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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之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計劃內擔任
工作

執行期間

教育部

107 年度產業學院計畫連貫式培育方案-醫
療暨健康產業管理連貫式培育方案

教育部

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 106 年度產學共同連貫
式培育制度計畫-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連貫 共同主持人 106.05~107.07
式培育方案

共同主持人 107.05~108.07

中臺科技大學署立豐原 醫院健康促進行為與挖掘自費健康檢查顧
醫院
客之分析

主持人

99.7-100.6

中臺科技大學林新醫療 某區域醫院急診病患滿意度及其相關因子
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調查

主持人

98.06~99.07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中臺科技大學
署立豐原醫院

末期腎衰竭病患對腹膜透析認知與選擇意
願之探討
台中地區長期照護機構住民家屬選擇照護
機構之因素探討

共同主持人 97.01~97.12
主持人

96.697.5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王芃穎、張世沛、馮兆康、
黃建財、葉德豐、林川雄*

年份
2018

吳惠琪、林川雄、曾建銘、 2017

主題

期刊名稱

探討大學生手機成癮與運動習慣
運動與遊憩研究，
對睡眠品質的影響：以中部某私立
12(3)，54-65。
科技大學為例
虛擬股市交易操作系統做為財務

運動與遊憩研究，

王國安、詹博州、陳永福*

管理學習輔助工具之成效探討

11(4)，1-16。

張炳華、劉芳昌、林川雄、
2017
楊美玲、馮兆康*

憂鬱與焦慮狀態對於睡眠品質的
影響：兼論網路使用行為的干擾
效果

運動與遊憩研究，
12(1)，79-91。

馮兆康、林川雄、張艾君、
2017
張炳華*

應用健康信念模式分析臺中市大
學生運動行為

運動與遊憩研究，
12(2)，42-54。

馮兆康、吳珈旻、林川雄、
2016
張炳華*

台中市大學生肥胖健康信念與體
重控制行為之相關性分析

運動休閒餐旅研究，
11(2)，108-123。

張炳華、張正權、吳家津、
2016
林川雄、馮兆康*

從民眾角度看臺灣地區基層醫療 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體系之照護品質 與其滿意度分析 10(2)，53-70。

吳淑卿、林川雄、趙宸紳、
2016
李翠娥、施國森*

運動性社團學生睡眠品質現況調
查研究-以嶺東科大為例

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10(2)，01-12。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2016
林川雄、黃建財、劉佳樺*

末期腎病患者中醫利用影響因素
之研究

醫務管理期刊，17(1)，
63-77。

黃麗玲、黃薇瑄、葉德豐、
2015
鍾燕宜、林川雄、黃建財*

護理人員超時工作與疲勞之相關
性分析

休閒運動保健學報，
8(01)，10-25。

趙宸紳、盧廷峻、林川雄、
2015
張世沛*

逢甲大學運動代表隊選手睡眠品
質調查研究

休閒運動期刊，14(9)，
99-110。

劉安琪、應立志*、王萬琳、
2015
林川雄

醫院傳送人員對病人安全的認知
與管理

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9(3)，40-58。

張炳華、劉美玉、林川雄、
2014
馮兆康*

中風患者及其主照顧者對於出院
準備服務之滿意度分析－以中部
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8(1)，26-41。

馮兆康、林川雄、吳珈旻、
2014
張炳華*

女性護理人員健康狀況、保健食品 運動休閒餐旅研究，
認知與消費行為分析
9(3)，84-100。

黃建財、黃麗玲、陳右振、
2013
葉德豐、林川雄、陳俊烈*

大學學生對醫療觀光認知與工作
潛力

休閒事業研究，11(1)，
44-54。

林川雄、馮兆康、黃建財、
2013
黃麗玲、葉德豐、詹清旭*

醫院健康促進行為與挖掘自費健
康檢查顧客之分析

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7(2)，26-41。

葉德豐、詹清旭、黃瑋婷*、
林川雄、黃麗玲、黃建財、 2013
陳俊烈

病人特性與醫院特性對同一組
健康保險期刊，8(1)，
DRG 費用影響力之比較─以闌尾
32-50。
切除術為例

黃麗玲、黃建財、葉德豐、
2013
林川雄、王憶芬*

就醫民眾對 CT/MRI 檢查資源共享 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之認知與態度
7(3)，26-41。

