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目  錄 

附件 4-1-1 義守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1 

附件 4-1-2 義守大學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補助辦法........................................ 5 

附件 4-1-3 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辦法........................................ 11 

附件 4-1-4 義守大學專任教師赴國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辦法.................... 15 

附件 4-1-5 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編修補助辦法........................................ 18 

附件 4-1-6 義守大學教師執行產官學研合作研究計畫獎勵辦法........................ 19 

附件 4-1-7 義守大學產學合作傑出教師獎勵辦法................................................ 22 

附件 4-1-8 義守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23 

附件 4-1-9 義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與研究啟動實施辦法.................................... 26 

附件 4-1-10 義守大學整合型重點特色研究計畫獎助辦法.................................... 29 

附件 4-1-11 教師各年獲得補助各類計畫................................................................ 32 

附件 4-1-12 101至 103學年度校內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名單.......................... 33 

附件 4-1-13 101-103年度期刊論文獎勵名單.......................................................... 34 

附件 4-1-14 產官學合作減授鐘點核定名冊........................................................ 35 

附件 4-1-15 102學年度醫務管理學系碩士論文學位口試時程表......................... 36 

附件 4-1-16 103學年度醫務管理學系碩士論文學位口試時程表......................... 37 

附件 4-1-17 碩士在職專班生參與研討會論文發表與期刊論文發表.................... 38 

 



義守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88年 10月 13 日教務處修訂 

91年 9月 1 日教務處修訂 

92年 2 月教務處修訂 

92年 9 月教務處修訂 

93年 9 月教務處修訂 

95年 8 月教務處修訂 

95年 8月研發處處務會議修訂 

95年 12月研發處處務會議修訂 

96年 9月研發處處務會議修訂 

97年 5月 21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訂 

98年 10月 30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2、4~11條條文；並增訂第 3條條文 

100年 6月 2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2、4~7、9、10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積極進行研究，特訂定「義守大學校

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符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之本校專任教師，當年

度向國科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未獲通過，且未執行其他國科會補

助計畫者，可於九月依本校公告時程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以下簡稱本組)提出申請，每位教師每學年以申請一件為限，其

中計畫增列共同主持人時，共同主持人亦需為本校專任教師。 

申請本辦法之專題計畫，不可重覆申請同一學年度本校校內專題

產學合作計畫或義大醫院院內專題研究計畫。 

第 三 條  符合前條資格且符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隨到隨審資格之

本校專任教師，如未及時於九月提出申請者，可另於隔年三月依

公告時程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計畫主持人應參考當年度國科會計畫審查意見酌修改計畫

書後，檢具下列文件，向本組提出申請。文件不全或不符規定

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電子檔乙份。 

二、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個人資料表電子檔乙份。 

三、當年度國科會計畫申請書電子檔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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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意見表電子檔乙份。 

本條所需文件同於國科會相關文件。 

第 五 條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審查依當年度計畫之申請學門，聘任相

關學門之專任教師擔任審查委員。原則上每一申請案委由兩位審

查委員審查，唯審查結果有爭議時，另由第三位審查委員複審

之。審查委員聘期為期一年。 

審查計算方式採下列分數加總： 

一、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審核成績之百分之九十。 

二、教師績效評鑑近三年進階研究表現平均分數之百分之

十，此項目最高以十分計。 

第 六 條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執行期限如下： 

一、於九月申請並獲通過之計畫，執行期限為申請日隔年

一月ㄧ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於三月申請並獲通過之計畫，執行期限為申請日當年

六月ㄧ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獲本辦法補助之計畫不可延長執行期限。 

第 七 條  補助項目及金額由校內專題審查委員依國科會審查意見及

計畫實際需求加以審查，並由本組依學校年度預算額度簽請核

定補助金額。 

補助內容如下： 

一、研究人事費： 

（一）教師得聘請一名大專生或研究生擔任助理，並得

視需要聘請臨時工，但助理與臨時工每月之人事

費用合計總額以下列金額為上限： 

1.助理為大專生者：新臺幣三千元。 

2.助理為研究生者：新臺幣四千元。 

（二）人事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校內

計畫不得編列計畫主持費。 

（三）申請研究人事費者，應說明計畫主持人、共同主

持人與助理之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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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旅費及研討會註冊費（國內）：限用於計畫主持人或

共同主持人出席國內學術研討會議發表論文。 

三、其他費用：含執行計畫所需之電腦用耗材、實驗用耗

材、貴儀使用費、文具、問卷調查費、訪問諮詢費、

郵電費、印刷費、資料檢索費，請分項提列補助經費。 

四、研究設備費（含電腦軟體、圖書費…等）不得列入補

助項目。 

研究計畫補助金額，工程自然類組以補助新臺幣十五萬元

為原則；社會人文類組以補助新臺幣十萬元為原則。類組之分

類依申請人教師績效評鑑選擇類組為依據。 

第 八 條  經費之使用與核銷請依本校「小額自行請採購辦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計畫於執行期間，因故變更主持人或撤銷計畫，應依下列

情況辦理： 

一、變更主持人： 

（一）變更後之主持人須符合本辦法第二條規定，並為

該計畫之原共同主持人。 

（二）變更後之計畫主持人須按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辦

理結案。 

二、撤銷： 

（一）計畫主持人應繳交階段性報告。 

（二）如計畫主持人仍於本校任職，則停止申請本辦法

補助一年。 

第 十 條  計畫主持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始完成結案：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依規定辦

理經費核銷，並繳交成果報告和執行計畫當年度所提

出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證明。 

二、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束後，最遲二年內向本組提交

以下計畫成果之一： 

（一）已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之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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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之作者順位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論文中需加註義守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編

號。 

（二）以義守大學為專利所有人提出專利申請，計畫主

持人需為發明人或創作人。 

（三）以本校名義主持之建教或產學合作合約書。 

（四）具有版權頁之專書。 

未依前項任一規定辦理者，將不得再申請本校各項研究獎

補助。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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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補助辦法 
 

99 年 12 月 9 日校長核定公告全文 

第 一 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積極進行產學合

作開發，特訂定「義守大學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補助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為加強本校推動產業導向產學合作計畫及與研發法人學研

