)
16:15-16:35 KN-4  子題四：我國勞工健康政策

  主講人：陳秋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副署長)
16:35-17:15 綜合討論

  與談人： 涂醒哲(嘉義市政府市長)
   張　珏(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呂宗學(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郭憲文(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黃耀輝(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
17:15-17:35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會員大會

17:50-20:00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

 地點：輔仁大學利瑪竇大樓一樓會議室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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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建構全民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MD227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潘文涵(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08:30-09:00 「建構全民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之理念

 主講人：潘文涵(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09:00-09:20 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的建構：學術部門之角色、責任、力量與機會

 主講人：陳信任(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助理教授)
09:20-09:40 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的建構：醫療體系之角色、責任、力量與機會

 主講人：劉燦宏(衛生福利部雙合醫院(委託台北大學興建經營)復健醫學部主任)
09:40-10:00 綜合討論

 與談人：郭耿南(台北醫學大學考科藍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人：祝年豐(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院長)

專題討論

主題：建構全民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二會場 地點：MD227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彭光輝(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院長)

10:30-11:00 健康體位生活空間與環境建構：都市計畫的角色與規劃策略

 主講人：彭光輝(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院長)
11:00-11:25 健康體位生活空間與環境建構：社區實質生活環境營造的角色與規劃設計策略

 主講人：宋立垚(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11:25-11:50 健康體位生活空間與環境建構：提高建築物健康性能的設計策略

 主講人：邵文政(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11:50-12:00 綜合討論

 與談人：白仁德(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秘書長)
 與談人：洪禾秣(中國文化大學市政與環境規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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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地點：MD167教室
主持人： 周穎政(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古鯉榕(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助理教授)

08:30-08:45 Is the Birth Cohort from 1985/9-1990/8 a Susceptibility Window for CRS in Taiwan?
 林陳立、施淑芳、蔡秉修、梁艾琪

08:45-09:00 地方政府治理與健康差異的相關性—以台灣20縣市民眾身心健康滿意度為例之多層
次分析

 傅健泰、陳端容

09:00-09:15 評估Pre-ESRD論質計酬照護計畫與Stage 5的CKD病人臨床療效和成本效益
 謝慧敏、林明彥、黃尚志

09:15-09:30 Impact of Pay-for-performance (P4P) on Mortality in Diabetes Patients in Taiwa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Yu-Ching Chen, Yong-Yuan Chang, Charles Tzu-Chi Lee, Hon-Yi Shi
09:30-09:45 高齡者復原力與社會支持之關係
 曾慧嘉、李妙純

09:45-10:00 全民健康保險限縮藥品給付對民眾健康的影響：以健保限縮抗骨質疏鬆症藥品之給
付為例

 羅柏青、蔡憶文、黃文鴻、溫有汶

一般論文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三會場 地點：MD167教室
主持人： 楊銘欽(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施淑芳(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10:30-10:45 主管職醫師職涯路徑發展歷程之探討
 陳詠秋、陳端容、吳志雄、邱瓊萱

10:45-11:00 探討專業承諾、自尊與通報意願之關係研究
 馮文瑞、葉淑娟

11:00-11:15 比較外籍看護與台灣家庭照顧者對居家照顧老人住院與死亡風險之影響
 黃郁超、陳雅美

11:15-11:30 2001-2012年台灣兒童肥胖不平等之趨勢及影響因素
 邱資芸、王亮懿

11:30-11:45 職業傷病對工作者心理健康的衝擊
 鍾佩樺、鄭雅文

11:45-12:00 新訓中心女性學員吸菸情形探討
 李維毅、梁俊義、邱于容、曾雅梅、李善茹、簡戊鑑、賴錦皇、高森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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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MD168教室
主持人： 孫建安(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何文照(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08:30-08:45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博士生論文獎-Development of Risk Scoring System for Stratifying 
Popul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creening

 Yi-Chun Hung, Chih-Lin Lin, Chun-Jen Liu, Hung Hung, Shi-Ming Lin, Shou-Dong Lee, 
Pei-Jer Chen, Shu-Chun Chuang, Ming-Whei Yu

08:45-09:00 Renal Dysfunction and Exposure to Cadmium and Chromium in Taiwan
 Tsung-Lin Tsai, Chin-Chi Kuo, Yu-Teh Chung, Wen-Harn Pan, Chiu-Ying Chen,  

Trong-Neng Wu, Shu-Li Wang
09:00-09:15 基因關聯研究之統合分析中的交互作用分析
 林嶔、朱基銘、林義強、楊昕禕、蘇遂龍
09:15-09:30 探討長期與短期肥胖程度改變，呼吸道發炎，及孩童新發生氣喘之致病機轉
 陳揚卿、池岸軒、陳俊榮、劉燦宏、李永凌
09:30-09:45 子宮頸抹片篩檢邀請之介入成效分析—以社區隨機分派試驗計畫
 宋雯婷、葉柔吟、姚玉津、尚筱菁、葉彥伯
09:45-10:00 維生素D和MicroRNA-21,155與氣喘之相關性研究
 林琬瑜、林孟志、王金洲、吳沼漧、王姿乃

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MD168教室
主持人： 陳淑媛(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游山林(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10:30-10:43 台灣地區民眾休閒性身體活動不足盛行率與全民健康保險使用之關聯性探討
 李翊榤、程瑞福、何健章
10:43-10:56 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糖尿病罹病情形及健康控制行為對存活狀況之影響
 邱建勳、陳芳喬、劉士嘉、林宇旋、洪百薰
10:56-11:09 台灣成人社經因素、飲食品質與飲食支出之相關影響
 鐘羅元婷、陳乙瑩、李美璇
11:09-11:22 台灣長者身體活動度與認知缺損之關聯性研究
 蔡毓鈞、陳人豪、陳達夫、程蘊菁
11:22-11:35 慢性幽門桿菌感染和老人認知功能障礙之相關研究
 韓明倫、陳人豪、劉志銘、陳達夫、程蘊菁
11:35-11:48 減害防治藥癮者愛滋病毒感染的成本效性
 朱芳瑩、鄭宇傑、黃鈺玲、方啟泰
11:48-12:01 登革熱病例臨床通報之影響因子分析
 高瑞鴻、陳朝東、李崢嶸、何啟功、金傳春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sly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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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環境醫學與職業衛生(一)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五會場 地點：MD169教室
主持人： 尹立銘(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張士昱(中山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08:30-08:45 應用大氣能見度評估空氣污染對於呼吸道疾病就診的影響

