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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06 年度老人營養餐食評鑑委員
南投縣 105 年度老人居家服務評鑑委員
南投縣 105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委員
澎湖縣 105 年度老人居家服務評鑑委員
考試院考選部 104 年度高普考試命題與閱卷委員
澎湖縣 104 年度老人居家服務評鑑委員
雲林縣 104 年度日間照顧服務評鑑委員
南投縣 104 年度老人居家服務評鑑委員
南投縣 104 年度長照十年計畫各項服務評鑑委員
雲林縣 103 年度日間照顧服務評鑑委員
南投縣 103 年度長照十年計畫各項服務評鑑委員
南投縣 103 年度老人居家服務評鑑委員
考試院考選部 102 年度特種考試命題與閱卷委員
南投縣 102 年度長照十年計畫各項服務評鑑委員
南投縣 102 年度老人居家服務評鑑委員
南投縣 102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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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考選部 100 年度特種考試命題委員
南投縣 100 年度老人居家服務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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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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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研究計劃
計劃內
擔任工作

執行期間

主持人

106/04/01～
106/12/31

計劃名稱

計劃內
擔任工作

執行期間

南投縣一○四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服
務滿意度之調查

主持人

105/04/01～
105/12/31

申請單位
南投縣政府

計劃名稱
南投縣一○五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服
務滿意度之調查

◎參與之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南投縣政府

衛生福利部
台灣護理人力之供需研究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行政院科技部
大專生專題研究

共同主持人

台灣地區長期照護服務資源之地理分布公帄性研
究
-以 2006 年及 2015 年之 GINI 係數分析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一○三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裝置假牙服務滿意度之調查

彰化基督教醫院
純產學

彰化縣居民醫療服務需求探討

指導老師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05/12/01～
106/07/31
105/07/01～
106/02/28
104/04/01～
104/12/31
102/10/01～
1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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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南投縣政府

計劃名稱
南投縣一○二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裝置假牙服務滿意度之調查

行政院
長期照護機構地理分布之影響因素分析
國家科學委員會 NSC 102-2410-H-166 -004 -

計劃內
擔任工作
主持人
主持人

執行期間
103/03/01～
103/12/31
102/08/01～
103/07/31

台灣痛風病患遵醫囑行為及合併症病患潛在不適
102/08/01～
行政院
協同主持人
國家科學委員會 瑝用藥之研究 NSC 102-2410-H-039 -003
103/07/31
台灣高齡者健康照護品質之區域不帄等研究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II)：門診利用與照護連續性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一○一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裝置假牙服務滿意度之調查

協同主持人
主持人

102/08/01～
103/07/31
102/03/01～
102/12/31

台灣高齡者健康照護品質之區域不帄等研究，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NSC 101-2410-H-255 -001 -

共同主持人

101.08.01~
102.07.31

長照服務體系管理與老人醫療利用整合性研究計
行政院衛生署
畫 -以 Two-part model 分析老年人於健保中醫醫
南投醫院產學研究
療利用之影響因素

子計畫
主持人

101.09.01~
101.11.30

醫藥分業對台灣藥師人力地理分布影響之研究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NSC 100-2410-H-166 -008 -

主持人

100.08.01~
101.07.31

全民健保慢性病用藥型態及問題處 方之 醫師處
行政院
方行為分析，NSC98-2410-H039-005-MY3（三年 共同主持人
國家科學委員會
期計畫）
行政院衛生署 支氣管擴張症醫療利用之研究
豐原醫院產學研究 （FYH1000305-100.10）

98.08.01~
101.07.31

主持人

100.06.01~
101.05.30

主持人

100.03.01~
100.12.15

行政院衛生署

中醫門診總額地區預算分配模式對醫療資源及民
眾就醫權益之影響評析研究計畫，100K2086

行政院衛生署

澎湖地區醫療資源及民眾滿意度調查（第二年） 共同主持人

100.02.01~
100.12.10

行政院衛生署 各國 DRG 制度下納入新醫療科技之策略與支付
共同主持人
中央健康保險局 對策分析

100.03.01~
100.10.31

民眾自費對全民健康保險就醫利用影響之評估模
行政院衛生署

式計畫

共同主持人

DOH100-TD-S-113-100002(1of3)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衛生署

中醫門診總額地區預算分配模式對醫療資源及民
眾就醫權益之影響評析研究計畫，98K3083
澎湖地區醫療資源及民眾滿意度調查， 99M
4197

100.03.01~
100.10.31

主持人

99.03.05~
99.12.31

共同主持人

99.06.01~
9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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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計劃內
擔任工作

行政院衛生署 各國 DRG 制度下納入新醫療科技之策略與支付
共同主持人
中央健康保險局 對策分析

執行期間
100.03.01~
100.10.31

行政院衛生署

民眾自費對全民健康保險就醫利用影響之評估模
式計畫 DOH100-TD-S-113-100002(1of3)

共同
主持人

100.03.01~
100.10.31

行政院衛生署

中醫門診總額地區預算分配模式對醫療資源及民
眾就醫權益之影響評析研究計畫，98K3083

主持人

99.03.05~
99.12.31

共同主持人

99.06.01~
99.12.10

行政院衛生署
教育部
教育部

澎湖地區醫療資源及民眾滿意度調查， 99M
4197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醫護專業社區服務
與福祉教育推廣」，97-CTU-H08
國際福祉與醫療教學能量提升暨環境建置計畫，
97-CTU-TRC08

以地理資訊分析中臺灣基層醫師執業地點城鄉區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域空間分布差異，NSC97-2410-H-166-003
教育部

國際福祉與醫療教學能量提升暨環境建置計畫

主持人

98.08.01~
99.07.31

子計畫
主持人

98.06.01~
98.12.31

主持人

97.08.01~
98.07.31

子計畫主持
人

97.05.01~
98.05.31
97.03.14~
97.12.31

行政院衛生署
中醫藥委員會

未來十年人口變遷對中醫醫療服務及人力政策影
響的預測，CCMP97-RD-029

主持人

彰化秀傳醫院
產學研究

醫療機構內外部顧客之滿意度調查，CTU-PC-026

主持人

行政院衛生署
中醫藥委員會

台灣地區中醫師人力現況分析及未來需求之推
估， CCMP96-RD-037

主持人

96.07.01~
96.12.31

主持人

96.05.01~
96.12.31

主持人

95.01.01~
95.12.31

協同主持人

95.01.01~
95.12.31

協同主持人

95.06.01~
95.12.31

主持人

94.08.01~
95.07.31

行政院衛生署 新設醫療機構對原有醫療機構初診病人來源影響
豐原醫院產學研究 分析，CTU95-產-11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台灣地區基層醫師人力之現況與未來需求之推
估，DOH95-TD-M-113-064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中醫住院支付標準、給付內容及成本效益分析，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衛生署中醫醫療體系科技研究計畫評估，