邱淑瑾、王萬琳、應立志*、

護理人員之工作環境與工作負荷

休閒事業研究，11(2)，

對護理品質影響之研究

41-53。

運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評估接
受磁振造影檢查之病患安全性

健康管理學刊，11(1)，
29-44。

江蕙娟、林川雄

2013

許意敏、李垣林、林川雄、
2013
黃文濤、張振榮*、廖龍泉

吳淑娟、張育嘉、葉德豐*、

影響腦中風患者使用居家復健服
務相關因素之探討

台灣復健醫學會雜誌，
40(3)，147-159。

陳錦華、何玉瑛、林新茹、
2012
王曼蒂、林川雄、葉德豐

探討腹膜透析病人對透析認知之
差異與影響因素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澄
清醫護管理雜誌，8(4)，
34-42。

黃建財、李福春、許智瑩、
2011
林川雄、葉德豐、黃麗玲

健康生活型態與溫泉保健觀光行
為之研究

運動休閒餐旅研究，
6(3)，114-132。

Chuan-Hsiung Lin,
Wen-Ling Chen, Chih-Ming

PREDICTORS OF PSYCHIATRIC
READMISSIONS IN THE SHORT-

Lin, Ming-Der Lee RN,
2010
Ming-Chung Ko, Chung-Yi
Li

AND LONG-TERM: A
CLINICS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TAIWAN.

張廷宇、呂偉僑、黃建財、 2012
林川雄、黃麗玲

Hsiao-Neng Chen, M.D.,
Jaung-Geng Lin, M.D.,
Ph.D., Li-Chih Ying,
Ph.D.,Chen-Chai Huang,

2009

Ph.D.,Chuan-Hsiung Lin
葉德豐、王俊文、林川雄、
陳芊惠、張惠君、賴瑆元、 2007
簡妤芳

The Therapeutic Depth of
Abdominal Acupuncture Points
Approaches the Safe Depth in
Overweight and in Older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醫院洗腎病患服務品質之研究－
以二家醫院為例。

台灣健康照護產業管理
論壇

林川雄、黃建財、廖龍泉、
王萬琳、葉德豐、吳玉霞、 2007
湯智婷

護理人員組織承諾、專業承諾、工
健康事業科技與創新管
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之研究探討理評論
以中部某軍醫院為例。

張瑞昆、林川雄

職能治療應用資訊科技於長期照
護之構思及展望。

2006

長期照護雜誌

【研討會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台中大學生性知識、性態度
2019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葉德豐、陳思喻、黃建財*
與性行為之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
許雅惠、張育嘉、黃麗玲、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 2018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
2018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工作倦怠之關聯性
討會
主要家庭照顧者壓力負
黃麗玲、葉德豐、林川雄、
107 年第七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
2018 荷、家庭支持情況與生活品
黃建財、李郁佳、鍾燕宜*
合服務研討會
質之關係
林胤辰、黃譓慈、王怡萱、
大學生的口腔衛生態度及
2018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
李舒喬、邱琬婷、潭琇紋、 2018 健康行為之相關性探討-以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林川雄*
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吳孟錡、杜軍毅、高子甯、

