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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研究計劃
申請單位

計劃名稱

照護人員之關懷倫理與住民滿意度之
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 探討 – 以中部地區長期照護機構為
例
臺中慈濟醫院

計劃內擔任
工作

執行期間

主持人

101.09.01~101.11.30

B 型肝炎帶原者與非 B 型肝炎帶原者
共同主持人 101.07.01~101.06.30
疲倦、生活品質及醫療服務利用之研究

◎參與之研究計劃
計劃內擔
任工作

執行期間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以人為中心的氣候量表中文版信效度之初探
童綜合醫院

主持人

105.08.01~
10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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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104.09.01~
105.08.31

大腸直腸腺瘤及代謝症候群之相關因素分析-以
南投某區域教學醫院健檢者為例

主持人

104.03.01~
105.07.31

台中市政府 101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成效評
估計劃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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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100/04/01–
100/03/31

申請單位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埔里基督教醫院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行政院衛生署
豐原醫院

計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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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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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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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主持
人

92/5/192/10/31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
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計畫之間測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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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
蓮縣玉里鎮衛生所為例

◎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期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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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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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啟明、李淑芬、李美文、
2015
何清治、洪錦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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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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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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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降低新生兒加護病房院內感染之
健康產業管理學刊 1(2)，
實證研究 – 以中部地區某醫學中
47-64
心為例

何清治、呂信雄、林木泉、
2007
洪錦墩、劉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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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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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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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論文】
作者

年份

主題

發 表 單 位

何清治、許原嘉、洪錦墩、
嘉義市崇文國小國際安全學
2016 年聯合年會
2016
李美文、李淑芬
校校園安全再認證
The effects of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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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何清治、廖家豪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消防教育介入對長照機構員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2016
工火災安全的知識_何清治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campus safety
2016 年聯合年會
at ChiayiShiuan-shin Element
ary School

醫事放射師工作壓力、職場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2016 疲勞與工作滿意度相關之研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何清治、官錦鳳、李霈宸
究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大學生安寧緩和醫療知識、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賴瑋承、何清治、陳淑齡、
2016 態度及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簽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葉季森
屬意願研究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陳筑芳、何清治、陳淑齡、
大學生家庭價值觀、愛情態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2016
葉季森
度與婚姻承諾之相關研究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麻醉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職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洪錦墩、李美文、李淑芬、
2016 場疲勞與離職傾向相關性研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何清治、官錦鳳、林碧如
究 -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產婦之醫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2016
何清治、卓伊紋
療資源耗用分析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2016 翻轉時代健康照護產業新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第二型糖尿病住院病患下肢
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2016
何清治、官錦鳳、何桂瑩
截肢之趨勢與危險因素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以 IPA 模式分析醫療機構病
李美文、洪錦墩、李淑芬、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5 患醫療服務品質– 以中部某
官錦鳳、何清治、陽信興
會學術研討會
區域醫院為例
何清治、洪錦墩、吳漢屏、
大腸直腸腺瘤及代謝症候群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李莉君、鄭榮峰、楊慧貞、 2015 之相關因素分析-以中部某
會學術研討會
張梅芳、張翎婕
區域教學醫院健檢者為例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孕婦逕赴醫學中心生產之因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5
何清治、官錦鳳、孫曉筠
素分析
會學術研討會
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工
何清治、謝淑惠、葉季森、
作績效之相關性研究 – 以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5
洪錦墩、呂怡潔
台中市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為 會學術研討會
例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C 型肝炎與第二型糖尿病之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5
何清治、官錦鳳、吳健瑋
相關性研究
會學術研討會
李美文、李淑芬、洪錦墩、
何清治、官錦鳳、王憶芬

2015

高齡住院患者放射檢查醫療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利用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會學術研討會

何清治、官錦鳳、陳品竟、
大學生人格特質、家庭價值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梁峻豪、陳盈君、李明倚、 2015 觀、服務老人意願態度相關
會學術研討會
林佩聿
之研究
謝亞辰、王瑞同、簡崇宇、
大學生的營養知識與健康飲 2015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鄒碧玉、林妍庭、陳俞青、 2015
食行為相關研究
會學術研討會
何清治、張智喬、官錦鳳
Fu-Ching Tsai, Chin-Chih
Ho, Shu-Ying Chung
Chin-Chih Ho, Wen-Yu