CCMP95-RD-005
DOH95-TD-O-113-102

以地理資訊建立基層醫療供需之空間分佈模型–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以台中市為例，NSC94-2416-H-166-002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產學計劃

96.08.01~
97.07.31

台灣未來二十年老人醫學專科人力需求推估研究 協同主持人

94.01.01~
94.12.31

社區醫院營運規模之經濟分析

93.08.01~
94.07.31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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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劃內

計劃名稱

擔任工作

執行期間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醫師人力」相關科技研究計畫評估，1980-2004 協同主持人

93.08.01~
94.07.31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由民眾健康服務需求探討我國物理治療人力分佈
協同主持人
之均衡性

93.01.01~
93.12.31

台灣地區牙醫師生產力及人力需求之評估

研究人員

92.12.01~
93.11.30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由民眾醫療需要推估醫師人力需求之方法學研究 研究人員

91.01.01~
91.12.31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總額支付制度設定公式之研究

牙醫師公會
全聯會

研究人員

88.07.01~
89.03.01

臺灣內科醫學會 台灣地區內科醫師人力及其專科結構之研究

研究人員

88.01.01~
88.12.31

行政院衛生署
仁愛鄉巡迴醫療保健計畫成果評估
中央健康保險局

研究人員

87.03.01~
87.12.31

研究人員

85.01.01~
85.12.31

行政院衛生署
科技計畫

衛生處生產力指標之建構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Shu-Chuan Chang,
Chin-Tun Hung,
Shu-Fen Li,
Horng-Mo Lee,
Shyang-Guang Wang ,
Yueh-Chin Chung ,
Lee-Wen Pai

年份

2017

卓伊紋、李淑芬、李美文、
2017
何清治、洪錦墩*
Shu-Fen Li, Chin-Tun
Hung, Mei-Wen Lee

2017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
2017
洪錦墩*

主題

期刊名稱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Mortality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Patients Undergoing Long-Term
Medical Association
Low-Dose Glucocorticoid
In press
Treatment: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健保論病例計酬對不同層級醫療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機構之公帄性之探討-以不同生 13(2)。
產模式為例。
In pr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related neoplasms,
Radiation Research. Int. J.
circulatory diseases, and cataracts
Radiat. Res., January
among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2017;15(1):91-99 (SCI)
長期照護機構照護人員關懷行為
與組織倫理氣候相關性之研究。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13(1)，
13(1)，37-45。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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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何清治、張睿欣、洪錦墩* 2016

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職場霸凌之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12(2)
研究

蔡淑鳳、洪錦墩、張標、何
2016
清治

高齡友善社區需求評估量表編製
社區發展季刊，153，
與信效度評估之初探 – 以中國
357-371
上海、臺灣臺中社區老人為例

吳啟明、李淑芬、 李美文、
台灣髖部骨折病人手術失敗率之 台灣衛誌，Vol.34,No.5：
2015
分析-以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究
何清治、洪錦墩*
pp205-219.（TSSCI）
Yi-Fen Wang, Chin-Tun
Hung, Shu-Fen Li,
Mei-Wen Lee
Yung-Fu Chen,
Hsuan-Hung Lin,
Chuan-Chin Lu,Chin-Tun
Hung,Ming-Huei
Lee,Chao-Yu Hsu,
Wei-Sheng Chung
黃璿璇、洪錦墩、何清治

Italian journal of
Hospitalization for cancer among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2015
radiologists in Taiwan
Industrial Hygienev,2015;
106 ,2:119-128

Gout and a Subsequent Increased
Risk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in Men Journal of
2015
Aged 64 and Under: A Nationwide Rheumatology;42(10).
Cohort Study in Taiwan
運用 WATSON 關懷理論協助一 休閒運動保健學報，No.9,
2015 位糖尿病血液透析個案面對足部 55-68.( DOI:10.6204/JRSH
潰瘍之護理經驗
P.2014.07.05)

Chin-Tun Hung, Shu-Fen
Li, Yu-Chun Lu, Shu-Chuan
Sudden Death in 15-64 years-o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ang, Chin-Ying Dai,
Taiwanese
Population:
A Medical Science and Public
Horng-Mo Lee, Yi-Chen
2014
Data-Based Retrospective Cohort Health, Vol 3, Issue 7
Tung,Kai-Yu Tseng,
Study
(Online First)
Chin-Ching Yu, Yin-Chi
Lin, Yueh-Chin Chung
Shyang-Guang Wang,
Chin-Tun Hung, Shu-Fen
Incidence of ambulatory care visits
Li, Yu-Chun Lu, Shu-Chuan
after needle stick and sharps injuries Kaohsiung Journal of
2014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in Medical Sciences, 30,
Chang, Horng-Mo Lee,
Lee-Wen Pai, Fu-I Lai,
Taiwan: A nationwide population 477-483.
Yu-Wen Huang, Yueh-Chin
based study.
Chung
某區域醫院從業人員工作壓力、工 醫學與健康期刊，Vol.3,
何清治、洪錦墩、劉偉文、
2014 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以工作支持
李美文、李明輝
No.2,pp25-36
為調節變項
陳明智、李美文、洪錦墩、
醫師門住診服務量對罹患感冒的 醫學與健康期刊，Vol.3,
2014
影響
李淑芬
No.1,pp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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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Tuberculosis increases the
W-S. Chung, C-L. Lin,C-T.
subsequent risk of acute coronary INT J TUBERC LUNG
Hung, Y-H. Chu, F-C.
2014
syndrome: a nationwide
DIS 18(1):79–83。
Sung, C-H. Kao, J-J. Yeh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洪錦墩、官錦鳳、黃光華、
中醫師執業地點選擇之影響因素 中醫藥雜誌 J Chin Med
2013
分析
何清治、賴怡婷、李淑芬
24(2): 241-250
洪錦墩、李淑芬、李明輝、
台灣支氣管擴張症相關疾病之住 醫學與健康期刊
2013
院趨勢分析
何清治、 江俊士、黃建文
Vol.2,No.2：pp43-52.
Shu-Chuan Chang ,
Risk of nonpsychotic mental
Chin-Tun Hung,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disorders development in
Shu-Fen Li ,
Horng-Mo Lee ,
2013 antiviral-treated mentally healthy
Medical Association (2013)
Yueh-Chin Chung ,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A
xx, 1e6
Lee-Wen Pai ,
population-based study
Sheng-Shun Yang
Yueh-Chin Chung,
Chin-Tun Hung ,
Shu-Fen Li ,
Risk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 BMC Musculoskeletal
Horng-Mo Lee,
2013 Among Taiwanese Nurses Cohort: a
Shyang-Guang Wang ,
Disorders, 14:144.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study
Shu-Chuan Chang,
Chien-Ning Huang,
Jen-Hung Yang
運 用 團 隊 資 源 管 理 （ Team
吳宛庭、康春梅、王拔群、
Resource Management, TRM）工具
黃啟宏、葉宜珍、黃鈺茹、 2013
醫院 Vol.46, No.1, pp1-12.
提升成人加護病房病人安全風氣
洪錦墩
及照護品質。
李卓倫、陳文意、洪錦墩、
診斷關係群附加支付的發展與應 台灣衛誌，Vol.32,No.3：
2013
用
蔡梓鑫、紀駿輝
pp205-219.（TSSCI）
洪錦墩、賴怡婷、李淑芬、
中醫地區總額預算分配公式考量 台灣中醫科學雜誌，Vol.6,
2012
因素之德菲研究
黃昱瞳、黃光華、李卓倫
No.2,pp1-16.
降低神經鞘瘤復發機率與最適手 中台學報, Vol.23,No.3：
陳淑賢、洪錦墩＊、蔡佩晏、
2012 術切除方式之相關性－以頭頸部
林知瑩
pp133-146
神經鞘瘤為例
李淑芬、柯慧青、洪錦墩、
影響民眾選擇自費健康檢查因素 澄清醫管雜誌，Vol.8,
2012
之研究
李美文
No.3,pp28-38.
Kuang-Hua Huang,
Off-Label Antibiotic Use in the
Yi-Chung Hsieh, Chin-Tun
2012 Pediatric Population: A
Hung, Fei-Yuan Sharon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Taiwan
Hsiao*
洪錦墩、何文照、許銘津、
影響中醫學系畢業生選擇未來開
2011
黃光華、李卓倫
業地點之因素分析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Vol. 20, No. 3,
2012, Pages 597-602