 楊佳興、張士昱、陳詩潔、曾文昶、郭依澄、鄭忠豪

08:45-09:00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Decreases Daily Melamine Exposure from Melamine Tableware
 Zi-Ying Huang, Chia-Fang Wu, Bai-Hsiun Chen, Ming-Tsang Wu
09:00-09:15 游泳者於室內游泳池游泳暴露三氯甲烷的整合性研究

 韓艾伶、謝瑞豪、杜敬民、許惠悰

09:15-09:30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與遙感探測技術以探討環境綠蔽度對思覺失調症之影響

 張皓庭、蘇慧貞、吳治達、潘文驥、林金樹

09:30-09:45 台灣地區環境中揮發性有機物質特徵與健康風險評估

 陳穆貞、江宏哲、許金玉、林孜禹、陳裕政

09:45-10:00 花蓮地區居家犬貓外寄生蟲貓蚤媒介立克次體之分析

 吳佩紋、曾俊傑、蔡坤憲

一般論文

主題：環境醫學與職業衛生(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五會場 地點：MD169教室
主持人： 陳叡瑜(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張大元(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教授兼主任)

10:30-10:45 公共衛生論文獎：陳拱北教授紀念獎得獎論文發表

10:45-11:00 2008金融風暴前後勞動條件與飲酒成癮傾向相關性之比較研究

 胡仁潔、陳端容

11:00-11:15 長期職業噪音暴露、聽力損失對高血壓發展之世代追蹤研究

 陳亭臻

11:15-11:30 不同面體N95口罩配戴所產生之熱壓力評估

 韋蕙禎、何舜華、林 、陳振菶

11:30-11:45 職場暴力、心理健康與減效出席關聯性探討

 陳叡瑜、葉錦瑩、張耀聰、葉書瑄

11:45-12:00 台灣南部健康職場推動實務現況－以推動中心觀點之輔導經驗分享

 吳兆偉、吳政龍、林真夙、陳美滿、葉茂榮、江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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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安全促進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六會場 地點：MD170教室
主持人：卓妙如(輔仁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08:30-08:45 Continuing to improve campus safety-Experience in a Sing-an Elementary School, Chiayi
 Chin-Chih Ho, Wen-Yu Chen, Tzu-Chin Lin, Chin-Tun Hung, Mei-Wen Lee, Shu-Fen Li
08:45-09:00 Implementing innovation to improve campus safety
 Chin-Chih Ho, Chiu-Feng Wu, Chin-Tun Hung, Mei-Wen Lee, Shu-Fen Li
09:00-09:15 台灣安全社區推動之長期成效評估
 鍾其祥、白璐、李忠勤、魏佑廷、楊純玲
09:15-09:30 安全社區持續性組織運作機制—以阿里山安全社區為例
 呂怡慧
09:30-09:45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raffic Safety Measures 

Utilization in Taiwan
 劉星佑
09:45-10:00 運用多元支持團體於社區防跌宣導之成效初探
 范晶智、黃家琪

專題討論

主題：由「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探討 
飲食行為與個人、家庭、環境因素之關係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六會場 地點：MD170教室
主持人： 潘文涵(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10:30-10:40 開場、介紹與會重要人員
 潘文涵(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10:40-10:50 3-6歲幼兒從大眾媒體接受食品廣告狀況調查 
 林佳蓉(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10:50-11:00 家長對兒童/青少年的健康體位意識
 陳信任(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助理教授)
11:00-11:10 致胖環境指標建立：國中校園周圍環境
 莊紹源(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11:10-11:20 體重過輕國中學生之飲食習慣、活動量、心理健康與家庭特徵
 陳冠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心身醫學科主治醫師兼主任)
11:20-11:30 利用跨理論模式分析國人奶類攝取行為及相關因素
 姜廣茂(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1:30-11:40 應用資料探勘技術發現與老人衰弱症候群相關的飲食型態：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

調查的分析結果，2013-2014
 羅彥俐(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1:40-12: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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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中老年健康行為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七會場 地點：MD171教室
主持人： 胡淑貞(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陳雅美(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08:30-08:45 The Health literacy Surveys in Taiwan and Vietnam
 Duong Van Tuyen , Pham Van Thuc, Nguyen Thanh Huong, Pham Minh Khue, Truong Quang 

Tien , Nguyen Trung Kien, Asian health literacy association, Peter Chang
08:45-09:00 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對台灣機構老人幸福感和憂鬱情緒之介入成效探討
 胡宛臻、江宜珍、林妤容、陳富莉、謝珮玲
09:00-09:15 慢性腎臟病患者及病自我管理的心理需求評估—以症狀治療藥物為例
 陳文倩、簡淑真、吳麥斯、陳錫賢、張　珏
09:15-09:30 Mental Abacus Calculation Training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in Elderly People
 Shu-Ping Chao, Li-Kai Huang, Hsun-Hua Lee, Wei-Ting Chiu, Tzu-Hslang Ko,  

Ming-Hsiu Hsieh, Kuan-Yu Chen, Pei-Jung Wu, Chaur-Jong Hu, Yao-Mao Chang
09:30-09:45 電話關懷介入對社區長者害怕跌倒之影響
 蕭婉玲、邱于容、曾雅梅、李善茹、張耀文、陳雪芬、林富宮、高森永
09:45-10:00 台灣地區長期照顧中居家服務員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究
 劉慧俐、黃淑萍、陳大成

一般論文

主題：健康行為新興議題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七會場 地點：MD171教室
主持人： 陳娟瑜(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詹大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助研究員)

10:30-10:45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Huei-Jen Chen, Jiun-Hau Huang
10:45-11:00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以探討都市熱島效應對自殺之影響
 陳映融、吳治達、潘文驥、蘇慧貞、龍世俊、陳穆貞、張坤城

