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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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護理系學生對老年人的性知識與性態度之調
主持人
分院
查

108.08.01~
109.07.31

教育部大專校院教 應用桌遊設計於資材與供應鏈管理之成效研

107.08.01~

學實踐研究計畫 究

主持人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門診手術病患的需求與 主持人

108.07.31
107.08.01~

分院

滿意度之調查

108.07.31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
老年人性需求及其相關因素之初探
人童綜合醫院

主持人

107.08.01~
108.07.31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乾癬患者身體意象、焦慮、憂鬱與生活品質
主持人
分院
之相關研究

106.08.01~
107.07.31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
以人為中心的氣候量表中文版信效度之初探 主持人
人童綜合醫院

105.08.01~
106.07.31

全民健保台灣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下病患轉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
診之分析：以骨科多處骨折病患手術治療為 主持人
人童綜合醫院
例

104.09.01~
105.08.31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大腸直腸腺瘤及代謝症候群之相關因素分析
主持人
埔里基督教醫院 -以南投某區域教學醫院健檢者為例

104.03.01~
105.07.31

台中市政府 101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成效
主持人
評估計劃

101/04/01101/08/31

醫院員工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
向– 以工作支持、政治行為為調節變項

100/04/01–
100/03/31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行政院衛生署
豐原醫院

主持人

國科會

基層醫師人力對可避免住院的影響：以
協同主持
2000-2006 年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為基礎的
人
研究(計畫編號: NSC98-2410-H166-004)

98/8/1–
99/7/31

行政院衛生署

安建學校推動輔導計畫

協同主持
人

98/7/23–
98/12/31

行政院衛生署

97 年度安全學校推動前驅計畫

協同主持
人

97/1/197/12/31

協同主持
人

96/1/196/12/31

主持人

92/8/193/7/31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
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計畫之間測與評價
健康局
慈濟技術學院

門診病患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聯性研究-以
台東基督教醫院為例

花蓮縣衛生局

都會型衛生所醫療業務委外經營計劃案─以 協同主持
花蓮縣玉里鎮衛生所為例
人

92/5/192/10/31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份

何清治、洪錦墩、 戴偉賢 2019
何清治、洪錦墩、 張翎婕、
2019
陳昱成

主題

期刊名稱

不同外勤消防人員背景對工作壓
弘光學報 83，75-90
力、休閒參與和工作滿意之影響
A Study on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idence of
Colorectal Adenomas

醫學與健康期刊 8(1)，
67-84

黃璿璇、林毓芝、陳雅紅、
何清治

2018

初次罹患急性前壁心肌梗塞病人
於急診之照護經驗

休閒運動保健學報，14，1-13

何清治、洪錦墩、張睿欣、
2018
黃湘雄

醫療品質、知覺價值、病患滿意
度與忠誠度之相關性探討-以中
醫學與健康期刊 7(1)，17-28
部某區域醫院門診病患及其親屬
為例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
2017
洪錦墩

長期照護機構照護人員關懷行為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13(1)，
與組織倫理氣候相關性之研究 37-45

蔡富卿、何清治、賴美玉、
2016
李愛誠、鐘淑英

TRM 技巧交班提升護理人員病
醫療品質雜誌，10(3)，76-84
安態度

蔡淑鳳、何清治、洪錦墩、
2016
張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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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治、張睿欣、洪錦墩* 2016
吳啟明、李淑芬、李美文、
2015
何清治、洪錦墩*

研究

2015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12(2)

台灣髖部骨折病人手術失敗率之
台灣衛誌，34(5)，476-490
分析 – 以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究
Increased risk of erectile

H.-H. Lin, F.-M. Ho, Y.-F.
Chen, C.-M. Tseng, C.-C.
Ho and W.-S. Chung

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職場霸凌之

dysfunc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ractice (SCI) DOI:
10.1111/ijcp.12629