李卓倫、陳文意、洪錦墩、
護理政策與管理的重要研究議
2011
徐明儀
題：醫療體系的觀點

護理雜誌，Vol.58,No.3：

台灣中醫醫學雜誌，,
Vol.10, No.2：pp1-8.
pp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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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黃光華、葉玲玲、洪錦墩、
慢性病老年人潛在不適瑝用藥影
2011
謝儀靜、蔡東翰
響因素之研究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Vol.30,No.2：pp180-190.
（TSSCI）

洪錦墩、郭慈安、李卓倫、
老年人於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
2010
陳文意、黃光華、施雅文
醫療服務之利用分析

台灣老人保健學刊，Vol.6,
No.2：pp136-157.

洪錦墩、陳進堂、詹清旭、
2010 影響初診病患醫療費用因素探討
黃光華、施雅文

健康管理學刊，Vol.8,
No.1：pp73-84.

洪錦墩、陳進堂、詹清旭、
新設立醫院對鄰近個案醫院初診
2010
施雅文、夏大明
病患來源之影響

澄清醫管雜誌，Vol.6,

洪錦墩、黃慧娜、黃光華、
2010 台灣醫務管理期刊研究論文分析
黃昱瞳、施雅文

醫務管理期刊，Vol.11,
No.1：pp16-32.

洪錦墩、李卓倫、宋文娟、
應用德菲法評估人口老化對中醫
2010
郭慈安、施雅文
醫療政策影響

台灣中醫科學雜誌, Vol.4,
No.2：pp59-69.

洪錦墩、黃昱瞳、李卓倫、
台灣地區中醫師人力現況分析及
2009
何清治、李淑芬
未來需求之推估

台灣中醫醫學雜誌, Vol.8,
No.2：pp1-9.

張昌堯、郭雅音、陳佑寧、
南投地區中老年人代謝症候群盛
2009
洪錦墩、陳榕生、廖朝財
行率調查

J. Biomed Lab Sci, Vol. 20,
No. 3~4：pp40-46.

台灣老年人口醫療利用與多重慢
性疾病之分析研究

No.4,pp18-23.

台灣老人保健學刊,Vol.4,
No.2：pp 75-87.

宋文娟、洪錦墩、陳文意

2008

Wen-Yi Chen, JwoLeun
Lee, Yia-Wun Liang ,
Chin-Tun Hung ,Yu-Hui
Lin

Expert Review of pharma
Valuing Healthcare under Taiwan’s economics & outcome
2008
research, Vol.8,No.5：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p501-508.

宋文娟、黃久秦、洪錦墩

2008

應用德菲法評估台灣未來老人健
康議題 暨老年 醫師之需求

明新學報,Vol.34, No.2：

洪錦墩、梁亞文、施雅文、
臺灣地區影響中小型醫院歇業因
2007
吳惠琪、官錦鳳
素之分析

健康照護產業論壇,Vol.2,
No.2：pp 1-18.

何清治、呂信雄、林木泉、
護理人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
2007
洪錦墩、劉偉文
之相關研究

健康產業管理學刊
Vol.2,No.2，pp.9-31.

梁亞文、鄭瑛琳、曾建銘、
急診病患就診滿意度及相關因素
洪錦墩、饒瑞玉、 莊佳
2006
探討
君、林儀屏、陳永福

中山醫學雜
誌,Vol.17,No.2：

pp1-18.

pp211-230.

8

作者

年份

主題

梁亞文、洪錦墩、李卓倫

2005

Yia-Wun Liang,
Chin-Tun Hung,
Chung-Fu La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n
The Journal of Health
medical Ethics Between Traditional
Science, Vol.7,No.1：
2005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pp1-14
Medicine

歐洲各國總額支付制度之跨國比
較-以德國、英國與荷蘭為例

洪錦墩、林佳玲、梁亞文、
離島居民就醫選擇與醫療服務滿
2004
官錦鳳、吳惠琪
意度之研究
Yia-Wun Liang, Chin-Tun
Hung, Ding-Kuei Lin,
An-Ho Hsu
洪錦墩、葛梅貞、李卓倫、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s, a
Possible Vision of the Future:
2004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影響原住民對巡迴醫療及保健服
2004 務利用之因素探討－以仁愛鄕爲
例

洪錦墩、李卓倫、梁亞文

2003 影響醫療費用上漲的因素探討

Lee,Chin-Tun Hung
梁亞文、周思源、洪錦墩

健康管理學刊, Vol. 3, No.
2, pp155-172

中台學報, Vol.16,No.1：
pp81-100
Chung Tai Journal,
Vol.16,No.1：pp123-133

Experience

梁亞文

Yia-Wun Liang, Jwo-Leun

期刊名稱

2003

Vol.23,No.4：
pp324-333(TSSCI)
中台學
報,Vol.14,pp121-136

An Integrated Model for Measuring Journal of healthcare,
Vol.4,No.3：pp18-37
Health System Performance