11:00-11:15 菸品訊息監測研究：網際網路的表現與型態之分析為例
 石敬梅、鍾起惠

11:15-11:30 大學生手機健康APP使用行為相關因素之探討
 卓一嫻、黃冠蓁、邱虹雅、陳雅惠、李東昇、吳文琪、陸玓玲

11:30-11:45 以台灣版FRHOP量表評估急性住院病人跌倒風險因子及探討防跌資源配置
 張映雪、高森永、曾雅梅、張耀文

11:45-12:00 女性新訓人員吸菸狀況於問卷調查與尿液檢驗結果不一致的原因探討
 黃姝嘉、黃仲麒、李善茹、曾雅梅、邱于容、簡戊鑑、賴錦皇、高森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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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台灣是否有達到千禧年發展目標四與五？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八會場 地點：MD203教室
主持人： 呂宗學(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成功大學健康資料加值應用研究中心主任)

08:30-08:45 台灣、韓國與日本兒童與孕產婦死亡率趨勢比較
 邱資芸、呂宗學
08:45-09:00 台灣體重別死亡率分析
 梁富文、呂宗學
09:00-09:15 台灣孕產婦死亡率分析
 黃雅莉、呂宗學
09:15-09:30 如何建置好的兒童與孕產婦死亡率監測體系？
 呂宗學
09:30-09:45 回應：2015後如何降低兒童死亡率？
 吳美環
09:45-10:00 回應：2015後如何降低孕產婦死亡率？
 鄭博仁

專題討論

主題：諾羅病毒感染

10月18日(星期日)

第八會場 地點：MD203教室
主持人：劉定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疫情主任)

10:30-10:50 我國諾羅病毒疫情監測與通報

 葉倪君、郭宏偉、柯志嶸、劉定萍

10:50-11:10 諾羅病毒檢驗及病毒株分析

 吳芳姿、吳和生

11:10-11:30 諾羅病毒調查及防治實務—2015年台中巿某農場諾羅病毒群聚感染事件

 魏嵩璽、張素徽、林杜凌、賴珮芳、柯靜芬

11:30-11:50 諾羅病毒調查及防治實務—墾丁度假村食物中毒事件調查及防治

 鄭皓元、吳芳姿、吳和生

11:50-12: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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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主題：統合分析的新發展

10月18日(星期日)

第九會場 地點：MD212教室
主持人：杜裕康(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10:30-10:48 性行為與罹患攝護腺癌風險之劑量效應統合分析

 吳昀麇、杜裕康

10:48-11:06 以網絡統合分析動靜脈廔管之抗血栓治療

 吳美儀、吳昀麇、杜裕康

11:06-11:24 不同運動介入對於血液透析患者心肺功能之影響比較：網絡統合分析

 吳苡璉、林佳靜、杜裕康

11:24-11:42 傘型回顧

 陳姿婷、杜裕康

11:42-12:00 利用廣義線性混合模型評估網絡統合分析中的不一致性

 杜裕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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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海報展示

展示時間：10月17日上午9時至10月18日中午12時　展示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一、二樓走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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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時後取下。海報展示尺寸為：寬90公分，高120公分

主題：衛生政策與醫務管理

 1. 吸菸民眾對於菸盒警圖有效性之態度、自述行為影響及吸菸行為改變階段之變化—菸盒警圖全面
改版前後之電話調查追蹤結果
羅韻茹、陸玓玲、陳富莉、洪百薰

 2. 社區癌症篩檢陽性個案稽催轉介政策成效評估—以大腸直腸癌篩檢為例
呂孟倫、戎晏甫、林欣怡、許淑慧、邱月暇、薛瑞元

 3. C型肝炎病人論質計酬之整體成本效果評估
李承昌、邱亨嘉、謝慧敏、余明隆、林怡潔

 4. 成人氣喘病患論質計酬之整體成本效果評估
葉信含、邱亨嘉、謝慧敏、黃明賢、林怡潔

 5. 糖尿病患之社經地位、照護品質與併發症風險之探討
陳詩勻、郭年真

 6. 探討當次住院之併發症對結直腸癌病人的術後超長住院之影響
林怡潔、邱亨嘉、謝慧敏、王照元

 7. 大腸癌篩檢陽性追蹤個案之行為決策相關因素探討—以高雄市大寮區為例
韓豫玉、張蓓貞、莊育冠、黃友靖

 8. 全民健康保險支付抗骨質疏鬆症藥品用於骨折初級預防的成本效益分析
羅柏青、蔡憶文、黃文鴻、溫有汶  

 9. 心臟衰竭病人出院後照護連續性及照護層級與照護結果及費用之相關性
邱翰憶、鄭守夏、董鈺琪

 10. 建構具預測死亡能力之營養相關健康老化指數
黃怡真、Mark L Wahlqvist、李美璇

 11. 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之效益分析—以台灣南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王重元、詹智鈞、范思善、許弘毅

 12. 長期照顧服務使用對於失智症照顧成本的影響
古鯉榕、白明奇

 13. 台灣老年人口住宅所有權與失能之相關性研究
張毓宏、廖玟玲、張怡婷

 14. 論人計酬試辦制度下高風險者預估模式建立與評估
謝其政、林文德

 15. 國內住院病患之麻醉利用分析
徐冠馨、黃偉堯、劉彥青

 16. 居家式醫護類長期照顧服務核定量與使用量的落差及結案原因：以北部某縣市2014年資料為例
陳緯珉、蔡玉霞、史麗珠

 17. 為何台灣糖尿病論質計酬的加入率無法提升?獲得照護機會的地區不平等及其影響因素探討
陳榮陞、王亮懿

 18. 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經驗分享
李鴻祥、何淑貞、林敬順

 19. 衛生政策—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品質
李鴻祥、何淑貞、林敬順

 20. 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劃之門診病人滿意度探討－以花蓮縣萬榮鄉及卓溪鄉為例
林育婷、沈怡瑄、林雅蘋、王啟忠、朱正一

 21. 民眾對於二代戒菸之認知
張麗娟、陳珮青、邱淑媞、李玉春

 22. 民眾對於菸品健康福利捐之態度
張麗娟、陳珮青、邱淑媞、李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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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不吸菸者對於二手菸願受價格之初探
陳珮青、張麗娟、李玉春

