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基本資料
姓名：許哲瀚

英文姓名：Che-Han Hsu

職稱：副教授兼系主任

．學歷
美國羅格斯大學環境科學博士(1990.1~1994.10)
美國新澤西理工學院環境科學(毒物組)碩士（1988.1~1989.12
．經歷
中臺科技大學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專任副教授(1995.8~迄今)
中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國際合作組組長(2006.11~2012.7)
中臺醫護技術學院醫務管理系主任(2003.8~2004.7)
中臺醫護技術學院總務處環保組組長(1997.8 ~2003.7)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1994.8~1995.7)
．專長
醫院環保與感染控制、防災與危機管理、微積分
．Tel：04-22391647 轉 7200
．Fax：04-22391000
．電子信箱：chhsu@ctust.edu.tw

◎執行中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108-1 新南向計畫 (臺教技(四)字第
1080082799F 號)

教育部

計劃內擔任
工作

執行期間

主持人

108.08.01~10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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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術研
討會

主持人

108.5.26~108.5.26

教育部

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業
學院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連貫式培育
方案

主持人

107.5.1~108.7.31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業
主持人
學院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連貫式培育
方案
106 年創新先導計畫-健康樂活管理社 分項計畫主
群
106 新南向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短期專

持人
主持人

106.5.1~107.7.31

106.6.1~107.3.31
106.8.1~107.1.31

業技術師資培訓班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劃
中心

協同主持人 105.2.21~105.12.31

世博檢驗所/中臺科 食品業對食品安全衛生檢驗意願之調
技大學
查

主持人

103.08.01~104.07.31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傷口治療中心的醫療服務品質對
黃怡靜、許哲瀚*、鄭文昌 2019 病人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聯性研 Revised
究
醫事人員在風險認知上對商業性
柯育奇、張馨云、許哲瀚、
2019 長期照顧保險購買意願之研究-以 Accepted
龔建吉、趙建蕾
南投縣某地區醫院為例，.
結合科技接受模型及任務科技配
鄭淑華、許哲瀚、龔建吉、
2019 適度探討護理人員使用社群媒體 醫務管理期刊，accepted.
趙建蕾*、張馨云
對工作績效之影響。
黃寶蓉、許哲瀚*、龔建吉、
運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透析患者
腎臟與透析，31(2)，94-102
2019
接種流感疫苗行為。
趙建蕾、張馨云
張立人、吳雪鶯、張馨云、
e 化由參與到包容—影響樂齡族接 農業暨休閒產業研究期
2013
受使用網際網路行為意圖探討。 刊，3（2），1-23。
趙建蕾、龔建吉、許哲瀚
許哲瀚、龔建吉、趙建蕾、
長期照護人員職業倦怠與自覺健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9
2013
康之關聯性研究。
張馨云、楊典諺
（2），48-57。
楊桂芬、許哲瀚*、唐憶淨、
社區老人日常生活活動、生活品質 台灣老年醫學會雜誌，7
2012
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龔建吉
（4），217-232。
Chang, H-Y., Chao, C-L.,
Kung, C-C., Hsu, C-H.

J of International
Exploring elderly gameplayer’s Academia-Industry
2012
flow experiences and positive affect, Co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3(1), 49-56.

趙建蕾、龔建吉、吳惠琪、
長期照護服務人員情緒智慧與職 長期照護雜誌，13〈1〉，
2009
業倦怠之相關性
許哲瀚
41-55
許哲瀚、唐憶淨

2008 遠距居家照護的現況與未來

台灣老年醫學暨老年學雜
誌，3〈4〉，272-285

趙建蕾、古巧琴、龔建吉、
機構式照護之特性與安全性研究 長期照護雜誌，2007，11
2007
－以中部地區為例
許哲瀚
（2〉，162-175
Analysis of 200 food items Food and Chemical
for Benzo[a]pyrene and estimation
Toxicology,39, p423-436.
Hsu, Che-Han, Greenberg, 2001
of its intake in an epidemiologic
（SCI）
A., and Rothman, N.
study
【研討會論文】
Kazerouni, N., Sinha,R.,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許嘉君、趙建蕾、龔建吉、
張馨云、許哲瀚*