2003 SARS 危機後之防疫省思

洪錦墩、藍忠孚,、宋文娟 2003

台灣地區內科醫師人力之數量與
地理分佈

洪錦墩、黃光華、宋文娟

美國奧瑞岡州經驗對台灣二代健
保規劃的啟示

2003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台灣醫界,Vol.46, No.8,pp
36-36
醫務管理,Vol.4,No.1,pp
21-31
醫院,Vol.36,No.1,pp 21-31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洪錦墩、藍忠孚、宋文娟

2001 台灣醫師人力研究之方法學探討

黃慧娜、洪錦墩

醫院病歷部門主管任用病歷管理
2001 與疾病分類人員的條件與建議事
項

宋文娟、藍忠孚、洪錦墩

2001

洪錦墩、黃慧娜、呂炳寬

台灣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的老人
人文暨社會學報, Vol.1,
2001 福利設施規劃-相關機構設置標準
pp39-48
比較

內科專科醫師人力問題之剖析－
美國 vs 臺灣

Vol.20, No.3,pp 183-191
(TSSCI)
嘉藥學報, Vol.27,pp 37-48
醫務管理, Vol.2,No.1, pp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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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黃慧娜、林為森、洪錦墩

台灣地區醫務管理科系學生對疾
2000 病分類課程的學習評價與從事相
關工作意願之調查

藍忠孚、洪錦墩

2000 醫療費用總額支付制度之探討

T.-F. Ho, B.-S. Yang,
Y-T.Huang, C.-T. Hung

Evaluation of the Use of a
1999 Platelet-Counting Tool in
Plateletpheresis

期刊名稱
醫院 Vol.33,No.3, pp34-46
全民健康保險,Vol27,
pp9-13
Vox Sanguinis, 76：
pp226-230.(SCI)

邱清華、洪錦墩、邱丕霞

1997

台灣地區吸菸及嚼檳榔盛行率調
查

邱清華、邱丕霞、洪錦墩

1995

全民健保開辦時(1995)牙醫醫療需 中華衛誌,
求之推估
Vol.14,No.4,pp350~357

洪錦墩、李卓倫

1989

以 GINI 分析台灣地區醫師人力分 公共衛生,
佈
Vol.16,No.3,pp225-232

李卓倫、洪錦墩、張淑桂

1985

雲林沿海地區民眾醫療需求之研
究

梁亞文、洪錦墩、李卓倫

2005

歐洲各國總額支付制度之跨國比
較-以德國、英國與荷蘭為例

Yia-Wun Liang,
Chin-Tun Hung,
Chung-Fu La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n
The Journal of Health
medical Ethics Between Traditional
Science, Vol.7,No.1：
2005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pp1-14
Medicine

洪錦墩、林佳玲、梁亞文、
離島居民就醫選擇與醫療服務滿
2004
官錦鳳、吳惠琪
意度之研究
Yia-Wun Liang,
Chin-Tun Hung,
Ding-Kuei Lin,
An-Ho Hsu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s, a
Possible Vision of the Future:
2004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影響原住民對巡迴醫療及保健服
洪錦墩、葛梅貞、李卓倫、
2004 務利用之因素探討－以仁愛鄕爲
梁亞文
例
洪錦墩、李卓倫、梁亞文

2003 影響醫療費用上漲的因素探討

Yia-Wun Liang,
Jwo-Leun Lee,
Chin-Tun Hung

2003

梁亞文、周思源、洪錦墩

2003 SARS 危機後之防疫省思

中華牙誌,
Vol.16,No.1,pp28-36

醫藥學苑, Vol.35,pp86-97
健康管理學刊, Vol. 3, No.
2, pp155-172

中台學報, Vol.16,No.1：
pp81-100
Chung Tai Journal,
Vol.16,No.1：pp123-133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Vol.23,No.4：
pp324-333(TSSCI)
中台學
報,Vol.14,pp121-136

An Integrated Model for Measuring Journal of healthcare,
Vol.4,No.3：pp18-37
Health System Performance
台灣醫界,Vol.46, No.8,pp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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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洪錦墩、藍忠孚,、宋文娟 2003

台灣地區內科醫師人力之數量與
地理分佈

洪錦墩、黃光華、宋文娟

美國奧瑞岡州經驗對台灣二代健
保規劃的啟示

2003

期刊名稱
醫務管理,Vol.4,No.1,pp
21-31
醫院,Vol.36,No.1,pp 21-31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洪錦墩、藍忠孚、宋文娟

2001 台灣醫師人力研究之方法學探討

黃慧娜、洪錦墩

醫院病歷部門主管任用病歷管理
2001 與疾病分類人員的條件與
建議事項

宋文娟、藍忠孚、洪錦墩

2001

洪錦墩、黃慧娜、呂炳寬

台灣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的老人
人文暨社會學報, Vol.1,
2001 福利設施規劃-相關機構設置標準
pp39-48
比較

黃慧娜、林為森、洪錦墩

台灣地區醫務管理科系學生對疾
2000 病分類課程的學習評價與從事相
關工作意願之調查

藍忠孚、洪錦墩

2000 醫療費用總額支付制度之探討

T.-F. Ho, B.-S. Yang,

內科專科醫師人力問題之剖析－
美國 vs 臺灣

Evaluation of the Use of a

Vol.20, No.3,pp 183-191
(TSSCI)
嘉藥學報, Vol.27,pp 37-48
醫務管理, Vol.2,No.1, pp
21-31

醫院 Vol.33,No.3, pp34-46
全民健康保險,Vol27,
pp9-13
Vox Sanguinis, 76：

Y-T.Huang, C.-T. Hung

1999 Platelet-Counting Tool in
Plateletpheresis

邱清華、洪錦墩、邱丕霞

1997

台灣地區吸菸及嚼檳榔盛行率調
查

邱清華、邱丕霞、洪錦墩

1995

全民健保開辦時(1995)牙醫醫療需 中華衛誌,
求之推估
Vol.14,No.4,pp350~357

洪錦墩、李卓倫

1989

以 GINI 分析台灣地區醫師人力分 公共衛生,
佈
Vol.16,No.3,pp225-232

李卓倫、洪錦墩、張淑桂

1985

雲林沿海地區民眾醫療需求之研
究

pp226-230.(SCI)
中華牙誌,
Vol.16,No.1,pp28-36

醫藥學苑, Vol.35,pp86-97

【研討會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台灣腎結石患者罹患慢性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腎臟病的風險：全國性的世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何清治、官錦鳳、莊宗芳
代研究
月 21 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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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洪錦墩、李淑芬、林芷薐、
李美文、何清治、林佩珍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官錦鳳、何清治、林芷薐、
楊聖峰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何清治、官錦鳳、王亭婷