合作計畫，凡本校專任教師可依公告之研發主題和時程向創新育

成暨產學合作中心產學合作組(以下簡稱本組)提出申請，本校教

師需為計畫主持人，且每位教師每學年以申請一件為限。申請本

辦法之產學合作專題計畫，不可重覆申請同一學年度本校校內專

題研究計畫或義大醫院院內專題研究計畫。 
第 三 條  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

負責審查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由創新育成暨產學合作中心主

任擔任召集人，並依當年度公告之研發主題，推薦本校相關學門

之專任教師，陳請校長圈聘，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聘期為

期一年。 
第 四 條  獲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計畫，執行期限為申請日隔年一月ㄧ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獲本辦法補助之計畫不可延長執行期限。 
第 五 條  補助項目及金額由審查委員會依本校預算及計畫實際需

求，加以審查。補助內容如下： 
一、研究人事費： 

(一) 含研究生、大專學生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大專生

及臨時工每月以新臺幣三千元、研究生每月以新

臺幣四千元為限，人事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

百分之五十；校內計畫不得編列計畫主持費。 

(二) 如需聘請前目研究助理者，請說明計畫主持人與

助理之工作內容。 

二、差旅費及研討會註冊費（國內）：限用於計畫主持人出

席國內學術研討會議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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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法人設備使用費：執行計畫所需使用研發法人設備

費。 
四、其他費用：含執行計畫所需之電腦用耗材、實驗用耗材、

文具費用、問卷調查費、郵電費、印刷費、資料檢索費，

請分項提列補助經費。 
研究設備費（含電腦軟體）不得列入補助項目。 

第 六 條  計畫主持人應針對公告之研發主題擬定計畫書後，檢具下

列文件，繳交至本組，以提出申請，文件不全或不符規定者，

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電子檔乙份。 
二、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個人資料表電子檔乙份。 

第 七 條  經費之使用與核銷請依本校「小額自行請採購辦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計畫執行期間，因故變更計畫主持人或撤銷計畫，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變更計畫主持人： 

（一）變更後之計畫主持人須符合本辦法第二條規

定，並為該計畫之原共同主持人。 
（二）變更後之計畫主持人須按本辦法第九條規定，

辦理結案。 
二、撤銷計畫： 

（一）計畫主持人應繳交階段性報告。 
（二）如計畫主持人仍於本校任職，則其一年內不得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第 九 條  計畫主持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始完成結案：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依規定辦

理經費核銷，並繳交成果報告書。並於執行期滿後最

遲一年內，提出國科會產學合作專題計畫、經濟部中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SBIR)計畫、地方型 SBIR 計畫、

經濟部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計畫、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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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

計畫、燁聯集團產學合作計畫、或其他政府、企業、

法人委託產學合作計畫等任一申請之證明。 
二、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束後，最遲二年內向本組提交

以下計畫成果之一： 
（一）已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之抽印

本，計畫主持人之作者順位需為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論文中需加註本校校內專題產學合作

計畫編號。 
（二）以本校為專利所有人之專利，計畫主持人需為

發明人或創作人。 
（三）具有著作權頁之專書。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將不得再申請本校計畫。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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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補助辦法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

勵專任教師積極進行產學合作開發，特

訂定「義守大學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

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說明本辦法制定之宗旨。 

第二條 為加強本校推動產業導向產學

合作計畫及與研發法人學研合作計

畫，凡本校專任教師可依公告之研發主

題和時程向創新育成暨產學合作中心

產學合作組 (以下簡稱本組 )提出申

請，本校教師需為計畫主持人，且每位

教師每學年以申請一件為限。申請本辦

法之產學合作專題計畫，不可重覆申請

同一學年度本校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或

義大醫院院內專題研究計畫。 

說明本辦法之業務承辦單位、申請程序及

限制。 

第三條 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審查委

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

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由創新育成暨

產學合作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並依當

年度公告之研發主題，推薦本校相關學

門之專任教師，陳請校長圈聘，組成審

查委員會，審查委員聘期為期一年。 

說明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審查委員會

成員及聘期。 

第四條 獲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計畫，執行

期限為申請日隔年一月ㄧ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獲本辦法補助之計畫不可延

長執行期限。 

說明計畫執行期限。 

第五條 補助項目及金額由審查委員會

依本校預算及計畫實際需求，加以審

查。補助內容如下： 

一、研究人事費： 

(一)含研究生、大專學生兼任助理

及臨時工；大專生及臨時工

每月以新臺幣三千元、研究

生每月以新臺幣四千元為

限，人事費不得超過計畫總

經費之百分之五十；校內計

畫不得編列計畫主持費。 

(二)如需聘請前目研究助理者，請

說明計畫主持人與助理之工

作內容。 

二、差旅費及研討會註冊費（國內）：

限用於計畫主持人出席國內學術

研討會議發表論文。 

一、說明補助項目及金額限制，有研究人

事費、差旅費及研討會註冊費、研發

法人設備使用費、其他費用。 

二、針對研究設備費（含電腦軟體）不得

列入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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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法人設備使用費：執行計畫所

需使用研發法人設備費。 

四、其他費用：含執行計畫所需之電腦

用耗材、實驗用耗材、文具費用、

問卷調查費、郵電費、印刷費、資

料檢索費，請分項提列補助經費。 

研究設備費（含電腦軟體）不

得列入補助項目。 

第六條 計畫主持人應針對公告之研發

主題擬定計畫書後，檢具下列文件，繳

交至本組，以提出申請，文件不全或不

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電子檔乙份。 

二、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個人資

料表電子檔乙份。 

說明計畫書申請文件之規定。 

第七條 經費之使用與核銷請依本校「小

額自行請採購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說明經費之使用與核銷規定。 

第八條 計畫執行期間，因故變更計畫主

持人或撤銷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變更計畫主持人： 

(一)變更後之計畫主持人須符合

本辦法第二條規定，並為該計

畫之原共同主持人。 

(二)變更後之計畫主持人須按本

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結案。 

二、撤銷計畫： 

(一)計畫主持人應繳交階段性報

告。 

(二)如計畫主持人仍於本校任

職，則其一年內不得依本辦法

申請補助。 

說明計畫於執行期間，變更主持人或撤銷

計畫之規定。 

第九條 計畫主持人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始完成結案：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