 24. 非創傷成人到院前心跳停止病患心跳回復之分析—以嘉義某區域醫院為例  
張惠娟、黃偉堯、蔡政翰

 25. The Study of Health Lifestyle and Job Stress in Hospital
Yi-Chun Chen , Ming-Chuan Hsieh

 26. 醫療機構特性對子宮頸癌病人治療後遵從追蹤指引之探討
陳廷語、郭年真、鍾國彪

 27. 從疾病、年齡分析台灣個人醫療保健費用之趨勢
李淑卿

 28. 影響醫院照顧服務員留任意願之因素
蔡聖君、黃璉華、邱瓊萱、許玫玲

 29. 高齡友善城市指標與老年人自評健康之小區域變異性—以宜蘭地區為例
許亞涵、璩大成、李怡娟、林寬佳

 30. Disease-Specific Pay-for-Performance Programs: Do the P4P effects differ betwee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multiple chronic conditions?
Yu-Chin Huang, Miaw-Chwen Lee, Yiing-Jenq Chou, Nicole Huang

 31. 大腸直腸癌病人就醫經驗與復發擔憂之相關性探討
彭瑄、鍾國彪

 32. 台灣地區吸菸者對於新版菸盒警圖之感受及其自述影響之關係
陳允文、陸玓玲、陳富莉、洪百薰

 33. 台灣兒童感冒處方之分析
陳珮青、黃光華、李玉春

 34. 以慢性病照護模式為架構之社區型長者跌倒防制網推動成效探討
劉怡君、陳雪芬、張耀文、高森永、林富宮

 35. 運用不同遷移評估系統探討國人地理移動與心理疾病之關聯性
李韻玄、林敬恒、白雅美、林寬佳

 36. 二代戒菸計劃中門診戒菸個案與住院戒菸個案之戒菸成效初探
許梅英

 37. 佛教養護機構宗教支持與住民安養：一個機構個案研究
翁榮良、鄭惠珠

 38. 改善臨床各科醫療支援報備作業準確率及簡化人工開檔作業
林盈盈、陳光輝、劉鴻俊、陳惠貞、李佳蓉

 39. 公共衛生倫理個案討論：應不應永久禁止曾有男男間性行為者捐血？
葉明叡

 40. 台灣65歲以上身心障礙老人接種流感疫苗之情形及影響因素
張育嘉、徐尚為、蔡文正、龔佩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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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季蓉、張育嘉、葉德豐、徐尚為

 42. 品質資訊公開對於急性心肌梗塞照護過程與照護結果之影響
王政傑、董鈺琪、鍾國彪

 43. 大學生對照顧服務員工作之認知與就業意願
黃麗玲、林川雄、葉德豐、鍾燕宜

 44. 擴大乳癌篩檢年齡之成本效果分析
周弈君、陳珮青、李玉春

 45. 地區產科醫師資源短缺與新生兒不良出生結果之相關
張嘉雯、王亮懿

 46. 末期腎病患者健康生活促進型態與相關因素之探討
葉德豐、張育嘉、陳玲守、黃麗玲、陳呈旭、黃建財、林川雄、鍾燕宜

 47. 末期腎病患者對活體親屬腎臟移植之知識與相關因素
葉德豐、張育嘉、張靜宜、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鍾燕宜、陳呈旭

 48. 評估糖尿病論質計酬方案對於糖尿病合併高血壓和高血脂病人照護的成本效益
辜嵩貿、謝慧敏、邱亨嘉

 49. 探討失智症患者使用日間照顧中心與瑞智互助家庭模式下之家庭照顧者多元評估
張鈺勤、陳雅美

 50. 國軍戒菸就贏比賽成效及戒菸成功與失敗各項特性比較
謝青倚、許孟萍、鄭期銘、簡戊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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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吸菸量、戒菸經驗及陪伴者身分是戒菸成功的預測因子
許孟萍、謝青倚、鄭期銘、簡戊鑑

 52. 以世代研究分析腎結石與痛風的相關性
陳怡君、鍾麗琴

 53. 影響醫師開立低價值服務之因素－以為門診頭痛病人開立腦電圖檢查(EEG)為例
陳筱旻、李玉春、陳珮青

 54. 健保特約藥局調劑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品質研究
李淑芬、洪錦墩、何清治、官錦 、李美文

 55. 影響台灣養護機構地理分布之因素分析
洪錦墩、官錦鳳、李美文、何清治、李淑芬

 56. 照顧服務員工作負荷之全方位評估
鍾燕宜、葉德豐、林川雄、黃建財、黃麗玲

 57. 社會支持與情緒支持對台灣地區中老人憂鬱傾向關聯性探討
綵涵、王炳龍

 58. 影響公衛系學生學業表現之因素探討
邱于容、王嘉琦、曾雅梅、高森永

 59. 精神分裂症出院後門診追蹤對一年內死亡率之影響—兩百萬歸人檔
謝友菱、梁竣傑、謝明鴻、邱政元

 60. 台灣老人居住型態、社會支持與憂鬱程度關係之探討  
陳奕柜、陳雅美

 61.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病人持續固定照護醫師對可避免住院之影響
林宜柏、吳肖琪

 62. 新複方藥品納入健保給付對藥品市場影響之探討-以降血糖藥品Avandamet®為例
章法瑜、張瑋倫、黃文鴻、蔡憶文

 63. 以抗結核病藥物副作用門診補助方案降低結核病患失落之成效分析探討
許秀玉、黃閔榆、范晶智

 64. 慢性腎臟病對全髖關節置換術病患預後情形之影響 
張祺君、吳肖琪

 65. 擴大無痛內視鏡資源以提升醫療品質與滿足社區民眾之需求
陳冠宏、陳家盈、莊俊德、潘玉山

 66. 連帶思想運用於台灣長期照護政策之啟發與挑戰
林志遠、陳佩青、李玉春

 67. 醫療人員之安全認知與安全績效之相關性研究
劉家綸、高月慈、馮文瑞、魏麗香、蔡易廷、林宜賢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68. 職業工作量與肥胖之相關性
陳姿勻、楊佩珊、林薇倩、葉柔吟、邱月暇

 69. 利用分子生物學方法建立岡比亞瘧蚊之生物特性以強化中西非聖多美普林西比的瘧疾病媒防治策略
陳瀅安、蔡坤憲

 70. 台灣社區民眾非酒精性脂肪肝盛行率及嚴重程度分佈狀況
劉品崧、劉軒秀、尚曉青、葉彥伯

 71. An online atlas for exploring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cancer mortality (1972-2011) and incidence 
(1995-2008) in Taiwan
Yung-Po Liaw, Wen-Yuan Ku, Jing-Yang Huang, Oswald Ndi Nfor, Shu-Yi Hsu, Pei-Chieh Ko, Wen-
Chung Lee, Chien-Jen Chen