洪錦墩、李淑芬、謝珊真

洪錦墩、李淑芬、賴喬貞

蘇桓萱、洪錦墩、李建瑩、
黃光華

柯依鳳、洪錦墩、李建瑩、
黃光華

鄧雅臻、洪錦墩、程一雄、
葉季森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何清治、官錦鳳、黃意晴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何清治、施志宏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台灣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2017
門急診醫療費用分析
月 21 日，2017。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臺灣人工全髖關節置換手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術之醫療利用與失敗因子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分析
月 21 日，2017。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醫事檢驗人員罹患骨骼肌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肉疾病之風險及其醫療利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月 21 日，2017。
用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臺灣牙醫師人口比對民眾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2017
牙醫醫療利用之影響
月 21 日，2017。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台灣老年人於骨骼肌肉疾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病對中西醫醫療服務利用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之分析
月 21 日，2017。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藥事居家照護對高診次病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2017
人醫療利用之影響
月 21 日，2017。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一名】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保險對象特定醫療資訊帄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台對安眠鎮靜藥品領藥之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月 21 日，2017。
影響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國中生休閒參與、體適能、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臺中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月 21 日，2017。
市某公立國中為例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基層醫療機構女性護理人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員胃腸道疾病之盛行率及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影響因素
月 21 日，2017。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結核病住院病患再住院原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7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因之分析
月 21 日，2017。
2017 不同層級醫療機構護理人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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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清治、林佳瑤

年份

主題
員之失眠情形與相關因素
研究

洪錦墩、李淑芬、何清治、 李
年齡對臨終前醫療費用的
2016
美文、薛宇雯
影響
高齡友善醫療環境評估量
宋文娟、洪錦墩＊、何清治、
2016 表之信效度
官錦鳳
研究
犯太歲是否真的諸事不
李淑芬、洪錦墩、何清治、
2016 順？—以科學證據檢視民
官錦鳳、李美文
間信仰

何清治、許原嘉、洪錦墩、
嘉義市崇文國小國際安全
2016
李美文、李淑芬
學校校園安全再認證

Chin-Chih Ho, Chi-Wei
Chao, Chin-Tun Hung,
Mei-Wen Lee, Shu-Fen Li

The Effects of Improving
Campus Safety at Chiayi
2016
Shiuan-Shin Elementary
School

發 表 單 位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灣台中，5
月 21 日，2017。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16 聯合年會。台灣台
北，10 月 15-16 日，2016。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16 聯合年會。台灣台
北，10 月 15-16 日，2016。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16 聯合年會。台灣台
北，10 月 15-16 日，2016。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16 聯合年會。台灣台
北，10 月 15-16 日，2016。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16 聯合年會。台灣台
北，10 月 15-16 日，2016。

麻醉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職 2016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洪錦墩、李美文、李淑芬、
場疲勞與離職傾向相關性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6
何清治、官錦鳳、林碧如
研究-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 南，5 月 22 日，2016。
例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黃鈺淵、洪錦墩、劉秋松、
醫師工作壓力及其相關因
2016
葉季森
素初步研究

2016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南，5 月 22 日，2016。

卓伊紋、李淑芬、李美文、
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產婦之
2016
＊
何清治、洪錦墩
醫療資源耗用分析

2016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南，5 月 22 日，2016。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第二型糖尿病住院病患下
2016
何清治、官錦鳳、何桂瑩
肢截肢之趨勢與危險因素

2016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南，5 月 22 日，2016。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醫事放射師工作壓力、職場 2016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2016
何清治、官錦鳳、李霈宸
疲勞與工作滿意度相關之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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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研究

發 表 單 位
南，5 月 22 日，2016。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15 聯合年會。台灣新
北，10 月 17-18 日，2015。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李淑芬、洪錦墩、 何清治、
健保特約藥局調劑慢性病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2015
促進學會，2015 聯合年會。台灣新
官錦鳯、李美文
連續處方箋的品質研究
北，10 月 17-18 日，2015。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Chin-Chih Ho, Wen-Yu
Continuing to improve
Chen, Tzu-Chin Lin,
campus safety-Experience in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2015
Chin-Tun Hung, Mei-Wen
a Sing-an Elementary School, 促進學會，2015 聯合年會。台灣新
Lee, Shu-Fen Li
Chiayi .
北，10 月 17-18 日，2015。
洪錦墩、謝珊真、何昆達、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臺灣孕婦發生胎兒水腫之
柳永哲、賴郁文、何奕昕、 2015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發生率與季節性之研究
高苓婷、陳瑛蘋
中，5 月 24 日，2015。
洪錦墩、官錦鳳、 李美文、
影響台灣養護機構地理分
2015
何清治、 李淑芬
布之因素分析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C 型肝炎與第二型糖尿病之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5
何清治、官錦鳳、吳健瑋
相關性研究
中，5 月 24 日，2015。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孕婦逕赴醫學中心生產之
2015
何清治、官錦鳳、孫曉筠
因素分析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24 日，2015。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以 IPA 模式分析醫療機構病
李美文、洪錦墩、李淑芬、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5 患醫療服務品質-以中部某
官錦鳳、何清治、楊信興
中，5 月 24 日，2015。
區域醫院為例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工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何清治、謝淑惠、葉季森、
作績效之相關性研究-以臺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5
洪錦墩、呂怡潔
中市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為
中，5 月 24 日，2015。
例
何清治、洪錦墩、吳漢屏、
大腸直腸腺瘤及代謝症候
李莉君、鄭榮峰、楊慧貞、 2015 群之相關性分析-以中部某
張梅芳、張翎婕
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Mei-Linging Lin,
Trends in Hospitalizations
Shu-Hui Yeh,
Mei-Ling Chiu,
for Mental Illness in People
Hsin-Li Liu,
2015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Chin-Ying Dai ,
in Taiwan: Analysis of
Hao-Chun Cheng,
Chuan-Mei Chen,
National Claims Data, 1995Chin-Tun Hung,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24 日，2015。

7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15. Taichung
Taiwan,17, Ma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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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ueh-Chin Chung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2010.