何清治、洪錦墩、劉偉文、
2014
李美文、李明輝

某區域醫院從業人員工作壓力、
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 – 以工作 醫學與健康期刊 3(2)，25-36
支持為調節變項

Chin-Chih Ho, Brian
Oldenburg, Gary Day, Jing
Sun

Work Values, Job Involv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Taiwanese Nurses

2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3)，64-70

洪錦墩、黃昱瞳、李卓倫、
2009
何清治、李淑芬

台灣地區中醫師人力現況分析及
台灣中醫醫學雜誌 8(2)，1-9
未來需求之推估

Ling-Ling Lee, Shoa-Jen

A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elf-efficacy for
exercise scale for older adults
(SSCI)

Perng, Chin-Chih Ho,
Hsiang-Ming Hsu,
Shu-Chuan
Lau, Antony Arthur
劉偉文、陳秀熹、何清治（通
訊作者）

2009

降低新生兒加護病房院內感染之
2007

何清治、呂信雄、林木泉、
2007
洪錦墩、劉偉文

實證研究 – 以中部地區某醫學中
心為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46(2),230-238

健康產業管理學刊 1(2)，
47-64

護理人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 健康照護產業論壇 2(2)，
之相關研究
19-31

【研討會論文】
作者
方心怡、洪錦墩、黃庭鍾、洪
弘昌、葉麗月、陳玉如、李美
文、李淑芬、何清治
陳嬿羽、李瑄宣、徐毓珈、曾
盈瑜、何佾璇、邱季誼、何清
治
何清治、吳武展、吳展宇、洪
嘉桾、張雅迪、陳宜君、張嘉
容

年份

主題

知覺領導型態、工作滿意度及
2019 離職傾向之相關研究—以中部
某公立醫院護理人員為例
健康產業從業人員對長照 2.0
2019 措施的認知、態度與行為之調
查
2019

發 表 單 位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術研討會

消費者對於有機食品認知、態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度與行為之調查
術研討會

林筱玫、張進芳、黃良圭、何
清治

後天性聽損者使用助聽器之效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2019 益評估 - 以中部某區域醫院為
術研討會
例

洪錦墩、何清治、李美文、李
淑芬、官錦鳳、唐靜渝

2019

醫院照顧服務員職場疲勞對生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活品質之影響
術研討會

洪錦墩、李淑芬、官錦鳳、李
美文、何清治、林煥欽

2019

臺灣中醫師人力之地理分布趨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勢分析
術研討會

2019

民眾利用洗牙預防保健服務的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影響因素研究
術研討會

2019

大學生吸菸行為對學業表現及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人際關係之影響研究
術研討會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何
清治、曾惠敏

2019

南投縣居民跨區就醫情形與相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關因素之研究
術研討會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何
清治、官錦鳳、李美佳

2019

痛風病人使用降尿酸藥品其服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藥遵從性對醫療利用的影響
術研討會

洪錦墩、何清治、官錦鳳、李
淑芬、李美文、王藝涵

2019

醫院照顧服務員之情緒智慧、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職場疲勞與離職傾向之研究
術研討會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官
錦鳳、何清治、邱麗桂

2019

輸血對肝硬化病人罹患肝癌與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否之影響
術研討會

邱芊純、呂培銘、林羽辰、張
芸瑄、洪瑄輿、李美文、洪錦
墩、何清治、官錦鳳
廖于萱、江旻嬬、賴政誌、蕭
宏翰、李美文、洪錦墩、何清
治、官錦鳳、李淑芬

黃駿強、洪錦墩、何清治、官
錦鳳、李美文、李淑芬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官
錦鳳、洪錦墩
何清治、李美文、李淑芬、官
錦鳳、洪錦墩
洪錦墩、何清治、李美文、李
淑芬、劉慧君、洪弘昌、葉麗
月
洪錦墩、官錦鳳、李淑芬、李
美文、何清治、范洪春、張祐
剛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醫事檢驗師的工作壓力與離職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
傾向之關聯研究-以台中市醫療
術研討會
機構為例
乾癬患者身體意象、焦慮、憂
2019 年公衛聯合年會
鬱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研究
探討乾癬患者的乾癬失能、社
2019 年公衛聯合年會
會支持與生活品質之研究
病患自控式止痛對疼痛感受與
2019 年公衛聯合年會
稅免品質改善之成校研究 –
以膝關節置換手術為例
藥事人員罹患慢性腎臟疾病之
2019 年公衛聯合年會
風險研究