The model of team resources
第七屆國際研討會跨領域醫療
management applied to
照護品質促進季病人安全國際
2015
improve the patient safety
研討會
attitude of nursing staffs
2015 Continuing to improve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campus safety – Experience in 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a Sing-an Elementary School, 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2015 聯合年會
Chiayi

Chen, Tzu-Chin Lin,
Chin-Tun Hung*, Mei-Wen
Lee, Shu-Fen Li
Chin-Chih Ho, Chiu-Feng
Wu, Chin-Tun Hung*,
Mei-Wen Lee, Shu-Fen Li

2015

Implementing innovation to
improve campus safety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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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年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李淑芬、洪錦墩、何清治、
健保特約藥局調劑慢性病連 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2015
官錦鳳、李美文
續處方籤的品質研究
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2015 聯合年會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洪錦墩、官錦鳳、李美文、
影響台灣養護機構地理分布 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2015
何清治、李淑芬
之因素分析
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2015 聯合年會
蔡淑鳳、黃美娜、何清治*

2014

高齡友善城市評估指引之本 臺灣老人學學會第一屆第二次
土實證研究
（2014）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何清治、謝吟宜、邱妤涵、
大學生生活壓力、自覺健康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莊鏡爓、許婷婷、羅竹筠、 2014
與因應策略之關係
會學術研討會
廖致暉、葉依萍
何清治、張瑋筠、林雅茹、
大學生個人特質、挫折容忍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李宜儒、彭思穎、吳亭儀、 2014
度與社會支持之相關性研究 會學術研
丁冠華
知覺價值、醫療品質、滿意
何清治、黃湘雄、洪錦墩、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4 度與忠誠度相關性探討–以
馮兆康、洪郁鈞
會學術研討會
中部某區域醫院病患為例
知覺領導風格、工作態度與
何清治、洪錦墩、蔡淑鳳、
留任意願之相關性研究-以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4
陳靜蘭
中部地區長期照護機構員工 會學術研討會
為例
B 型肝炎知識、健康信念、
何清治、鐘淑英、馮兆康、
自我效能及生活品質之研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4
謝錦燕
究 – 以 B 型肝炎健康帶原者 會學術研討會
及慢性帶原者為例
何清治、洪錦墩、賴惠卿、
蔡鈺練

2014

產婦使用減痛分娩之研究探 2014 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
討 – 以中部教學醫院為例

討會

重症病患主要照顧者其負荷
何清治、葉季森、陳淑齡、
2014 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
2014 與生活品質及資源運用之初
鄭湘盈
討會
探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李卓倫、何清治、楊曉曄

2014

私立大專學校教職員預防保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健與醫療利用之研究

會學術研討會

獨立型護理之家護理人員的
洪錦墩、何清治、李美文、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4 工作壓力、職場疲勞、與離
官錦鳳、李淑芬、陳俊光
會學術研討會
職傾向之相關研究
台灣 60 歲以上近端股骨骨折
病人使用金屬內固定術或人
洪錦墩、李淑芬、李美文、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2014 工髖關節置換術失敗率之比
官錦鳳、何清治、吳啟明
會學術研討會
較 – 以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
究
Chin-Chih Ho、 Lang-Lan
Fang、Ming-Shinn Lee、
Chin-Tun Hung

Improving campus safety –
Experience in
2014
a Tan-Mei Elementary
School, Taipei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
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 2014 聯合會員大會暨
學術研討會

何清治、林芳琦、江俞萱、
長期照護機構工作人員休閒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李佩蓉、陳俐蓉、江錦鳳、 2012 活動，幸福感與工作壓力的
會學術研討會
王哲偉、鄭文達、陳珮榆
關聯性
何清治、林姵其、游秀盈、
大學生對於菸酒檳榔的認
黃育琇、鍾艾庭、邱郁鈞、 2012
知、態度與行為
鄭仁鳳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會學術研討會

呂宜珊、羅振豪、李佳霖、
中部某科技大學學生菸害認 2012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陳盈捷、梁詩吟、許毓珊、 2012
知、態度與吸菸行為調查 會學術研討會
邱淑宜、何清治*
何清治、王清弘、黃馨瑩、
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對壓力、
2011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高佩蘭、鍾佩軒、施俞如、 2011 因應措施與社會支持之實證
會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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