台灣 60 歲以上近端股骨骨
折病人使用金屬內固定術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2014 或人工髖關節置換術失敗
官錦鳳、何清治、吳啟明
率之比較-以人口為基礎的
世代研究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18 日，2014。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一名】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獨立型護理之家護理人員
洪錦墩、何清治、李美文、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4 的工作壓力、職場疲勞與離
官錦鳳、李淑芬、陳俊光
中，5 月 18 日，2014。
職傾向之相關性研究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三名】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中醫師於健保中醫醫療利
2014
官錦鳳、李思筠
用之研究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18 日，2014。

影響醫師於骨骼肌肉疾病
洪錦墩、李淑芬、李卓倫、
2014 選擇中醫醫療利用之影響
李美文、施宜秀
因素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18 日，2014。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私立大專學校教職員預防
2014
官錦鳳、何清治、楊曉曄
保健與醫療利用之研究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18 日，2014。

洪錦墩、官錦鳳、劉鈞承、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中低收入戶老人假牙補助
吳冠蓁、陳意筑、鍾佩容、 2014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滿意度調查-以南投縣為例
許佑羚、陳溫宜
中，5 月 18 日，2014。
知覺領導風格、工作態度與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何清治、洪錦墩、蔡淑鳳、
留任意願之相關性研究－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4
陳靜蘭
以中部地區長期照護機構 中，5 月 18 日，2014。
員工為例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三名】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護理人員泌尿道感染之醫
2014
官錦鳳、邱小佳
療利用研究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18 日，2014。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影響醫師於骨骼肌肉疾病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2014 選擇中醫醫療利用之影響
官錦鳳、鍾欣如
因素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5 月 18 日，2014。

Chin-Tun Hung,
Shu-Fen Li,
Yu-Chun Lu,
Horng -Mo Lee,

Incidence of ambulatory care 2014 職業衛生研討會暨第五屆海
visits after needlestick and
峽兩岸職業衛生學術交流會。台灣
2014
sharps injuries among
台北，3 月 6 日，2014。
healthcare work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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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Chin-Ying Dai,
Kai-Yu Tseng,
Yueh-Chin Chung

主題

發 表 單 位

Taiwa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洪錦墩、黃昱瞳、李淑芬、
中醫總額點值對中醫師人
2013
李卓倫、黃光華、
力分布之影響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13 聯合年會。台灣台
北，10 月 20-21 日，2013。

洪錦墩、黃昱瞳、官錦鳳、
傳統醫療納入健康保險之
2013
何清治、李淑芬
管理與創新發展

LOCHAS2013 樂活心設計國際研
討會。台灣台中，10 月 20-21 日，
2013。

以時間數列分析-醫藥分業

洪錦墩、陳文意、李美文、
2013 對台灣藥事人力地理分布
李卓倫、李淑芬、賴怡婷
影響之研究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6 月 1 日，2013。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老人養護機構護理主管對
洪錦墩、官錦鳳、黃光華、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3 住民簽署 DNR 的認知與態
何清治、王耀樟
中，6 月 1 日，2013。
度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林蕙英、李淑芬、周思源、
台中市都會居民醫療利用
黃光華、李美文、李卓倫、 2013
差異之分析研究
洪錦墩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6 月 1 日，2013。

洪錦墩、李淑芬、官錦鳳、
台灣牙醫師之醫療利用探
2013
何清治、傅立志、鍾書如
討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6 月 1 日，2013。

園藝治療對社區老人心理
健康效益之研究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6 月 1 日，2013。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三名】

何清治 、洪錦墩、周淑姿 2013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職場欺凌之相關因素探討何清治 、洪錦墩、楊舜閩 2013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中，6 月 1 日，2013。
護理人員之人格特質、工作 2013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何清治 、洪錦墩、廖佳慧 2013 價值觀、工作滿足與工作壓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力之關聯研究
中，6 月 1 日，2013。
洪錦墩、李淑芬、官錦鳳、
台灣護理人員職業傷害與
2013
鍾月琴、李美文
職業病之研究

2013 年第五屆國際研討會：尋找照
顧意義的旅程—跨專業觀點。台灣
台中，5 月 24-25 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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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ueh-Chin Chung,Shu-Fen
Li,Horng-Mo
Lee,Shyang-Guang
Wang,Jen-Hung
Yang,Chien-Ning Huang,
Chin-Tun Hung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
Risk of Musculoskeletal
Journey of Searching meaning in
Disorder among Taiwanese
2013
caregiving—Interdisciplinary
Nurses Cohort: a nationwide
viewpoints. Taichung Taiwan,24-25,
population-based study
May,2012。

Trend in treatable cancer
mortality and regional
Yu-Tung Huang, Chin-Tun
2012
inequality among elderly in
Hung ,Tsung-Hsueh Lu
Taiwan

The 44th Asia 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APACPH) Conference 2012,
14-17th October, Colombo Sri
Lanka.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洪錦墩、李淑芬、黃昱瞳、
中醫總額預算分配公式之
2012
黃光華、李卓倫、賴怡婷
德菲研究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 5 月 26 日 ，2012。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洪錦墩、李淑芬、黃建文、
台灣支氣管擴張症之醫療
2012
黃光華、陳添福
利用分析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 5 月 26 日 ，2012。

以灰色預測模式推估臺灣
洪錦墩、官錦鳳、李美文、
2012 地區皮膚科專科醫師人力
葉森源
供需與地理分佈研究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 5 月 26 日 ，2012。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以 Two-part model 分析健
洪錦墩、李美文、黃光華、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2 保中醫醫療利用之影響因
李卓倫、吳凱薇
中， 5 月 26 日 ，2012。
素：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涂思嘉、洪錦墩、黃光華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骨質疏鬆症病患口服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2012 alendronate 與罹患食道疾病 中， 5 月 26 日 ，2012。
之相關性研究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三名】

抗精神病藥物用藥型態與
林諺佑、蔡東翰、洪錦墩、
2012 新發生心血管疾病之相關
黃光華
性研究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台
中， 5 月 26 日 ，2012。

The operative mortality of
The 4th Congress of Asia-Pacific
children with transposition of
Pediatric Cardiac Society。Taipei
Lin、Shu-Fen Li、Chin-Tun 2012
greater arteries in
Taiwan, April,2012。
Hung
Taiwan,1997 to 2008
Jeng-Sheng Chang、Chi-Wen

洪錦墩、陳雅芳、陳靜茹、
影響中醫診所中醫師選擇
全思婷、程紀寧、邱千純、 2011
執業地點之因素
賴喬貞

2011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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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洪錦墩、黃昱瞳、林欣潔、 紀
醫藥分業對藥師人力地理
怡 君、王淑尹、周芳竹、 2011
分布的影響
林以琇、黃姝肇

發 表 單 位
2011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藥事人員工作壓力、職場疲
洪錦墩、陳玉鶴、官錦鳳、
2011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2011 勞與離職傾向相關性之研
施雅文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究
洪錦墩、黃光華、詹秀美

臺灣醫事人員於全民健保
2011
預防保健之利用分析

2011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宋文娟、洪錦墩、杜雅婷、

求職者對醫療機構徵才過
2011 程之滿意度調查之實證研

2011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台

蔡素琴
洪錦墩、張瑞珍、黃光華、

究
醫事放射師工作壓力與職

中。
2011 年工業衛生暨環境職業醫學

黃昱瞳

2011 場疲勞對職業承諾影響之
研究

Wen-Chao Ho , Chin-Tun
Hung, Ming-Chin Hsu

Student e-health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2011
application of practical
Enterprise Resource
experiences
Management,2011