個月內，依規定辦理經費核銷，並

繳交成果報告書。並於執行期滿後

最遲一年內，提出國科會產學合作

專題計畫、經濟部中小型企業創新

研發(SBIR)計畫、地方型 SBIR 計

畫、經濟部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

計畫(CITD)計畫、中小企業即時技

術輔導計畫、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

技關懷計畫、燁聯集團產學合作計

畫、或其他政府、企業、法人委託

說明計畫結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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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等任一申請之證明。 

二、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束後，最遲

二年內向本組提交以下計畫成果

之一： 

(一)已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或研

討會論文之抽印本，計畫主持

人之作者順位需為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論文中需加註本

校校內專題產學合作計畫編

號。 

(二)以本校為專利所有人之專

利，計畫主持人需為發明人或

創作人。 

(三)具有著作權頁之專書。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將不得再申

請本校計畫。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說明本辦法審議程序及生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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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辦法 
 

九十年四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一年十一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二年一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二年九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五年八月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九十六年九月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民國 97 年 11 月 5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訂 

98 年 2 月 18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8 月 3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100 年 6 月 2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6、7、9、10 條條文及附表 

101 年 7 月 9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12 條條文 

102 年 1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11 條條文 

103 年 6 月 27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7-11 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獎勵本校專任教師於學術專業期刊發表論文，提昇校園

研究風氣，特訂定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到任後，研究成果獲國際學術專業期刊與

國內經核定之學術專業期刊刊登，且發表機構標示為「義守大

學」者，得提出獎勵申請。 

任本校專任教師之義大醫院醫師，可擇優依本辦法或義大

醫院「醫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作業辦法」之一申請獎勵。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指之國際學術專業期刊需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結合學術性、科學性、專業性、創新性、深度性之專

業期刊，非一般通俗性、科普性、廣泛性之雜誌。 

二、以外文公開徵稿。 

三、具同儕審查(peer review)制度。 

四、以外文刊登全部學術論文。 

五、定期出刊。 

六、具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碼）。 

國內經核定之學術專業期刊係指 TSSCI 及 THCI CORE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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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庫收錄之期刊及學報。 

第 四 條  本辦法每年分二期提出申請，申請者可於每年一、七月依

本校公告時程，檢具「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申

請表」及其所規定應檢附之文件，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同一篇論文僅限一人提出申請，並以在調查期限內刊登之

論文為限，各期調查刊登論文之期限如下： 

一、每年一月：調查前一年度八至十二月刊登之論文。 

二、每年七月：調查當年度一至七月刊登之論文。 

如因故未於當期提出申請，得敍明延遲申請理由，於下一

期提出申請，但僅以延遲一期申請為限。 

第 五 條  期刊論文獎勵核給標準如下： 

一、收錄於 Nature 及 Science 兩期刊之論文，每篇核計點

數 1600 點。 

二、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Impact 

Factor)在兩個領域以上為前 2.0% (含 2.0%)：SCI 資料

庫每篇核計點數 8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000 點；期刊僅有單一領域且為前 2.0%(含 2.0%)者，

仍得依本款核計。 

三、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兩個領

域以上為前 5.0% (含 5.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67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850 點；期刊僅有

單一領域且為前 5.0%(含 5.0%)者，仍得依本款核計。 

四、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15.0% (含 15.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4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550 點。 

五、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30.0% (含 3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2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75 點。 

六、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50.0% (含 5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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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00 點。 

七、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70.0% (含 7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200 點。 

八、第二至七款以外之 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2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

數 150 點。 

九、AHCI、TSSCI 和 THCI CORE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每

篇核計點數 150 點。 

十、EI、CIJE、HI 等資料庫收錄之期刊，每篇核計點數 80

點；以研討會論文收錄於 EI 資料庫提出申請者，應提

供收錄期刊之再審查證明，未提供者不予核計。 

十一、第一至十款以外之國際學術專業期刊，每篇核計點

數 25 點。 

十二、生物醫學相關領域之 Letter、Short Report、Note、

Communication、Accelerated 或 Rapid Publication 等，

每篇核計二分之ㄧ點數；Case Report，每篇核計三分

之ㄧ點數；Column、Letter to the Editor 不核計點數。 

十三、第二至八款所稱之影響指數，以公布之最新資料庫

為參考依據。 

第 六 條  若有學生為論文共同作者時，不計入學生；點數依下列條

件標準，擇一計算： 

一、本校為該篇論文唯一發表機構時： 

(一)第一作者：點數之 100%。 

(二)通訊作者：點數之 100%。 

(三)第二作者：點數之 50%。 

(四)第三作者：點數之 30%。 

(五)第四作者：點數之 20%。 

(六)其餘：點數之 10%。 

二、本校非為該篇論文唯一發表機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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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作者：點數之 60%。 

(二)通訊作者：點數之 60%。 

(三)第二作者：點數之 30%。 

(四)第三作者：點數之 18%。 

(五)第四作者：點數之 12%。 

(六)其餘：點數之 6%。 

論文中註明為「相同貢獻作者（equal contribution）」，則依

期刊論文之原作者排序獎勵。 

與義联集團任一機構共同發表之論文，點數依第一項第一

款標準計算。 

第 七 條  各申請案核定之點數，三分之一獎勵點數轉換為每點等值

新臺幣 100 元之教學屬性獎勵金，其餘獎勵點數，由研究發展

處依當學年度經費預算簽請公告核定每一點之獎勵金額。 

前項獎勵點數，應於提出申請時，由申請人自行分配百分

比予共同作者。 

第 八 條  教師每學年核定之總獎勵以點數二千五百點(含)為上限。 

第 九 條  申請案經教職員工研發成果審查委員會審查後，簽請校長

核定。 

第 十 條  本辦法各項獲獎之著作如涉及違反學術倫理情事，應於本

校人力資源處依「義守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辦

法」審議確定後，繳回所發給之全額獎勵金，折抵鐘點部分應

由次二學期授課鐘點數補回，且不列入教師績效評鑑分數。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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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專任教師赴國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
助辦法 
 

84 年 3 月 28 日通過 

83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第 2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93 年 1 月 14 日修訂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月份第 1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95 年 9 月 18 日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97 年 2 月 2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 

98 年 2 月 18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9 月 12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3、5~10 條條文 

103 年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7、9 條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現職專任教師代表本校赴國外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特訂定「義守大學專任教師赴國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