李美文、何清治、洪錦墩、陳
曉琳、羅雅馨、張晏菱

2019

大學生食品安全認知與相關因
2019 年公衛聯合年會
素之研究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何
清治、官錦鳳、鄭淑玲

2018

糖尿病病人高診次利用之特性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與相關因素探討
學術研討會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何
清治、官錦鳳、麥培娸

2018

影響結核病住院病人死亡之因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素探討
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李淑芬、何清治、官
錦鳳、李美文

2018

影響住宿型長期照護機構設置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地點之因素
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官
錦鳳、何清治、吳雨宸

2018

護理人員輪班模式對工作疲勞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之影響
學術研討會

陳靜蘭、李玉萍、洪錦墩、李
美文、李淑芬、何清治
洪錦墩、李淑芬、何清治、官
錦鳳、李美文
郭家孝、洪錦墩、李美文、李
淑芬、何清治、官錦鳳

足滿意延緩失能照護之經驗分
享
老人補助裝置假牙服務品質調
2018
查
全民健保台灣版診斷關聯群支
付制度下病患轉診之分析：以
2018
骨科多重骨折病患手術治療為
例
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及主觀
2018
幸福感之相關性研究

2018

林延柔、洪錦墩、黃庭鍾、李
美文、李淑芬、何清治
蔡馥如、陳秀惠、凃佳勳、黃
大學生身體意象與減重意圖之
珮甄、蔡文馨、黃怡琇、陳昱 2018
相關研究
潔、楊栢勳、何清治
李傳婷、吳明諴、李俊賢、張
大學生身體活動與飲食行為對
倡誠、姚秉宏、陳瑩、楊怡玲、 2018
減重意願之相關性研究
何清治
A Study on exploring related
Munkhsaikhan Jargalsaikhan,
factors among recurrent stroke
Chin-Tun Hung, Chin-Chih Ho, 2018
patients–an example of
Jwo-Leun Lee
Mongolian hospital
傅中勇、黃聖剛、鐘淑英、黃
探討台灣中部地區國中學生正
庭鍾、洪錦墩、李美文、李淑 2017 確用藥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
芬、何清治
究

2018 公衛年會
2018 公衛年會

2018 公衛年會

2018 公衛年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時代學術研討會

應用芳香療法中複方精油對睡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眠品質之療效探討
時代學術研討會

何清治、黃良圭、林孟璋、陳
琇玲

2017

陳萱秀、鐘淑英、黃庭鍾、洪
錦墩、李美文、李淑芬、何清
治

2017 質之相關性研究-以臺中市衛生

張嘉為、何清治

2017

偏鄉地區缺血性腦中風病患特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性與地區醫院處理成效
時代學術研討會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何
清治、施志宏

2017

結核病住院病患再住院原因之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分析
時代學術研討會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官
錦鳯、何清治、林芷薐、楊聖
峰

2017

臺灣人工全髖關節置換手術之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醫療利用與失敗因子分析
時代學術研討會

工作負荷、工作倦怠與生活品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所護理人員為例

時代學術研討會

何清治、許原嘉、洪錦墩、
李美文、李淑芬

2016

嘉義市崇文國小國際安全學
校校園安全再認證

2016 年聯合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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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ffects of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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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何清治、官錦鳳、何桂瑩
截肢之趨勢與危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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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治、洪錦墩、蔡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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