宋文娟、洪錦墩、黃文慧、
蔡齊珍

2010

某醫療機構員工教育與學
習成效之關聯性研究

醫療機構員工對於醫療品
洪錦墩、陳秋鶯、黃光華、
2010 質認知與就醫意願之相關
夏大明、施雅文
分析
李卓倫、洪錦墩、陳文意

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10 聯合年會
2010 健康照護國際學術研討會

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健康
公共建設計畫評估理論
2010 部門的應用：理論要求與實
與實務研討會
務限制

醫療機構製售健康調理餐
宋文娟、官錦鳳、洪錦墩、
2010 包銷售客層分析
黃光華、吳惠琪
與滿意度調查

2010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影響中醫畢業學生選擇執
許銘津、洪錦墩、陳立德、
2010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2010 業地點因素之研究─以某大
何文照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學中醫系應屆畢業生為例
Dah-Ming Shiah、Chin-Tun
Multi-objective Integrated
Hung、Shu-Wen Chen、
2009 Delivery System Coverage
Kuang-Hua Huang
Model

The 41st Asia-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Conference（APACPH）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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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3~4 2009,Taipei, Taiwan

The Research of Off-Labeled
Yi-Ching Hsieh、Kuang-Hua
Drug Use and Medication
Huang、Chin-Tun Hung、 2009 Type for Child Antibiotics
Shyh-Chin Chen
under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Taiwan

The 41st Asia-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Conference（APACPH）December
3~4 2009,Taipei, Taiwan。

洪錦墩、李卓倫、黃光華、
老年人於健保中醫門診之
2009
黃昱瞳、陳淑雯、施雅文
醫療利用分析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09 年聯合年會

醫療機構群集效應初探研
洪錦墩、陳淑雯、李淑芬、
2009 究夏大明
以台中市為例

2009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討會

洪錦墩、官錦鳳、吳惠琪、
台灣全民健保中醫醫療利
2009
賴慧仙、施雅文
用之疾病變動分析

2009 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凃思嘉、林黛芬、
影響中醫醫療利用之因素
2009
陳佳微、吳佩謹
分析

2009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第一名】

宋文娟、洪錦墩、何清治、
醫院員工教育訓練整合策
2009
黃光華
略之成效分析

2009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陳秋鶯、賴慧仙、
病患對醫療服務品質認知
2009
官錦鳳、吳惠琪、施雅文
與忠誠度之相關研究

2009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榮獲年會最佳論文獎佳作】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Dah-Ming Shiah、Chin-Tun
Multi-Capacities Ambulance Conference on Testbeds and
2009
Research Infrastructures for the
Hung、Shu-Wen Chen
Location Model
Development of Networks and
Communities（EI）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洪錦墩、陳進堂、詹清旭、
影響初診病患醫療費用因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2008
施雅文
素分析
促進學會，2008 年聯合年會
醫療機構員工組織承諾、工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賴慧仙、陳秋鶯、洪錦墩

2008 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
關研究

學會暨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2008 年聯合年會

洪錦墩、洪雅婷、邱煌銘、
2008 台中縣基層醫師人力分布
施雅文

2008 醫療品質與管理國際研討會
【榮獲最佳論文獎-第二名】

林佩 君、李卓倫、洪錦墩、
影響病患完成雙向轉診相
2008
何清治、施雅文
關因素之研究

2008 醫療品質與管理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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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工作價值、工作投入與組織 2008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學術研討
何清治、李玲玲、劉偉文、
2008
洪錦墩、梁亞文
承諾之關連性研究
會
台灣地區基層醫師人力未
洪錦墩、李卓倫、梁亞文、
2007
陳淑雯、宋文娟
來需求之推估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 2007 年聯合年會

洪錦墩、賴俊雄、李卓倫、
中醫住院支付標準之專家
2007
褚柏菁、施雅文
意見德菲法研究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學會 2007 年聯合年會

梁亞文、洪錦墩、吳明達、
醫院特性、競爭程度與可避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
王鎔銜、吳貞宜、陳鈺靜、 2007
免住院之相關性探討
學會 2007 年聯合年會
張家瑜、蕭雅琦
自主卓越管理下醫院財務
洪錦墩、梁亞文、朱光華 2007 面之決策分析-以中部某醫
學中心為例
臺灣地區影響中小型醫院
洪錦墩、梁亞文、施雅文、
2007
吳惠琪、官錦鳳、 林佩 君
歇業因素之分析

2007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學術研討
會
2007 健康產業管理 國際學術研討
會

賴慧仙、謝亦珊、張菁純、
學生吸菸知識、態度與行為
2007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楊瑀婕、張媛婷、 陳怡 君、2007 因素之研究-以某科技大學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
為例
夏大明、洪錦墩、陳淑雯

2006

台中市都市服務範圍最適
距離之適宜範圍研究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

宋文娟、黃久秦、洪錦墩

2006

台灣地區老年人口多重疾
病之分析研究

2006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宋文娟、藍忠孚、洪錦墩、
台灣地區老年醫學專科人
2006
黃久秦
力推估之研究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九十五年會

洪錦墩、夏大明、陳淑雯、
基層醫療服務供需之區位
2006
宋文娟、梁亞文
研究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九十五年會

應用德菲法評估台灣未來
宋文娟、藍忠孚、洪錦墩、
2006 老人健康議題 暨老年 醫
黃久秦
師之需求
洪錦墩、施禹慧、 藍忠孚、
牙醫師人力地理分佈之變
2005
動分析
宋文娟、梁亞文
洪麗真、宋文娟、洪錦墩

台灣健康管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九十四年年會
【榮獲 94 年度年會最佳論文獎】

組織氣候之期望與感受研
2005 究分析，以某區域教學醫院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為例

宋文娟、藍忠孚、洪錦墩、
台灣地區牙科醫師生產力
2005
梁亞文
評估之研究

台灣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 陳懿 君、陳韋華、
總額預算制度對中醫師人
2004
力分佈之影嚮
蔡虹俞、高玉芬、鄭育宗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九十三年年會

洪錦墩、藍忠孚、李卓倫

民眾醫療需求與醫師人力 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九十二年
2003 供給-以社區民眾有效醫療 年會
【榮獲 92 年度年會最佳論文獎】
需求為基礎之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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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宋文娟、藍忠孚、洪錦墩等 2001