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前項所稱現職專任教師，不含留職停薪、延長病假中之

專任教師。 

本辦法各項規定，於本校專案教師及專任專業技術教

師，亦適用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係指以外文受邀演講

或發表論文。 

第三條  申請補助之國際學術會議，參與國家須為三個國家以上

（含中華民國；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視為同一國家），且

與會外籍講員人數須占會議所邀請全部講員人數四分之一

以上。 

參加臺灣地區舉辦之國際會議者，不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發表論文之其他合著者未以同一論文向本校或其他單位

申請補助，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助。 

第五條  教師須於會議前一週至本校系所暨教師表現系統提出申

請，並檢附相關資料，逾期不得提出申請： 

一、已核可之出差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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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邀演講者須附大會正式邀請函，發表論文者須附論

文被接受之文件。 

三、大會會議議程。 

四、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五、論文徵稿啟事與大會網頁影本文件。 

六、論文登錄於系所暨教師表現系統及網頁影本文件。 

第六條  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核給標準如下： 

一、未獲校外經費補助出國差旅費者，每次補助金額，依

據各學院(中心)國際會議等級清單核定，A 級為新臺

幣三萬元，B 級為新臺幣二萬元，C 級及不在清單內

之國際會議一律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二、已獲校外經費補助出國差旅費者，僅補助新臺幣一萬

元。 

三、每位教師每學年補助至多三次，補助經費以新臺幣四

萬元為上限。 

為鼓勵教師以口述方式發表論文，教師以海報方式於國外

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補助金額為同級會議口述發表論文之

百分之六十，最少以補助一萬元為原則。教師僅出席，未發表

論文者，不予補助。 

依本辦法獎補助之名額及金額，由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以下簡稱學發組)每學年編列之獎補助經費預算支應。 

各學院(中心)之國際會議等級清單依學發組公告時程每

學年修訂乙次，並經各學院(中心)院務會議(或同等級會議)

決議推薦，送學發組彙整後陳校長核定。教師參加會議等級依

所屬學院核定之清單辦理。但有特殊情事經另案簽准者，不在

此限。 

第七條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之教師，於參加會議後，應於返國後二

個月內於線上繳交參加會議心得報告、登機證，及會議論文

集。若積欠報告者，未完成繳交前，不得再次申請本辦法之補

助；延遲交件者，則當次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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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之教師，於出席會議期間之課程，應依

本校教師請假補課規定辦理。 

第九條  教師以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不在清單內之會議等級申請

補助者，於繳交返國報告後，學發組如對參與之會議相關事

宜，經審核認有應予補充資料，或待釐清事項時，得提請申請

教師所屬學院(中心)院務(中心)會議審議後，建議補助金額，

由學發組陳請核定後補助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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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論文編修補助辦法 
 

九十六年五月研發處處務會議初訂 
99 年 7 月 1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名稱及第 1、4、7 條條文 

103 年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6 條條文 

第一條  為鼓勵並提升本校專任教師投稿英文國際專業期刊的數量與

品質，特訂定「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論文編修補助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且為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欲發表 SCI 或

SSCI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而須委請他人協助編修者，得依本辦法規

定申請補助。 

第三條  申請教師發表之論文須為任職本校期間所完成之研究成果，

並署有校名者。 

第四條  費用實際發生後，請檢附申請書、編修前英文論文、編修後

英文論文、本校會計處認可之編修費用單據、翻譯社編修論文證

明，及投稿證明，送系所主管簽核後，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辦理請款。請款時，請注意單據之有效學年度，相關程序依本校

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五條  總補助金額視每年預算而定。每篇論文補助乙次為限，每篇

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参仟元為原則，不足参仟元者以實際支出

金額補助為原則。 

第六條  本項補助經費納入研究發展處學年度計畫預算中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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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師執行產官學研合作研究計畫獎勵辦法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行政會議通過(97.6.18) 

                                     99年 11月 30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條 

                                 101年 11月 22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7、9條 

102年 11 月 13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2、4、5、6、7、9 條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以下簡稱教師）積

極參與產官學研合作研究計畫，以降低教師之教學負荷並提升研

究計畫之執行績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研究計畫以有編列管理費之個人研究案為主，

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減授基本鐘點： 

一、凡本校教師獲得政府部門（如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

等）、研究機構或產業界等產官學研合作之相關計畫，

均可提出申請。 

二、義联集團所贊助計畫案，以專案審查其管理費是否列入

計算及其計算比例。 

前述研究計畫限以本校名義申請或簽約者為限。 

多年期計畫依各年度核定之計畫金額，逐年辦理減授基本 

鐘點。 

第三條    除國科會專題計畫案設備費之配合款外，其他「有學校配合

款」之計畫案，其管理費應先扣除配合款。 

第四條    計畫未列管理費但對本校具有特殊意義及貢獻者，以專案審

查方式，將計畫總金額或設備費總金額之某一比例視為其管理費。

其比例以計畫之性質、對本校之貢獻及總金額範圍決定，並以計畫

總金額之1%~5%或設備費總金額之2%~10%為原則。 

第五條    同一學期若有多個計畫採累計制，若計畫案橫跨不同學期，

依其計畫期間涵蓋比例計算所屬學期之管理費金額。 

第六條    鐘點減授額度計算方式以產官學研合作研究計畫之管理費金

額（扣除學校配合款）與執行期間為基準。教師可於每年八月及一

月中旬提出該學期減免基本鐘點之申請。 

    前款申請減免鐘點之教師所屬系所，應負初審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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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教師經核准減授鐘點後，當學期每週實際授課時數不得低於

二小時，所獲減授之鐘點不得以超鐘點費支領。 

第八條    計畫案管理費提撥鐘點費由主持人提出申請，主持人可將該

計畫案之管理費全額轉移至共同主持人，惟管理費以70%計。整合

型計畫之管理費可分配至實際執行子計畫之主持人。 

第九條    計畫案管理費轉換為減免基本鐘點之回饋點數的計算方式如

附表所示。每100點回饋點數可申請獎勵減免一學期一個基本授課

鐘點，若已滿足基本鐘點者，得以職級計算核發一個鐘點獎勵金，

核發獎勵金之鐘點數與校內外授課超鐘點數合計最多不超過四個

鐘點。惟本校每年可依開課與財務情況調整。回饋點數可跨期累

計，有效期限為計畫執行起三年內。 

第十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20



附表：計畫案管理費轉換減免基本鐘點之回饋點數計算方式說

明 
(單位：新臺幣) 