 72. Allergic Disorders in Early Life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mong Children in Taiwan
Tzu-Chu Liao, Chuan-Yu Chen

 73. 不同子宮頸抹片篩檢史與婦女罹癌之評估
林鍵志、陳慧祺、陳祈安、陳建仁

 74. 子宮頸癌風險地圖：民國91-96年及97-101年台灣各縣市子宮頸癌發生率、死亡率與相對存活率分
布
許煌城、陳慧祺、陳祈安

 75. 定期口腔黏膜檢查可及早發現口腔癌前病變—以某區域醫院篩檢資料為例

呂美君、張佩綺、邱淑碧、徐約翰

sly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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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台灣大腸直腸癌篩檢評估：早期評估結果
邱月暇、邱瀚模、蘇秋文、游惠茹、賈淑麗、吳建遠

 77. 台灣民眾早餐飲食型態之地區差異
顧皓婷、潘文涵、陳信任

 78. 某研究中心「食物紅黃綠標」介入計畫之過程評估
翁詩涵、陳信任、潘文涵

 79. 就業狀態與進食時序型態相關之探討
周仲安、陳信任、潘文涵

 80. 外籍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與氧化壓力和發炎生物指標之相關探討
蔡怡倩、劉紹興、羅慶徽、陳克宏、賴錦皇

 81. 探討過敏性疾患與罹患帕金氏症之風險
譚弘熙、曾鈞宏、高嘉鴻、莫之欣、許重義、陳秋瑩

 82. 1998-2014高雄市登革熱損失之失能調整人年(DALYs) 估算
劉澄杰、林映秀、陳詩潔

 83. 2010-2013年台灣國際港埠鼠類媒介漢他病毒之流行病學調查
蘇信維、吳怡君、何麗莉、蘇成副

 84. 林奇氏症候群中NATs基因多形性與大腸直腸癌風險之相關性
張峻毓、熊昭、謝玲玲、唐瑞平、葉志清

 85. 預防兒童肥胖措施對血壓的影響
湯夢彬

 86. G6PD缺乏症新生兒篩檢成效及評估
葉信伶、蕭郁詩、蔣思慧、張晏甄、曹珮真、蕭廣仁、江博煌

 87. 台灣老年人生活品質的影響因子
林瑀籈、季瑋珠、吳岱穎

 88. 特殊人格特質考量對自費健檢方案選擇之影響
黃麗玲、賴宜賢、黃建財

 89. 尿液中雙酚A濃度和雌激素受體基因與乳癌之相關性研究
高勝農、李佳甯、彭瓊瑜、侯明鋒、蔡英美、王姿乃

 90. 以關聯式規則探討腦創傷病人術後中醫藥使用情形
唐偉誠、何宗翰、郭進榮、吳昕珉

 91. 迴腸導管手術之長期健康影響分析
張晏甄、江博煌、羅浩倫

 92. 義務役官兵服役期間吸菸變化情形
簡戊鑑、鍾其祥、白勝仁、賴賢容、曾冬勝

 93. 不同級別毒癮者特質與危險因子探討
劉淑惠

 94. A Prospective Study of Alcohol Advertisement on Alcohol Experiences Among Adolescent in Taiwan
Hsueh-Yu Huang, Kuang-Hung Chen, Fang-Yi Tseng, Wei J. Chen, Chuan-Yu Chen

 95. 高血壓與痛風相關性之探討
鍾麗琴、陳怡君、謝明娟、陳俞成

 96. 定期接受乳房攝影有助於早期發現乳癌

邱淑碧、呂美君、劉姵蘭
 97. 利用全民健保資料庫分析未接受首次療程之癌症個案後續治療現況：以肺癌與乳癌為例

呂明益、江濬如、楊雅雯、賴美淑

 98. 吸菸民眾嚼檳榔程度和口腔癌篩檢異常之關聯性研究—某區域教學醫院之經驗分析

張珮綺、呂美君、徐約翰、張育誠
 99. 個人化營養支持對於接受手術治療的大腸直腸癌病患其營養狀態、生活品質之影響

郭雅琦、季瑋珠

 100.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and Statin Use on Stroke among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A Population-
Based Cohort Study in Taiwan
Yi Jung Chou, Wen-Chao Ho, Meng-Hung Lin, Tsung-Ta Wu, Zong-Cheng Pan, Kang-Chih Fan,  
Yu-Sheng Lin, Pau-Chung Chen, Trong-Neng Wu, Fung-Chang Sung, Ruey-Shiung Lin

 101. 應用台灣版福康量表於社區長者跌倒評估之成效
曾雅梅、張耀文、林富宮、高森永

 102. 中醫經絡與疾病關聯性－從健保資料庫進行分析探討
劉冠甫、李育臣、何文照、蔣仁槐、陳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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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台灣地區睡眠品質、睡眠時數與代謝症候群之關聯性探討
林士傑、周雨青、游山林、梁鈞瑜、孫建安

 104. 代謝症候群與膽囊息肉相關性分析—以成人健康檢查資料分析
陳建華、孫建安、周雨青、李昭憲、楊燦

 105. 睡眠品質與代謝症候群相關性探討
詹芳絮、孫建安

 106. 嘉南地區急性惡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之住院率及醫療費用趨勢分析
黃淑倫、郭素娥、林裕清、紀妙青、周姜廷、林玠模

 107. 中老年族群糞便潛血檢查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蘇美禎、魏素華

 108. 台灣銀髮族社經地位與功能性體適能關聯性之探討
洪佳沁、賴政秀、謝欣妤、劉佳鎮、曾慶裕、何健章

 109. 呼吸器患者使用濕化器之臨床療效評估
江雅惠、謝慧敏、許超群

 110. 台灣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與居住地區鄉鎮市區發展類型之相關探討
劉士嘉、邱建勳、林宇旋、洪百薰