台灣內科及其相關專科人
力議題專家意見之研究

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九十年年
會

洪錦墩、藍忠孚、宋文娟等 2000

台灣內科醫師人力及其專
科結構之研究

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八十九年
年會

宋文娟、藍忠孚、洪錦墩等 2000

台灣地區內科專科醫師未
來供給推計之情境分析

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八十九年
年會

【學位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學 位 名 稱

洪錦墩

2004

基層醫師人力有效需求與地理分布之研究

國立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論文

洪錦墩

1991

病媒防制業管理政策之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

【專書】
作者

出版年
月

書

名

白佳原、洪錦墩等

2015.03

邱子易、洪錦墩等

2014.08 公共衛生護理學

華格納出版社

楊志良、洪錦墩等

2016.02
四版

健康保險

華格納出版社

林海清、張宏文、何婉喬、洪錦墩等

2004.10

生命關懷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與社會

台灣省公共衛生研究所出版

李卓倫、洪錦墩、游隆權、官錦鳳合譯 1990.06

醫療經濟學

出版社
華格納出版社

【技術報告】
作 者

出版年月

主 題

洪錦墩、謝芳玲、
南投縣一○四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朱思美、賴喬貞、 2016.12
裝置假牙服務滿意度之調查
謝珊真
南投縣一○三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洪錦墩、朱思美、
2015.12
賴喬貞
裝置假牙服務滿意度之調查

計劃名稱或委託機構名稱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一○二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洪錦墩、朱思美、
2014.12
謝珊真
裝置假牙服務滿意度之調查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一○一年度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洪錦墩、朱思美、
2013.12
李思筠、施宜秀
裝置假牙服務滿意度之調查

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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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出版年月

主 題

計劃名稱或委託機構名稱

長照服務體系管理與老人醫療利用整合
行政院衛生署
洪錦墩、李卓倫、
2012.12 性研究計畫-以 Two-part model 分析老年
李淑芬
南投醫院產學研究
人於健保中醫醫療利用之影響因素
洪錦墩、李卓倫、
醫藥分業對台灣藥師人力地理分布影響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黃光華、黃昱曈、 2011.08
之研究
李淑芬
中醫門診總額地區預算分配模式對醫療
洪錦墩、李卓倫、
行政院衛生署
黃光華、黃昱曈、 2011.12 資源及民眾就醫權益之影響評析研究計
一百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李淑芬、施雅文
畫，100K2086
中醫門診總額地區預算分配模式對醫療
洪錦墩、李卓倫、
行政院衛生署
黃光華、黃昱曈、 2010.12 資源及民眾就醫權益之影響評析研究計
九十九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李淑芬、施雅文
畫
洪錦墩、李卓倫

2008.12

未來十年人口變遷對中醫醫療服務及人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
力政策影響的預測
會九十七年度科技計畫

洪錦墩、李卓倫

2007.12

台灣地區中醫師人力之現況與未來需求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
之推估
會九十六年度科技計畫

洪錦墩、李卓倫

2006.12

台灣地區基層醫師人力之現況與未來需 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五年度
求之推估
科技計畫

藍忠孚、李卓倫、
台灣地區牙醫師生產力及人力供需之評
洪錦墩、宋文娟、 2005.06
估
蒲正筠
「醫事人力」相關科技研究計畫評估
李卓倫、藍忠孚、
2005.01
洪錦墩、梁亞文
1980-2004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
九十四年度科技計畫

徐阿田、王瑞瑤、
由民眾健康服務需求探討我國物理治療 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
李雪楨、洪錦墩、 2004.01
人力分佈之均衡性
九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王子娟
由民眾醫療需要推估醫師人力需求之方 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
李卓倫、藍忠孚、
2003.01
洪錦墩、梁亞文
法學研究
九十一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李卓倫、紀駿輝、
周麗芳、洪錦墩、 2001.04 總額支付制度設定公式之研究
梁亞文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
八十八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藍忠孚、李源德、
台灣地區內科醫師人力及其專科結構之
台灣內科醫學會
王德宏、宋文娟、 2000.03
研究
洪錦墩等
李卓倫、洪錦墩、
1999.02 仁愛鄉巡迴醫療保健計畫成果評估
葛梅貞、楊文惠

行政院衛生署八十七年度
委託研究計畫

李卓倫、傅千芬、
1997.02 衛生處生產力指標之建構
楊文惠、洪錦墩等

台灣省衛生處
八十五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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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論文指導
研究生

碩士論文題目

畢業年月

施雅文

新設立醫院對鄰近醫院初診病患來源影響之研究

2008.6 .

林佩君

影響病患完成雙向轉診相關因素之研究

2008.6 .

賴慧仙

醫療機構員工組織承諾、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2009.6 .

張瑞珍

醫事放射師工作特質、職場疲勞與職業承諾相關性研究

2011.1 .

許明津

影響中醫畢業學生選擇執業地點因素之研究

2011.1 .

陳玉鶴

藥事人員工作壓力、職場疲勞與離職傾向相關性之研究

2011.6 .

詹秀美

臺灣醫事人員於全民健保預防保健之利用分析

2011.6 .

林啟文

影響兒童先天性心臟病死亡率之分析—以大動脈轉位類型為例

2012.6 .

葉森源

以灰色理論預測模式推估臺灣地區專科醫師人力之供需研究

2012.6 .

吳凱薇

以 Two-part model 分析健保中醫醫療利用之影響因素

2012.6 .

陳添福

台灣支氣管擴張症之醫療利用分析

2012.6 .

賴怡婷

醫藥分業對台灣藥師人力地理分布影響之研究

2013.6.

林蕙英

不同都會區域居民醫療利用之差異分析

2013.7 .

鍾書如

牙醫師醫療利用之分析

2013.7 .

王耀樟

長照機構負責人對於住民簽署 DNR 之認知與態度研究

2013.7.

李思筠

中醫師於健保中醫醫療利用之研究

2014.7.

施宜秀

影響醫師於骨骼肌肉疾病選擇中醫醫療利用之影響因素
台灣 60 歲以上近端股骨骨折病人使用金屬內固定術或人工髖關節置
換術失敗率之比較
獨立型態護理之家的護理人員在於工作壓力、職場疲勞與離職傾向
相關性研究

2014.7.

楊曉曄

私立大專學校教職員預防保健與醫療利用之研究

2014.7.

吳健瑋

C 型肝炎與第二型糖尿病關聯探討

2015.7

孫曉筠

孕婦逕赴醫學中心生產之可能因素分析

2015.7

卓伊紋

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產婦之醫療資源耗用分析
麻醉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職場疲勞與離職傾向相關性研究
-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2016.7

李沛宸

醫事放射師工作壓力、職場疲勞與工作滿意度相關之研究

2016.12

林佩珍

臺灣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之醫療費用與利用之分析

2016.12

謝珊真

台灣牙醫師人口比對民眾牙醫醫療利用之影響

2017.7

賴喬貞

老年人於中西復健之醫療利用分析

2017.7

莊宗芳

台灣泌尿道結石患者罹患慢性腎臟病的風險-全國性的世代研究

2017.7

王亭婷

醫檢師之骨骼肌肉疾病之發生率研究

2017.7

吳啟明
陳俊光

林碧如

2014.7.
2014.7.

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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