大學生手機使用頻率與健 2018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
江毅婷、林姿妤、連君翎、 2018
康生活品質相關之探討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葉芷妤、林川雄*
李佳芹、張育嘉、蔡恩霖、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劉紘志、黃麗玲、林川雄、 2018 大學生就醫隱私經驗調查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黃建財、葉德豐*
學會會員大會
許立安、張文伶、柯明孜、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大學生對病人自主權利法
簡珮瑜、陳呈旭、黃麗玲、 2018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之認知與態度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學會會員大會
蔡宛汝、呂宜蓉、許嘉玲、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健康成人對預立醫療照護
王品蓁、陳呈旭、林川雄、 2018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諮商之認識與態度
黃建財、葉德豐*
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邱琬婷、李舒喬、
大學生的口腔衛生態度及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王怡萱、林胤辰、黃譓慈、 2018 健康行為之相關性探討-以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黃建財*
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大學生手機使用頻率與健
葉德豐、江毅婷、連君翎、 2018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康生活品質相關之探討
黃建財*
學會會員大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林川雄、粘詩珮、許佑瑄、
某大學生的生活壓力與睡
2018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黃建財*
眠品質之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
李榮祐、林川雄、葉上民*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學
探討學童視力不良與視力
2018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調節能力之關係
學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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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台中大學生生活壓力與睡
2018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粘詩珮、許佑瑄、林川雄*
眠品質之研究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大學生手機使用頻率與健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2018 康生活品質相關之探討—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葉德豐、江毅婷、黃建財*
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中部某科技大學進修部學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黃麗玲、陳雁綾、黃建財、
2018 生飲食習慣與身體質量指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葉德豐、林川雄*
數之相關性分析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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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大學生的口腔衛生態度及
2018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葉德豐、邱琬婷、黃建財*
健康行為之相關性探討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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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台中市中老年人健康狀況
2018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陳俞靜、林川雄*
和行為與快樂感受之研究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台中市醫療機構空氣中微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2018 生物濃度與環境影響因子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黃麗玲*
之研究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王彥儒、陳子涵、嚴人俊、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產婦生產服務品質構面之
陳任淇、葉德豐*、林川雄、 2018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比較
黃建財、黃麗玲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護理人員工作家庭衝突及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許雅惠、張育嘉、黃麗玲、
2018 其相關因素–以中部某區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林川雄、黃建財、葉德豐*
域醫院為例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周惠敏、張育嘉、洪弘昌、
偏鄉地區醫院末期腎臟病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莊宗芳、黃麗玲、林川雄、 2018 前期追蹤病患流失相關因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黃建財、葉德豐*
素之探討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8 年聯
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林川雄、王筱竺、彭裕皓、
中臺科技大學學生網路霸
林仁達、李政勳、楊凱翔、 2017 凌認知與網路霸凌行為之 2017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研討會
劉宣妮、陳韻如
相關研究
黃建財、洪郁茹、洪佩姍、 傅
大學生 Line 使用現況與
雅昀、黃佩心、何政倫、 林 2017
2017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研討會
成癮現象
川雄*
黃建財、謝明哲、吳伯威、 張
中部大學生休閒參與情形
甯翔、金宦妤、李宜庭、 林 2017
2017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研討會
與生活壓力之相關研究
川雄

黃建財、陳思喻、羅佳欣、 林
姍渝、陳彥慈、李致典、 林
大學生性知識、性態度與性
2017
2017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研討會
宜潔、賴思頤、張旻偉、 簡
行為之研究
安琪、林川雄*
呂宜蓉、許立安、蔡宛汝、 林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川雄、黃建財、黃麗玲、 鍾
不同市場特性牙醫服務品
2017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燕宜、葉德豐*
質、滿意度與忠誠度之比較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陳美琦、林川雄、馮兆康*

工作壓力對離職意向之影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2017 響：分析職家衝突與社會支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持之中介及調節效果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運動參與行為與手機依賴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林珮瑄、張世沛、馮兆康、 黃
2017 程度對生活品質之影響-以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麗玲、黃建財、林川雄
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王芃穎、 張世沛、馮兆 康、
探討大學生手機成癮與運
2017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葉德豐、黃建財、林 川雄
動習慣對睡眠品質的影響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
大學生網路霸凌認知與網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時
燕宜、葉德豐、王筱竺、 黃 2017 路霸凌行為之相關探討-以 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建財*
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大學生手機成癮與運動習
王芃穎、張世沛、馮兆康、 黃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慣對睡眠品質之影響探
麗玲、葉德豐、黃建財、 林 2017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討—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
川雄*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例
合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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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佳怡、張善溱、張育嘉、 葉

大學生打工對生活影響之
德豐*、林川雄、黃建財、 黃 2017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研究
麗玲、鍾燕宜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合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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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鍾
大學生即時通訊軟體使用
2017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燕宜、洪郁茹、林川雄*
現況與成癮現象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合年會
林珮瑄、張世沛、馮兆康、 黃