肝硬化病人使用胃酸抑制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2019 劑對原發性腹膜炎發生之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影響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鄭巧函、趙建蕾、張馨云、
龔建吉、許哲瀚*

以健康識能模式探討門診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2019 民眾使用醫療行動應用程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式行為之研究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藥師對製藥公司的藥品行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陳佳聖、許哲瀚*、龔建吉、
2019 銷策略和關係品質之探討-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趙建蕾、張馨云
以台中市藥局藥師為例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鄭旭伸、趙建蕾、涂川洲、
龔建吉、張馨云、許哲瀚*

實施 TW-DRGs 後醫療品
質、醫療資源耗用與醫療費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2019 用相關性之研究-以中部地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區某區域教學醫院脊椎融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合手術為例

吳時華、戴秉學、陳柏村、
蔡雯婷、陳宥蓉、林庭翊、
許哲瀚*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大學生對長照 2.0 與失智症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9
認知及態度之探討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莊秉翰、何婉綺、林婕雯、
蔣瑜姍、周靖蓉、陳筠佳、
許哲瀚*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民眾運動習慣與健康識能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9
之相關性研究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殷秉均、許哲瀚、龔建吉、
趙建蕾、張馨云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大學行政人員的人格特質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9
與睡眠品質之相關性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陳汶慈、許哲瀚、龔建吉、
趙建蕾、張馨云

醫護人員健康識能與健康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2019 行為之研究-以中部某精神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專科為例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潘慧青、龔建吉、楊志惠、
許哲瀚、洪弘昌、葉麗月

護理人員代謝症候群認知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2019 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相關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性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柯育奇、許哲瀚、龔建吉、
趙建蕾、張馨云

醫事人員在風險認知上對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商業性長期照顧保險購買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2019
意願之研究-以南投縣某地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區醫院為例

楊悅恩、許哲瀚、趙建蕾、

大學生對於分級醫療認知

張馨云、龔建吉

與就醫選擇相關之研究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如何有效提升轉診病患緊
戴嘉昱、龔建吉、許哲瀚、
趙建蕾、張馨云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急醫療處置時效—以急性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冠心症病患心導管處置為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例

黃建鈞、許哲瀚、張馨云、
龔建吉、趙建蕾

椎間盤突出手術資源耗用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與醫療品質相關之研究-以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林佐信、許哲瀚、張馨云、
龔建吉、趙建蕾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國軍緊急救護技術員的參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與動機及自我效能之探討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郭羿辰、許哲瀚、張馨云、
龔建吉、趙建蕾

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
消費者對視力保健食品購
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買因素的探討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比較較健身房與一般民眾 2019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術

許哲瀚、周靖蓉、陳筠佳

2019

CHE-HAN HSU, YI-HSIU
LIN, TSU-ANN KUO

Survey the Knowledge of
2019 Ten-year Long-Term Care
2.0 in College Students

對健康識能之差異性

研討會（THS009），台北市。
The 11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19“Comprehensive
Advocating Healthcare Service
Improvement”

林宏翰、龔建吉、葉偉成、
許哲瀚、洪弘昌、張馨云、
趙建蕾

X 光巡迴車與在院 X 光攝 The 18th Annual Meeting and
2018 影之影像品質實證研究-以 2018 TAMRT International
乳房攝影為例
Forum

許哲瀚、林怡秀、蘇亮慈、
陳彥羽、廖婉伶、張雅晶、
郭慈安

以世界咖啡館活動提升大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2018 學生對失智症的認知與態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度
學會會員大會

許哲瀚、林怡秀、王于瑄、
黃愛潔、沈香如、陳映孜、
郭慈安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調查青少年對失智症認知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2018
之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

陳君梅、施美穗、邱珮瑜、
趙于霆、林佳雯、吳佳臻、
楊勝傑、許哲瀚*

大學生飼養寵物對生活品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2018 質與身心健康之相關性研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究
學會會員大會