主題：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

 111. 自營性阿米巴在蚊子幼蟲的分布與多樣性
沈昱均、蔡坤憲

 112. 肥胖因子對室內人員空氣污染物的暴露與病態大樓症候群風險關係之影響
林政宏、榮建誠、蘇慧貞

 113. 護理師對職業衛生護理之角色、能力看法及教育訓練需求初探
黃郁庭、張蓓貞、莊育冠、黃友靖

 114. 暴露一溴二氯甲烷對小鼠精子品質的影響
蔡沛君、許惠悰

 115. 台灣近15年飲食環境中食物供應、飲食攝取與飲食營養目標符合度與飲食西化程度分析
彭巧珍、郭浩然

 116.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的工作狀況與角色困境
鐘翊華、鄭雅文

 117. 認定職業性促發腦心血管疾病相關因子探討—以台灣現況為例
陳鈺棠、萬恩慈、邱孟瑩、林子涵、林劭華、朱柏青、陳保中

 118. 台灣北部與南部地區職業病類別與產業分布的關聯性
萬恩慈、邱孟瑩、陳鈺棠、林子涵、黃炳勛、朱柏青、陳保中

 119. 職業性下背痛現況分析與性別差異
邱孟瑩、萬恩慈、陳鈺棠、林子涵、陳映蓉、朱柏青、陳保中

 120. 評估飲用水雙酚A (Bisphenol A)暴露劑量及危害風險
呂珮萱、陳詩潔

 121. 大台北地區細懸浮微粒(PM2.5)中金屬濃度暴露與氧化性傷害之相關探討
陳聖文、劉紹興、賴錦皇

 122. 造船廠作業人員鎳暴露與代謝性症候群之關係
莊文鴻、蘇庭耀、潘致弘、劉紹興、賴錦皇

 123.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製品製造作業勞工苯乙烯及粉塵暴露研究
鄭淑芳、蔡欣真、許德仁、張富貴

 124. 丙酮製造與使用業之勞工暴露濃度及尿中丙酮濃度推估模式之開發
謝依 、 蔡朋枝、陳美如、陳成裕

 125. 日光輻射反射量與氣象因子之相關性及地表反照率之季節與時間變化
蔡佩穎、陳柏霓、陳振菶

 126. 膀胱癌死亡率之地理不平等研究
鄒惠貞、葉信伶、詹大千、張晏甄、江博煌

 127. 辦公室通風換氣效率的改善對病態大樓症候群風險和醫療成本之影響
榮建誠、蘇慧貞、林政宏、戴聿彤、龔品誠、周宗冠、王禮鵬

 128. 某教學醫院不動桿菌感染危險因子分析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黃麗玲

 129. 風險評估技術於高科技產業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何英誌、趙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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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衛生教育與行為科學

 130. 婦女於產後回復吸菸行為影響因素之探討—以計劃行為理論為框架
林陳立、施淑芳、周宜苹

 131. 婦女補接種疫苗以防治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胎兒之行為影響因素探討：以健康信念模式為框架
施淑芳、林陳立、蔡秉修、梁艾琪

 132.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產後婦女未來施打德國麻疹疫苗之意願及願付價格之相關因素研究
賴欣沛、施淑芳、林陳立

 133. 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住院病人戒菸行為意向之研究
王文利、黃祺婷、黃亮凱、許文林、胡益進

 134. 東台灣社區長者視力障礙之相關因素探討
王文利、王仁宏、陳南詩、許明木、許文林、胡益進

 135. 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社區長者健康行為之研究-以花蓮福氣站為例
趙軒、王文利、許文林、林倢如

 136. 國小學童健康體位之追蹤性研究
陳詠綾、張蓓貞、許欣穎

 137. 職場健康管理對企業生產力之影響探討—工作壓力與員工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之實證研究
張蓓貞、蔡旭美、黃莉萍、莊育冠、黃友靖、黃郁庭

 138. 護理師對職業衛生護理之角色、能力看法及教育訓練需求初探
黃郁庭、張蓓貞、黃莉萍、蔡旭美、莊育冠、黃友靖

 139. 探討職業衛生管理人員專業核心能力教育訓練之成效評價
徐雅媛、張蓓貞、莊育冠、黃友靖、黃郁庭

 140. 大學生市話之持有與其健康行為及健康狀況之關聯性
簡苑珊、卓一嫻、陸玓玲、吳文琪

 141. 親子共食與兒童青少年飲食習慣、肥胖以及主觀幸福感之相關探討
林佑真

 142. 中風防治識能衛生教育介入效果研究—以台北市某國小六年級學生為例
陳龍、劉潔心

 143. 青少年健康素養：由健康促進觀點建構定義與能力指標
劉潔心、廖梨伶、施淑芳、鄭其嘉

 144. 大學生網路成癮與負面情緒：睡眠品質之中介效果之探討
許家慈、陳芬如

 145. 跨科團對合作創新衛教工具提升血液透析病患學習成效
姚美惠、施桂梅、巫宏傑

 146. 住院病人持續吸菸原因與戒菸動機之探討
江香慧、李善茹、曾雅梅、邱于容、賴錦皇、簡戊鑑、高森永

 147.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in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internship program (IPHIP) model
Shih-Huai Hsiao, Lin-Kun Wu, Yu-Chau Lin, Tenneth Dalipanda, Wen-Ter Lai, Chun-Yuh Yang

 148. 尋求非西醫療法的醫病關係
楊雪華、郭淑珍

 149. 癌症患者的中醫就醫行為：以乳癌病患為例
郭淑珍、楊雪華

 150. 健康促進學校國小組健康體位促進之實證行動研究
劉慧俐、吳軒銘、孔令蓉

 151. 棒球隊員之健康管理—以台南市某區大學棒球隊甲組為例
蕭燕聰、梁玉品、許雅雯、蔡一如

 152. HIV prevention information unmet needs and HIV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aiwan
Fang-Ying Li, Ya-Mei Chen, Duan-Rung Chen

 153. 公共場所菸害暴露與懷孕初期不適症狀之關係
陳信宏、洪慧容、王淑麗、李秋香、鄭希彥、吳聰能、陳秋瑩

 154. 醫護學系學生對精神疾病的汙名與社會距離研究
楊宭、高美英

 155. 我國中老年人社會參與類型之群組分析
張文瓊、洪百薰、林宇旋

 156. 青少年物質使用行為介入方案之成效評估
趙麟娟、 黃介良、藍先元、楊惠婷、陳秋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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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台灣中老年人感受壓力程度/種類與憂鬱症狀探討
蔡欣真、張富貴、陳杏佳