管理費換算範圍 
(依學期編列) 

提撥 
比率 

試算金

額 管理費換算回饋點數公式 
回饋點數 

(以試算金額為

例) 
$1 $5,000 80% $5,000 [管理費*提撥比率]/100 40  

$5,001 $10,000 50% $10,000 
40+[( 管 理 費 -5000)* 提 撥 比

率]/100 
65  

$10,001 $15,000 40% $15,000 
65+[( 管理費 -10000)* 提撥比

率]/100 
85  

$15,001 $20,000 30% $20,000 
85+[( 管理費 -15000)* 提撥比

率]/100 
100  

$20,001 $30,000 20% $30,000 
100+[(管理費 -20000)* 提撥比

率]/100 
120  

$30,001 $50,000 10% $50,000 
120+[(管理費 -30000)* 提撥比

率]/100 
140  

$50,001 $100,000 5% $100,000 
140+[(管理費 -50000)* 提撥比

率]/100 
165  

$100,001 以上 3% $200,000 
165+[(管理費-100000)* 提撥比

率]/100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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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守大學產學合作傑出教師獎勵辦法            

100年7月5日校長核定公告全文 

第 一 條  為促進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專任教師與公民營企業、研發法人及

政府部門等進行產學合作，並擴展產學家族資源與管道，獎勵其對產

業發展累積之績效，特訂定產學合作傑出教師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項目，包含專案委託、顧問諮詢、檢測服務、企

業診斷、人才培育等。 

第 三 條  本辦法之業務承辦單位為創新育成暨產學合作中心產學合作組。 

第 四 條  期程自前一年度 8 月 1 日起計算至隔年 7 月 31 日止。 

第 五 條  本校專任教師且符合下列之一 

一、前一學年度獲國科會各學門傑出產學合作獎， 

二、前一學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三百萬元以上。 

頒發「義守大學產學合作傑出教師」獎狀與獎牌，並請校長於公開場

合頒獎表揚。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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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97年 3月 19 日 96學年第二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2月 18 日 97學年第二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 

99年 7月 30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7、10、12條條文 

100 年 7月 29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4、6、7、9、11條條文 

101年 10月 30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8、11條條文 

103年 9月 26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5、7~11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激勵本校研發風氣，提昇研發水準，保障研發成果及推

廣研發成果於產業運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鼓勵所屬教職員工，依下列方式進行科技、技術等研

發： 

一、職務上之研發。 

二、與政府研發單位或民間研發單位合作研發。 

三、受工商企業團體委任或資助研發。 

第 三 條    前條第二、三款之合作研發、委任或資助研發，應事先經

本校同意，並由本校與合作研發之單位、委任或資助單位簽約。 

第 四 條    研發經費規定如下： 

    本校教職員工職務上自行研發所需經費，得於研發前依本

校各項研究計畫補助辦法擬定研發計畫向本校申請補助。 

第二條第二、三款合作研發、委任或資助研發之經費，依

合作研發、委任或資助契約之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研發成果係研發所得之總稱，包括但不限於專利權、著作

權、商標權之智慧財產權及未申請專利之各項技術及製程等，

其研發成果之權利歸屬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工職務上之研發成果歸本校所有。 

二、與政府研發單位或民間研發單位合作研發之成果，其

權利歸屬依合作研發契約之規定。 

三、受工商企業團體委任或資助研發之成果，其權利歸屬

依委任或資助契約之規定。 

第 六 條    本校教職員工之研發成果，可推廣於產業運用者，本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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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業者訂立技術授權或技術移轉契約。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簽約過程，依規定有利害關係之關係人，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第 七 條    本校對教職員工研發有成者，應予適當獎勵。如其研發成

果經授權或技術移轉於產業運用，本校因而獲有權利金或利益

分配時，應將其中一定成數之權利金或利益，分配給該研發之

教職員工，做為獎勵，施行細則另定之。 

前項獎勵對象限獎勵時仍在職之教職員工。 

第 八 條    本校應設教職員工研發成果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研審委員

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為召集委員並為會議主席，其餘組

成委員為研發長、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主任、各學院及通識教

育中心代表各一人組成，任期一年。學院代表、通識教育中心

代表由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主任推薦，經校長敦聘之。必要時，

得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列席。 

第 九 條    研審委員會每季召開會議以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議，

非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投票以無記名方

式為之。 

      研審委員會出列席人員，對會議內容有保密之義務。 

            審核研發成果相關過程中，研審委員對其有利害關係之案

件，應自行迴避。 

第 十 條    研審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查教職員工研發申請專利及技轉有成之獎勵。 

二、審查與產業業者所訂之技術授權或技術移轉契約範本

及原則。 

三、審查與政府研發單位或民間研發單位合作研發契約範

本及原則。 

四、審查與工商企業團體之委任或資助研發契約範本。 

五、審查研發成果推廣參展之補助，補助標準另定之。 

六、審查研發成果專利申請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七、處理利益迴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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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有關研發成果之事項。 

第十一條    本辦法之業務承辦單位為本校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智權技

轉組。 

第十二條  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施行細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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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與研究啟動實施辦法 
 

民國 97 年 4 月 2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25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101 年 11 月 20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9 條條文 

第一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新進教師有效進行教學工

作，並啟動學術研究，特訂定「義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與研究啟

動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新任本校專任教師，年資未滿二年者，得申請「教學啟動」。

新任教職之助理教授，年資未滿三年（年資計算至當學年度教師

申請日止）且獲當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本校專任教師

得申請「研究啟動」。 

第三條  「教學啟動」申請時程依教務處每學期公告辦理，申請人應

檢附申請表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研究啟動」申請採隨到隨審制，通過國科會多年期專題研

究計畫之教師，則依計畫逐年申請。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研發

處提出申請： 

一、計畫申請書電子檔乙份(含國科會審查委員意見)。 

二、計畫主持人之個人資料表電子檔乙份。 

三、計畫主持人近五年內發表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著作專 

書或其他獎項之電子檔乙份。 

第四條  申請「教學啟動」獲准者，於本校任教第一、二年內，每週

規定授課時數至多得減授三小時，當學期不可超鐘點以及校外兼

課。獲減授之總時數，教師應於本校任教之第三至五年期間增授完

畢。為鼓勵獲准「教學啟動」減授時數之教師，若減授之學年度通

過教師績效評鑑，且「輔導暨服務」績分為全校受評教師（不含臨

床教師）前 80%者，其「教師績效評鑑之教學績分」（教學基本表

現和教學進階表現得分之總和）達下列標準時，得申請獎勵抵算同

學年度所減授之時數： 

一、 全校教師排名前 5%，獎勵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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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校教師排名前 10%，獎勵五小時。 