運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透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黃寶蓉、許哲瀚*、龔建吉、
2018 析患者接種流感疫苗行為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趙建蕾、張馨云
之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
何至哲、趙建蕾、龔建吉、
張馨云、許哲瀚*

以結構方程式探究消費者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2018 對產銷履歷產品之購買意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願
學會會員大會

陳稚涵、張馨云、許哲瀚、
龔建吉、趙建蕾

思覺失調症患者主要照顧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2018 者家庭功能與照顧負荷相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關因素之探討
學會會員大會

鄭淑華、趙建蕾、許哲瀚、
龔建吉、張馨云

結合科技接受模型及科技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配適度探討護理人員使用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2018
社群媒體對工作績效之影
學會會員大會
響

陳瀅如、龔建吉、楊志鴻、
許哲瀚、趙建蕾、張馨云

置換人工膝關節後早期下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床活動對生活品質與膝關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2018
節彎曲角度恢復程度影響
學會會員大會
之研究

黃韻霓、龔建吉、許哲瀚、
趙建蕾、張馨云

2018 亞太醫療管理新紀元學術
台中地區腦中風病患及氣
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
2018
候變化之關聯性
學會會員大會

CHE-HAN HSU, YI-HSIU
LIN, TSU-ANN KUO

2018

The Attitud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 Dementia

The 10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18“Preventing and
Slowing Disability with Living,
Involvement, Vitality,
Entertainment Health Care
Strategies”

許哲瀚、趙于霆、陳君梅

飼養寵物對生活品質與身
2018 綠色旅遊、運動休閒暨餐旅
2018 心健康之相關性研究-以中
管理學術研討會
部某科技大學生為例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利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民
鄭怡秀、許哲瀚*、龔建吉、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2017 眾使用智慧型手機健康管
趙建蕾、張馨云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中
理應用程式行為之研究
市。(第二名)
邱鈺庭、龔建吉、趙建蕾、
張馨云、許哲瀚*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應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 50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2017 歲以上民眾施打流感疫苗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中
意願之研究
市。(佳作)

陳姿言、賴慧卿、龔建吉、
趙建蕾、張馨云、許哲瀚*

探討不同麻醉方式對剖腹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產術後表現之產婦及新生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2017
兒影響-以中部某醫學中心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中市
為例

黃亮銓、許哲瀚*、龔建吉、
趙建蕾、張馨云

採用簡式量表輔助診斷工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2017 具對國軍自我傷害之成效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評估-以某區域醫院為例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中市

許玲娟、許哲瀚*、朱彥紅、

探討病人家屬簽署不施行 2017 智慧醫療邁向健康管理新

龔建吉、張馨云、趙建蕾、
簡守維

2017 心肺復甦術之認知與態度 時代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
相關研究
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中市

Yu-Ting Chiu, Chien-Chi
Kung, Hsing-Yun Chang,

Applying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to Survey Intention of 2017International Elderly Care
2017
Industry Leaders Forum，Taipei
Influenza Vaccination: A
Field Experiment

Chien-Lei Chao, Che-Han
Hsu*
Yu-Ju Chen, Hung-Chang
Hung, Che-Han Hsu*

Using the SEIPS Model to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2017
Health Industry Management in
Unplanned Self-Extubation
Taiwan，Taichung
in a District Hospital

Yi-Hsiu Cheng, Che-Han
Hsu*, Chien-Chi Kung,
Hsing-Yun Chang, Chien-Lei
Chao

A Survey of the Behavior to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2017 Using Smartphone Health Health Industry Management in
Taiwan，Taichung
Management APP

陳歆儒、何至哲、林靖衿、
李如恩、李青宜、江郁珊、
曾囿毓、許哲瀚*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消費者對購買產銷履歷產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2016
品意願之研究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
南市。

健康檢查中心服務品質對
王皓震、許哲瀚*、龔建吉、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
2016
張馨云、趙建蕾
聯性研究-以中部某區域教
學醫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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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南市。

蔡麗文、龔建吉、張馨云、
趙建蕾、許哲瀚*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探討食品安全的風險認知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2016 與消費者餐廳用餐行為之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台
研究
南市。(佳作)