 158. 青少年憂鬱症狀軌跡分析：父母支持、教師支持與人格特質的影響
胡芷寧、連盈如

 159. Brain Color Mapping and Classification to Analysis the Organ Recipients´ Long-Term Public Health-care
Ling-Hsin Lee, Yao-Chin Wang

 160. 流行音樂節奏快慢對運動跑走表現和自覺心理狀態之影響
蕭燕聰、蔡婉琪、許雅雯

 161.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mputer Technology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of Older 
Adults Living in Nursing Facilities 
Chi-Hui Wu , Ching-Ju Chiu

 162.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與老人健康：比較性研究
林宛靛、林佩靜、鄭惠珠

 163. Va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Health Literacy Survey Questionnaire i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Wen-Hsuan Hou, Yi-Jing Huang, Ching-Lin Hsieh

 164. 役男吸菸行為及身體質量指數之探討
李善茹、邱于容、曾雅梅、周品三、高森永

 165. 退休者的退休規劃對其退休後的生活安排與適應之關係：質性研究
陳乃綾、黃暖晴、胡淑貞

 166. 社區高齡者自覺健康狀況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相關性探討
楊慧玉、羅綸新

 167. Schoolchildren’s Smoking Behavior And Combined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 and Family-Level 
Smoking Influence
Chun-Ji Lin, Chien-Hung Lee, Hsiao-Ling Huang

 168. BMI與吸菸的關係探討
李淑娟、黃馨弘、鄭期銘、鍾其祥、簡戊鑑

 169. 台灣版福康量表介入具跌倒風險長者之成效評估
陳致潔、邱于容、曾雅梅、李善茹、張耀文、陳雪芬、林富宮、高森永

 170. 銀髮族活動設計與帶領服務市場需求初探
林秀碧、楊秀適

 171. 電話關懷介入對具跌倒風險老人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影響之探討
詹于禎、邱于容、曾雅梅、李善茹、張耀文、陳雪芬、林富宮、高森永

 172. 女性官兵吸菸動機與戒菸意向之探討
楊忠穎、李善茹、曾雅梅、邱于容、黃淑玲、簡戊鑑、高森永

 173. 大專校院學生健康促進生活與休閒知覺自由之相關性初探
莊淑惠、翁燈景

 174. 台中市民眾對健康食品的認知、態度與行為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鐘燕宜、董柏麟、林川雄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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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鐘燕宜、王荷茹、林川雄

 176. 體輔導課程對於提升高度關懷青少年心理健康之成效分析—以北部某縣市為例
黃律翔、鄧鳳苓、史麗珠

 177. 台灣青少年課後時間運用與心理健康之關聯性探討：學業補習與網路使用所扮演的角色
魏長麒

 178. 台灣青少年早期社會因子和性健康相關行為關係之探究
詹佳燕

 179. 長期照顧機構中風住民之記憶功能探討
廖俊正、戴金英、游金靖、劉紋妙

 180. 影響職場二手菸暴露之相關因素探討—以新北市工作場所為例
王羿茹、陳富莉、陳宛廷、周宜貞、夏瑞敏、何俞蓉、林怡均

 181. 個案管理模式中愛滋感染者定期就醫之成效初探
楊依純

 182. 以健康信念模式分析台中市大學生的保健食品使用行為
馮兆康、張炳華、林川雄

 183. 大學生生活休閒型態與手機成癮傾向之探討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鐘燕宜、葉德豐、黃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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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從學校層級分析影響預防高中校園霸凌風氣之相關因素探討
林冠蓁、陳富莉

 185. 台灣地區城鄉差異與國中生飲食行為及體位之相關研究
林于靖、陳富莉、邱詩揚

 186. 休閒活動與運動的合併效應對台灣地區中老人認知衰退之成效探討
梁雅雯、王炳龍

 187. 台灣中老年人婚姻狀況與罹患憂鬱風險之相關探討
李幸嬪、王炳龍

 188. 休閒活動與社團參與合併效應對台灣中老年人憂鬱傾向之探討
吳郡宜、王炳龍

 189. 手部衛生稽核種子人員再訓練之成效
余韶華、楊淑玲、陳麗女、施秀紅、蔡筱琪、王壯銘、許國忠

 190. 中年人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三高相關因素之探討
施奕含、蔡雅純、張慈桂

 191. 台灣國中學校周圍運動及食物環境與青少年體位之相關性探討
黃琳媛、江博煌、鄒惠貞、Mark L Wahlqvist

 192. 護理人員之營養知識、營養態度與飲食行為相關性研究探討
陳月惠、李昭憲、賴家欣、楊燦

主題：公共衛生實習心得報告

 193. 慈濟大學一
 194. 慈濟大學二
 195. 慈濟大學三
 196. 高雄醫學大學一
 197. 高雄醫學大學二
 198. 高雄醫學大學三
 199. 中山醫學大學一
 200. 中山醫學大學二
 201. 中山醫學大學三
 202. 中國醫藥大學一
 203. 中國醫藥大學二
 204. 中國醫藥大學三
 205. 輔仁大學一
 206. 輔仁大學二
 207. 輔仁大學三
 208. 台北醫學大學一
 209. 台北醫學大學二
 210. 台北醫學大學三
 211. 台灣師範大學一
 212. 台灣師範大學二
 213. 台灣師範大學三
 214. 國防醫學院—104年台北南港區-成美左岸河濱公園自行車安全認知評估
 215. 國防醫學院—104年台北內湖區-唯愛蒙特梭利幼稚園腸病毒衛教成果報告
 216. 國防醫學院—104年台北信義區-職場推動健康職場現況分析(以三所大型職場為例)
 217. 台灣大學一
 218. 台灣大學二
 219. 台灣大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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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交通資訊
地點：輔仁大學(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 搭乘高鐵或火車

 搭乘台灣高鐵或火車抵達台北站者，請轉乘台北捷運，先由捷運台北車站搭乘淡水

信義線(紅線2)至民權西路站，再轉乘中和新蘆線(橘線4A)至輔大站步行即可到達。

■ 搭乘捷運(請於「捷運輔大站」1號出口出站)或公車，敬請預留約15-20分鐘至會場。

■ 自行開車，建議路線如下：

 