大學生運動參與與手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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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玲、葉德豐、黃建財、 林 2017 賴程度對生活品質之影響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川雄*
探討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合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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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吳
大學生網路霸凌認知與網
2017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惠琪、葉德豐、黃建財*
路霸凌行為之相關探討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合年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葉德豐、蔡宛汝、許立安、 呂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牙醫服務品質與相關因素
宜蓉、張育嘉*、黃建財、 林 2017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之研究
川雄、黃麗玲、鍾燕宜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合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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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 豐、
台中大學生生活壓力與身
2017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鍾燕宜、謝明哲、林川雄*
心健康之研究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合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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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葉德豐、鍾燕宜、 林
台中大學生性知識、性態度
2017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川雄、陳思喻、黃麗玲*
與性行為之研究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合年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大學生飲食習慣與身體質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黃麗玲、林川雄、鍾燕宜、 王
2017 量指數相關分析- 以中部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世昕、黃建財*
某科大為例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
合年會
許立安、蔡宛汝、呂宜蓉， 葉
106 年第六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
德豐*、黃建財、林川雄、 黃 2017 牙醫服務品質構面之比較
合服務研討會
麗玲、鍾燕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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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
大學生手機成癮與睡眠品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2016
燕宜、葉德豐、黃建財*
質相關探討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
內環境品質學會 2016 年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鍾
大學生快樂活動與快樂感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6
燕宜、林湘穎、林川雄*
受之研究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

內環境品質學會 2016 年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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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
大學生身體質量指數對健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2016
燕宜、葉德豐、黃建財*
康行為與生活型態之影響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
內環境品質學會 2016 年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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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德豐、張育嘉、黃麗玲、 黃
中醫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2016
建財、鍾燕宜、林川雄*
誠度之關聯性研究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
內環境品質學會 2016 年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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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葉德豐、鍾燕宜、 林
台中市某醫院醫護人員手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2016
川雄、黃麗玲*
機微生物污染調查與分析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
內環境品質學會 2016 年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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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鐘
台灣地區中老年人用藥認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2016
燕宜、劉欣慈、林川雄*
知與行為之研究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
內環境品質學會 2016 年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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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玲、余佳穎、林川雄、
科大學生對照服員工作之 全 促 進 學 會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2016
葉德豐*
認知與就業意願
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
內環境品質學會 2016 年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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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德豐、馮維馨、張育嘉*、
護理人員職場暴力與工作 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黃麗玲、黃建財、林川雄、 鍾 2016
壓力關聯性之研究
台灣健康保險學會、台灣室內環
燕宜
境品質學會 2016 年聯合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
蕭蕓萱、 張育嘉、 黃麗玲、 2016 末期腎病患者罹患副甲狀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林川雄、 黃建財、葉德豐*

腺亢進醫療利用之研究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醫院層級與病人特性對腎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張雯婷、黃麗玲、張育嘉、 黃
2016 及泌尿道感染之醫療利用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的影響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廖梅如、馮兆康*、林川雄

淋詩窈、張振榮*、林維文、
李明儒、林川雄

介入方案對口腔健康知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2016 識、態度與行為之成效評估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以臺中市某國中為例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6

天氣因子與急性冠心症之
關係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
身體質量指數對健康行為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燕宜、葉德豐、沈佩儀、 黃 2016 與生活型態之影響-以中部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建財*
某科技大學為例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
大學生手機成癮與睡眠品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燕宜、葉德豐、徐綵婕、 黃 2016 質相關探討-以中部某科技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建財*
大學為例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凃櫻峰、馮兆康*、林川雄

2016

參加急救訓練學員之學習
滿意度與成效相關分析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消防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契
鍾燕宜、陳士航*、黃麗玲、
工作滿意度之關係-團隊凝
2016
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黃建財、葉德豐、林川雄
聚力中介效果與組織承諾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調節效果之驗證
2016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居家、
葉德豐、陳玲守、張育嘉*、
透析患者自我照顧自我效
2016
社區及機構式長期照護』國際研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能相關因素之研究
討會
葉德豐、馮維馨、張育嘉*、
職場暴力與工作壓力對護
黃麗玲、林川雄、黃建財、 鍾 2016 理人員離職傾項之關聯性 2016 年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
燕宜
研究
林暘昇、林羿婷、童宜敏、 王
生活休閒型態與手機成癮
2015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
怡閔、蔡松芩、陳盈甄、 趙 2015 傾向之探討-以中部某科技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采潔、林川雄*、黃建財
大學為例
莊怡宴、洪怡君、黃詩婷、
大學生性病認知之相關知 2015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
2015
徐曼倪、錢亭軒、林川雄*
識探討
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
馮兆康、吳珈旻*、林川雄