三、 全校教師排名前 15%，獎勵四小時。 

四、 全校教師排名前 20%，獎勵三小時。 

五、 全校教師排名前 30%，獎勵二小時。 

六、 全校教師排名前 50%，獎勵一小時。 

以上獲獎勵時數適用抵算同學年度所通過減授之時數，不得跨

學年度使用。 

申請「研究啟動」者，可依當年度獲通過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原始申請書及核定清單，申請研究設備費和耗材及雜項費用之配

合款補助。每人於資格符合期間內至多可獲本辦法補助兩次，每次

補助金額最高新台幣二十萬元(含本校對國科會計畫設備費 20%之

配合款)，執行期限同於國科會計畫。 

第五條  「教學啟動」申請案需經教務處審查通過。 

「研究啟動」申請案需經研發處審查通過。 

第六條  「研究啟動」申請案依研究啟動經費核給標準計算補助經費；

研究啟動經費核給標準另定。 

第七條  「研究啟動」核定經費之使用與結案，依照本校預算使用、

採購及其它相關會計規定辦理。 
第八條  獲「研究啟動」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案後，最遲二

年內向研發處學術發展組提交獲補助計畫之以下相關研究成果之

ㄧ： 

一、以本校全銜發表刊登之學術期刊論文之抽印本，論文中需

加註本校研究啟動計畫編號。 

二、以本校為專利所有權人之ㄧ的專利。 

三、以本校名義主持之建教或產學合作合約書。 

四、具有版權頁之專書。 

未依前述辦理經費核銷、結案及繳交成果者，將不得再申請

本校相關研究計畫補助。 

第九條  申請「教學啟動」獲准者，未於第四條規定期限內執行完成

增授之鐘點數，應歸還未執行增授之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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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研究啟動」獲補助者，凡發生下列情事者，應歸還全

部補助金額： 

一、計畫執行期間中途離職。 

二、未依第八條規定辦理結案。 

申請之計畫結案後，申請人應於本校連續服務至少兩年。未

連續服務滿兩年者，須依未服務期間比例償還已補助金額。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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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義守大學整合型重點特色研究計畫獎助辦法 
 

97 年 2 月 2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5 月 7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102 年 12 月 13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103 年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2、4 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並積極

爭取校外研究計畫，以發展研究及產學特色、有效整合研究

人才、強化研究能量、提升本校競爭力，特訂定「義守大學

整合型重點特色研究計畫獎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計畫係指委辦（或補助）之整合型計畫，

包括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教育部委

辦（或補助）研究型計畫、其他政府機關委辦（或補助）研

究型計畫、民間企業或法人機構委託研究型產學案。 

第 三 條    為使受補助之重點特色研究計畫具競爭性，本辦法係獎

助工程、自然暨生物領域獲校外單位補助一年期總經費新臺

幣(下同)三百萬元以上，或人文社會領域獲校外單位補助一年

期總經費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整合型研究計畫。 

前項校外單位補助一年期總經費之計算，含管理費，但

不含本校提供之配合款。 

受本辦法補助之整合型計畫需涵蓋至少三個子計畫，且

總計畫主持人及子計畫主持人（以下簡稱計畫主持人）須由

本校專任教師擔任。 

第 四 條  計畫主持人依本辦法第二條各類計畫提出獎助申請時，

應於計畫獲核定後一個月內(以核定公文日期或合約書簽訂

日期為準)，向本校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產學合作組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應向研究發展

處學術發展組提出申請。申請時須檢附下列資料： 

一、獲核定計畫之公文或合約書。 

二、獲補助之計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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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申請經費使用說明。 

四、計畫成果預估表。 

第 五 條  符合第三條規定之研究計畫，依附表核算獎助金額作為

設備費獎助款，每年獎助金額以一百萬元為上限。但應扣除

本校提供之配合款後，核定獎助金額。 

       人文社會領域之獎助金額若不使用於設備費，可申請使

用於其他項目，唯以原獎助金額之百分之五十核給，且不得

支用於人事費。 

第 六 條  依本辦法第四條提出之申請案，須經教職員工研發成果

審查委員會審查，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並由研究發展處或

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通知計畫主持人，辦理簽約事宜。 

第 七 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研究發展處於學年度編列預算支

應，如該學年度該項預算已用罄或不足，得由研究發展處提

送教職員工研發成果審查委員會依學校發展領域審議，並依

審議結果另行簽請核准後辦理。 

       補助核定經費之動用與結案，依照本校預算使用及相關

會計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為評估計畫之成效，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二年

內，繳交計畫成果表，作為成果考核之依據。若有積欠成果

報告或未達預期承諾績效前，不得再次申請本辦法之補助。 

       列入本辦法計畫成果表考核之期刊論文，不得再依本校

「專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提出獎勵申請。 

第 九 條  依本辦法獲獎助之計畫如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應於

本校人力資源處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

法」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結果辦理。 

第 十 條  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衍生之各類智慧財產權利益，應依

第二條補助單位或機構規定，及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

理辦法辦理。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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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獎助金額計算公式表 

幣別：新臺幣（元） 

計畫總金額 
換算範圍 

提撥 
比率 

試算計畫

總金額 
獎助金額計算公式 

獎助金額 
(以試算金額為例)

1,500,000 3,000,000 15% 3,000,000 [計畫總金額*提撥比率] 450,000 

3,000,001 4,500,000 12% 4,500,000
450,000+[(計畫總金額-3,000,000)*
提撥比率 ] 

630,000 

4,500,001 6,000,000 9% 6,000,000
630,000+[(計畫總金額-4,500,000)*
提撥比率] 

765,000 

6,000,001 7,500,000 7% 7,500,000
765,000+[(計畫總金額-6,000,000)*
提撥比率] 

870,000 

7,500,001 9,000,000 5% 9,000,000
870,000+[(計畫總金額-7,500,000)*
提撥比率] 

945,000 

9,000,001 以上 3% 10,000,000
945,000+[(計畫總金額-9,000,000)*
提撥比率] 