 (1) 新北大道→貴子路→國璽樓地下停車場(或貴子路停車格)
 (2) 大漢橋/中興橋/重新橋→中正路→三泰路→貴子路→國璽樓地下停車場

 (3) 大漢橋/中興橋/重新橋→中正路輔大正門進入校園依規定停車

 註：國璽樓地下停車場收費每小時2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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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位置圖

■ 自輔大校門進入直行至最後端至中美堂，左轉第2棟有玻璃帷幕之新大樓即為 
國璽樓。

■ 10月17日(星期六)自輔大貴子門進入，右轉第一棟大樓即為國璽樓。 
10月18日(星期日)貴子門不開放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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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流行病學學會研究生論文獎給獎辦法 

民國100年4月21日第三屆第七次理監事會議新訂通過 

民國102年3月5日第四屆第四次理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一、 目的：為鼓勵研究生從事流行病學研究，提升預防保健，增

進人類健康。 
二、 給獎類別：分碩士論文獎及博士生論文獎兩類。 
三、 申請資格：  

1. 國內相關研究所近三年內畢業之碩、博士生，或博士班在學

學生。 

2. 送審論文(以1篇為限)須為國內完成之學位論文研究，且為近3
年內發表於SCI/SSCI學術期刊。 

3. 申請人為第一作者且未已送審論文獲得本會及其他具公開競

爭之論文獎獎助。 

4. 指導教授為本會會員，且同意推薦。 

四、 申請時間：每年依本會公告日期進行徵件，申請表格請上本

學會網頁下載。  
五、 送審相關資料：  

1. 論文抽印本5份，如抽印本不足得以PDF電子檔或影本代替。 

2. 論文中、英文摘要電子檔1份。 

3. 申請表正本1份，影印本4份。 

六、 評審與獎勵：  
1. 審查小組由5位具副教授或以上資格者組成，但申請人、申請

人之指導教授、或共同作者，不得為審查小組成員。 

2. 申請截止日後，由本學會學術委員會研擬審查推薦名單送至

本學會理事票選選出，通過後組成審查小組。 

3. 每篇論文均由審查小組送請2位專家學者採匿名方式進行初

審，初審委員除參考評分標準評分外，並需撰寫審查意見。

評分參考標準如下：  

(1). 碩士論文獎：30%為研究設計，30%為分析與推論，20%
為組織與結構，20%為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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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士生論文獎：20%為研究設計；30%為分析與推論；15%
為組織與結構；20%為創意；15%為對社會的貢獻度。 

4. 根據初審結果，由審查小組進行複審評分，並依送審論文平

均得分排序後，送本學會理監事會討論以決定獲獎名單。若

無合適論文達獎勵標準時，得以「從缺」處理。  

5. 得獎者除於本學會舉辦之年會中公開表揚外，需於年會中以

口頭方式發表其受獎論文。  

七、 獎勵名額及獎金： 
1. 碩士論文獎：「特優獎」一名及「優等獎」至多三名。「特

優獎」得獎者獎牌乙座，獎金新台幣貳萬元整。「優等獎」

得獎者每名各得獎牌乙座，獎金新台幣壹萬元整。 

2. 博士生論文獎：「第一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金

新台幣伍萬元整；「第二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金新

台幣叁萬元整；「第三名」一名:得獎者獎牌乙座，獎金新台幣貳

萬元整。 

 

八、 本辦法得視需要提理監事會討論並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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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流行病學學會 

Taiwan Epidemiology Association 

碩、博士班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助辦法 

 

民國 103 年 2月 25 日第四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新訂通過 

台灣流行病學學會為鼓勵本會學生會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增進學術交流，特訂

定以下獎助： 

 

一、申請資格：申請人須符合下列三項條件，使得申請補助 

(一) 本會學生會員。 

(二) 投稿時為非在職身分之碩、博士班學生。 

(三) 以第一作者進行口頭或海報發表。 

 

二、補助項目： 

機票費、註冊費或住宿費等全額或部分補助。最高補助新台幣 3 萬元，每一

會員每年以補助一次為限。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檢附正本單據核

銷。 

 

三、申請期間：(每梯次補助名額 4 名為上限，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 

第一梯次： 每年 4 月 15 日至 30 日。 

第二梯次： 每年 10 月 15 日至 31 日。 

 

四、申請辦法：請備妥下列文件，於期限內掛號郵寄至本會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一份 

(二) 指導教授推薦信一封 

(三)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四) 擬發表論文摘要 

(五) 論文被接受函 

(六) 出席國際會議申請人本人正式邀請函影本 

 

五、其他相關事項 

(一) 獲其他單位補助者，本項獎助款項僅補助其他單位未補助之部分。申

請者須同時提出向其他機構申請之說明，未事先說明，事後經查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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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申請補助者，將取消補助資格，追繳全數補助金額。 

(二) 受補助者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正本單據核銷(非正本憑證不

得核銷)。 

(三) 若申請人數過多，以研討會重要性及口頭報告者為優先考量。 

(四) 申請者須於貼示海報或口頭報告裡註明接受本會補助。 

 

六、單據正本如列： 

(一) 機票票根及電子機票。 

(二) 機票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三) 與會註冊收據。 

(四) 飯店住宿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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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流行病學學會「獎助碩博士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書 

申請人 

姓名  英文姓名  

就讀學校  系所年級  

聯絡電話  指導教授  

E-mail: 

會議正式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時間 
自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地點 

(國、州、城市) 

  

擬發表之論文題目 
中文:    

英文:    

論文發表方式 □Oral    □Poster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欲申請本會之補助 □ 機票費    □註冊費    □住宿費 

是否申請其他

機關補助 

□否  □是(機關/項目/金額請於下列詳述)     

1. 

2. 

3. 

自述申請之研究對

流行病學的影響及

重要性(註：TEA5‐3理監事

會議增訂) 

 

指導教授(簽名):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另請檢附右列完整文

件隨同本申請表各一

式二份送至台灣流行

病學學會 

1. 指導教授推薦信一封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 擬發表之論文摘要 

4. 論文被接受函(可於會議開始日前補繳) 

5. 出席國際會議申請人正式邀請函影本 

(以上各件每份請依編號順序服貼標記，由上而下，整理齊全) 

審查核定結果:(此欄由本會填寫) 

核定結果: 理事長(簽名): 核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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