以健康信念模式分析體重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
2015 控制之行為-以台中市大學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生為例
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 2015 大學生菸害知識與戒菸障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

燕宜、葉德豐、蔡松芩、 黃
建財*

礙之探討—以中部某科技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大學為例
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生活休閒型態與手機成癮 2015 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
林川雄、馮兆康、黃麗玲、 鐘
2015 傾向之探討-以中部某科技 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燕宜、葉德豐、黃建財*
大學為例
學會會員大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黃麗玲、林川雄、葉德豐、 鍾
大學生對照顧服務員工作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5
燕宜*
之認知與就業意願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2015 年聯合年會

馮兆康、張炳華*、林川雄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以健康信念模式分析台中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5 市大學生的保健食品使用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行為
2015 年聯合年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台中地區中老年人對大腸
黃建財、黃麗玲、葉德豐、 鐘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5 癌認知與接受大腸癌糞便
燕宜、王荷茹、林川雄*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篩檢行為意圖之研究
2015 年聯合年會
葉德豐、張育嘉、陳玲守*、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末期腎病患者健康生活促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黃麗玲、陳呈旭、黃建財、 林 2015
進型態與相關因素之探討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川雄、鍾燕宜
2015 年聯合年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葉德豐、張育嘉、張靜宜*、
末期腎病患者對活體親屬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林川雄、黃麗玲、黃建財、 2015 腎臟移植之知識與相關因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鍾燕宜、陳呈旭
素
2015 年聯合年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黃建財、林川雄、葉德豐、
某教學醫院不動桿菌感染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5
黃麗玲*
危險因子分析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2015 年聯合年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鍾燕宜、葉德豐、林川雄、
照顧服務員工作負荷之全 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
2015
黃建財、黃麗玲*
方位評估
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2015 年聯合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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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豐、林川雄*

2010

健康生活型態與溫泉保健 2010 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觀光行為之研究
臺中市

趙秀文、丁文雅、許珊寧、
臺中市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某區域醫院急診病患滿意
陳宣卉、涂褎雯、李書帆、 2010
2010 年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度及其相關因子調查
林川雄
臺中縣
黃建財、黃靖媛、黃麗玲、
民眾對機構式芳香療法的 2010 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0
林川雄*
使用傾向與行為之研究
臺中市
葉德豐、黃建財、黃麗玲、
林川雄

2009

大學生對牙醫服務之就選 2009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學術研究
擇因素-以中部某大學為例 會，臺中市

林川雄、詹廖明義、黃麗玲、
溫泉浴療對退化性關節炎 2009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學術研究
2009
黃建財
患者之研究
會，臺中市
陳素娥、林金宜、鮑竟晏、
醫院附設護理之家住民家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台中
李明憓、曾莉雯、黃美玉、 2009 屬選擇照護機構之重視度
縣
與滿意度分析
林川雄*
【學位論文】
作者
林川雄

【專書】

年份
1993

主題
開心手術成本分析-個案研究

學 位 名 稱
碩士

作者

出版年月

書

名

出版社

林傑斌、林川雄、馮兆康等

2011

SPSS 統計分析與實務

劉明德、林川雄等

2010

醫護英文用語(第二版)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劉明德、林川雄等

2009

公共衛生概論

華格納企業有限公司

劉明德、林川雄等

2007

醫護英文用語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專利證照】
專利名稱
管狀生體組織修
護導管之動態培
養系統

人工智慧處方自
動封裝系統

證號

新型第 M 400481
號

專利權人

創作人

期間

張振榮、徐惠麗、謝玲
中臺科技大學 玲、鄭凱元、林川雄、2011/03/21~2022/09/16
龔瑞英、洪千惠

新型第 M468290 中臺科技大學

邱靖華、張世沛、林川
雄

2013/12/21~2023/0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