9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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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執行機關
計畫主持

人
計畫編號 計畫中文名稱 核定總金額 業務費 研究設備費

國外差旅

費
管理費 執行起日 執行迄日 共同主持人 學門名稱 研究型別

多年期計

畫

多年期計

畫經費年

度

備註

101 醫務管理學系 尤素芬 99-2410-H-214-021-MY3

職業健康的風險治理-移工職業健康風險之

保護機制：台灣現況與日韓制度比較陸基

層涉外治理：對台交流分析

1545300 685300 0 90000 84700 41122 41486
社會問題

與控制
整合型 Y 101

101 醫務管理學系 高月慈
100-2410-H-214-001-

MY2

預應人格、預應行為與工作表現：系絡因

素的效應
560000 246000 0 50000 18000 41122 41486

組織行為

與理論
個別型 Y 101

101 醫務管理學系 郭光明 101-2410-H-214-008

醫院資訊隱私保護政策對於病患資訊隱私

顧慮影響之實證研究－以醫院網站之隱私

保護公告為例

625000 262000 0 80000 21000 41122 41486 資訊管理 個別型 101

102 醫務管理學系 郭光明 102-2410-H-214-019
電子病歷隱私保護政策遵循之探討－整合

理性行為理論與保護動機理論觀點
423000 290000 24700 80000 28300 41487 41851 楊晴雯(臺中榮總) 資訊管理 個別型 N 102

102 醫務管理學系 鄭惠珠 102-2410-H-214-004

《瑪林塔的失業者 –對於長期失業效應的

社會圖像嘗試》譯注計畫《Marienthal:

The Sociography of an Unemployed

Community》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und Leipzig, 1975

374500 257500 35000 60000 22000 41487 41851 謝幸燕(醫管)、唐英格(文藻)

社會學方

法論與研

究法

個別型 N 102

人文社會

經典譯注

計畫

(2014/5/14

追加業務

費19,500

103 醫務管理學系 尤素芬 103-2511-S-214-002
醫務管理在職專班之創新性倫理課程：專

業倫理教育的行動研究
581000 469000 0 60000 52000 41852 42216 醫學教育 個別型 N

103 醫務管理學系 郭光明 103-2410-H-214-007
如何防止醫院員工違反電子病歷隱私保護

政策：一個整合行為模式
415000 307000 0 80000 28000 41852 42216 資訊管理 個別型 N

新進人員

研究計畫

103 醫務管理學系 鄭惠珠 103-2511-S-214-003
遇見生命: 運用生命歷程概念建構老人學

相關課程學習進程與效果
420000 303000 35000 50000 32000 41852 42216 醫學教育 個別型 N

學年度 計畫編號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核定金額 執行日期起日 執行日期迄日 計畫類別

102

ISU 102-S-01(之

後獲得國科會

補助NSC 102-

2410-H-214 -

019)

醫管系 郭光明
電子病歷隱私保護政策遵循之探討－整合

理性行為理論與保護動機理論觀點
$41,750

102/08/01-

103/07/31

已核定(102年8

月20日核定)

註:7/31申

請(新進教

師補助計

劃)

103 ISU-103-04-08A 醫管系 尤素芬
外籍家事勞工之職業健康與勞動保護：家

事勞動保護立法政策之探討
$49,900 2014/1/1 2014/12/31 103-1學期

學年度 學院 系所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102 醫學 醫管系 陳芬如

103 醫學 醫管系 郭光明 ISU-103-產-11E

學年度 校內編號 系所 廠商 專利(技術)名稱 技術聯絡人 簽約日 技轉金總額

101 ISU101-技-013 醫管系 貝爾國際驗證(股)公司 國際醫療照護品質管理系統實務知識-核放篇 馬震中 1010801 139,100

101 ISU101-技-014 醫管系 貝爾國際驗證(股)公司 國際醫療照護品質管理系統實務知識-呼吸篇 馬震中 1011001 81,800

附件4-1-11 教師各年獲得補助各類計畫

計畫名稱

醫院財務績效趨勢與影響因素研究

臨床高可用度ICD-10-CM/PCS管理系統之發展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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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申請日期 姓名 職稱 地點 參加會議名稱 論文名稱 會議日期 獲補助金額 報告簽核日期 登錄日期

101學年度

醫學 醫管系 101/10/4 陳芬如 助理教授 斯里蘭卡-可倫坡 The 44th APACPH Conference

1.Th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weight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receiveing bariatric surgery    2.A study on Diabetic

disease management particip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101/10/14-101/10/17 12,000 101/12/20 101/12/21

醫學 醫管系 101/9/21 鄭雅愛 助理教授 斯里蘭卡-Colombo The 44th APACPH Conference The study of strategies on dental tourism in Taiwan 101/10/14-101/10/17 12,000 101/11/5 101/11/23

醫學 醫管系 101/10/5 羅英瑛 副教授 斯里蘭卡-可倫坡 The 44th APACPH Conferenc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the Need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101/10/14-101/10/17 12,000 101/12/12 101/12/21

醫學 醫管系 102/6/14 羅英瑛 教授 韓國-首爾
The 20th IAGG World Congres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IAGG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102/6/23-102/6/27 10,000 102/7/18 102/7/23

102學年度

醫學 醫管系 102/10/7 尤素芬 助理教授 中國-武漢 The 45th APACPH 2013 Conference

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the Guest Worker Program:

Comparison of the Occupational Injury Rates among Migrant

and Native Workers in Taiwan

102/10/24-102/10/27 10,000 102/12/9 102/12/26

醫學 醫管系 102/10/1 鄭惠珠 副教授 中國-武漢 The 45th APACPH Conference 2013

1.The Management Dispute about Taiwan’s Prescription

Drug

2.The Impact of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on Physical

Fitness Maintenances of the Elderly in a Community in

Taiwan

102/10/25-102/10/27 10,000 102/12/4 102/12/26

醫學 醫管系 102/10/9 羅英瑛 教授 中國-武漢 The 45th APACPH 2013 Conference

1.The Impacts of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lysis

Centers on Quality of Peritoneal Dialysis care

2.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Nutritional Living

Problem and Nutrition Nursing Education in patient of Home

Peritoneal Dialysis

102/10/24-102/10/27 12,000 102/12/4 102/12/26

醫學 醫管系 103/6/10 羅英瑛 副教授 Romania, Sibiu

Care and Cure Conference of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erson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in adults with

hemodialysis

103/06/25 ~ 103/06/28 10,000 103/7/16 103/7/25

103學年度

醫學 醫管系 103/6/24 高家常 助理教授 芬蘭, 赫爾辛基 8th INP/APNN Conference

1.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the short -form Chinese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s Management Standards indicator Tool

among Nurses in Taiwan 2.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f-

management-group on HbA1c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103/08/18 ~ 103/08/22 18,000 103/8/29 103/9/22