NUR FITHRIY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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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張馨云、趙建蕾

THE INFLUENCE OF
WORK STRES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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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TO THE HEALTH
BEHAVIOR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蔡麗文、龔建吉、張馨云、
趙建蕾、許哲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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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南市(研究生海報-6 第三名)。

消費者對食安認知、風險認
2016 第十七屆管理學域國際學
2016 知與消費行為之研究-以餿
術研討會，台中市
水油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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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研究生論文指導】
畢業年

姓名

題目

2005
(一)

古巧琴

老人照護機構之照護安全相關性研究

郭正文

薪酬公平認知與工作態度相關之探討－以中部某醫學中心之行政人員
為例

2006
(二)

李玉萍

探討小型養護機構之經營管理－以中部某小型養護機構之服務品質為
例

2008
(四)

林怡秀

應用模糊德菲法探討醫務管理人才之專業能力與培育課程

2011
(七)

楊典諺

長期照護人員對住民搬運工作、自覺健康因素與職業倦怠之相關性研

2012
(1)

許善美

照顧服務員對職業危害認知、擔心程度與因應策略之探討-以中部地區
長期照護機構為例

楊桂芬

社區老人日常生活活動、生活品質與幸福感相關研究

2012

林廣澤

利用民眾健康檢查研究社區冠心病之發生率與危險因子

2013
(2)

邱毓慧

導入組合式感控措施對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之研究－以內科加護病
房為例

蘇顯良

以社區健檢資料分析發生冠狀動脈心臟病之相關因子

2014
(十)

鄭榮晉

跳繩運動介入對國中學生體適能之影響

徐寧

發展遲緩兒父母及治療師對應用行為分析的認知與態度之研究

(3)

陳鈴鈴

吸入性與全靜脈麻醉在游離皮瓣手術之輸液及併發症的影響

2015
(十一)

羅于嵐

食品業者對食品衛生安全檢驗之前置因素探討

周倉賢

社區健康檢查民眾之就醫選擇與忠誠度之相關性研究-以中部某區域醫
院為例

陳蒼潔

運用醫療團隊資源管理改善呼吸照護中心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成效之研
究

許芳綺

Kano 二維模式應用於醫院健檢中心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研究

Nur
Fithriyanti
Imamah

THE INFLUENCE OF WORK STRESS ON INDONESIAN WORKERS
TO THE HEALTH BEHAVIOR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LONG
TERM CARE FACILITY IN TAIWAN

究

(4)

2016
(十二)
(5)

王皓震

健康檢查中心的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聯性研究－以中
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蔡麗文

消費者對食安認知、風險認知與消費行為之研究-以餿水油事件為例

2017
(十三)

鄭怡秀

利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民眾使用智慧型手機健康管理應用程式行為之
研究

(6)

邱鈺庭

應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 50 歲以上民眾施打流感疫苗意願之研究

陳玉如

以 SEIPS 系統模式分析非計畫性管路自拔危險因子之研究-以某地區醫
院為例

許玲娟

探討病人家屬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認知與態度相關研究

黃亮銓

採用簡式量表輔助診斷工具對國軍自我傷害之成效評估-以某區域醫院
為例

陳姿言

探討不同麻醉方式對剖腹產術後表現之產婦及新生兒影響—以中部某
醫學中心為例

楊秀花

探討食道切除術術中輸液給予對術後恢復之影響

2018
(十四)

何至哲

以結構方程式探究消費者對產銷履歷產品之購買意願

黃寶蓉

運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透析患者接種流感疫苗行為之研究

(7)

杜慧真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流程改善之行動方案-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2019
(十五)

許嘉君

肝硬化病人使用胃酸抑制劑對原發性腹膜炎發生之影響

鄭巧函

以健康識能模式探討門診民眾使用醫療行動應用程式行為之研究

(8)

鄭旭伸

實施 TW-DRGs 後醫療品質、醫療資源耗用與醫療費用相關性之研究以中部地區某區域教學醫院脊椎融合手術為例

陳佳聖

藥師對製藥公司的藥品行銷策略和關係品質之探討-以台中市藥局藥師
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