醫學 醫管系 103/08/28 謝幸燕 助理教授 馬來西亞, 吉隆坡 46th APACPH Confer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RM in the Labo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A Case Study of a Teaching Hospital in

Southern Taiwan

103/10/17 ~

103/10/19
12,000 103/11/13 103/11/19

醫學 醫管系 103/08/28 鄭惠珠 副教授
馬來西亞, Kuala

Lumpur

Evolution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ringing students and elderly together –

community/gerontology study programs

103/10/17 ~

103/10/19
10,000 103/11/13 103/11/19

醫學 醫管系 103/09/30 尤素芬 助理教授 馬來西亞, 吉隆坡

the 46th Asia-Pacific Academic

Consortium for Public Health

(APACPH) Conference

 Teaching ethics and reflective practice in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Preliminary study on a postgraduate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103/10/17 ~

103/10/19
10,000 103/11/13 103/11/19

醫學 醫管系 103/09/22 陳芬如 助理教授
malaysia, Kuala

Lumpur

The 46th APACPH Conference in

Kuala Lumpur
The diabetes shared c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and outcome

103/10/17 ~

103/10/19
12000 103/12/17 103/12/22

醫學 醫管系 103/10/02 羅英瑛 副教授
Malaysia, Kuala

Lumpur
The 46th APACPH Conference

Do Competition and Ownership Affect Quality of Care in

Hemodialysis Centers

103/10/17 ~

103/10/19
12000 103/12/17 103/12/22

附件4-1-12  101至103學年度校內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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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ISU101-1-期-30-1 尤素芬 1 40 9,600

申請人 ISU101-1-期-30-2 高家常 1 3 720

申請人 ISU101-1-期-30-3 郭光明 1 30 7,200

申請人 ISU101-1-期-30-4 陳文旭 2 140 33,600

申請人 ISU101-1-期-30-5 蔡尚學 4 95 22,800

申請人 ISU101-1-期-30-6 鄭惠珠 1 40 9,600 含1件受分配

申請人 ISU101-2-期-29-1 郭光明 1 25 6,000

申請人 ISU101-2-期-29-2 蔡尚學 2 22 5,460

申請人 ISU102-1-期-36-1 張雁晴 3 153 33,660     

申請人 ISU102-1-期-36-2 陳芬如 1 37 8,305       

申請人 ISU102-1-期-36-3 蔡尚學 3 90 19,800     

申請人 ISU102-1-期-36-4 顏永杰 1 83 18,370     

申請人 ISU102-2-期-27-1 馬震中 1 30 6,600

申請人 ISU102-2-期-27-2 高月慈 1 15 3,300

申請人 ISU102-2-期-27-3 郭光明 1 30 6,600

申請人 ISU102-2-期-27-4 蔡尚學 1 30 6,600

申請人 ISU103-1-期-33-1 高家常 2 100 22,000

申請人 ISU103-1-期-33-2 郭光明 2 38 8,470 共2件受分配

申請人 ISU103-1-期-33-3 蔡尚學 3 150 33,000

受分配人 ISU103-1-期-33-4 馬震中 ─ 30 6,600

102-1 醫管系

102-2 醫管系

103-1 醫管系

備註

醫管系

101-2 醫管系

姓名 篇數 獎勵點數 獎勵金學期 系所 獎勵身份 獎勵編號

附件4-1-13 101-103學年度期刊論文獎勵名單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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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獎勵核減鐘點

學期 系別 職號 教師姓名 核減鐘點數

醫務管理學系 19236 蔡尚學 1

醫務管理學系 19336 尤素芬 3

醫務管理學系 19336 尤素芬 1

醫務管理學系 19927 羅英瑛 1

醫務管理學 18933 高月慈 1

醫務管理學 19236 蔡尚學 1

教師期刊論文編修補助

系別 教師姓名 職稱 金額 日期

101學年度

醫管系 郭光明 助理教授 SSCI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3,000 101/4/12

醫管系 高家常 助理教授 SCI/SSCI NURSING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3,000 101/5/16

醫管系 高家常 助理教授 SCI/SSCI NUR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Practice

3,000 101/1/7

醫管系 高家常 助理教授 SSCI
PSYCHOLOGY,

CLINICAL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3000 102/9/26

附件4-1-14 產官學合作減授鐘點核定名冊

101-2

101-1

102-2

類別

102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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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4-1-15 102學年度醫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學位口試時程表

場次 類別 學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時間 地點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1 學位口試 10151109G 顏○婷 重大外傷病人於外傷科成立前後醫療資源耗用及醫療品質差異分析
103年05月21日(三)

15:00-16:00

A0601-1

(系會議室)

應純哲

許素貞

蔡尚學

沈延盛

2 學位口試 10151214G 李○譁 多媒體衛教對術後病人自控式止痛的認知及滿意度成效之探討
103年05月27日(二)

14:00-15:00
A0610 丘周萍

馬震中

賈元一

3 學位口試 10151204G 戴○芬 護理過程稽核與病人護理品質之關係探討
103年05月28日(三)

09:30-10:30

B0618

(研討室)
呂筑韻

黃瓊玉

陳幼梅

4 學位口試 10151110G 林○惠 早產兒直接母奶哺餵及奶瓶餵食對生理指標及住院天數的影響
103年05月28日(三)

15:00-16:00

A0601-1

(系會議室)

蔡尚學

謝凱生
黃瓊玉

5 學位口試 10151211G 陳○羽 社區老年人跌倒之相關因素分析：一世代研究
103年06月04日(三)

15:00-16:00

A0601-1

(系會議室)

高家常

顏永杰

呂筑韻

陳正生

6 學位口試 10151205G 林○玲 發展及建構中文版癌症病人靈性需求量表
103年06月18日(三)

17:30-18:30

B0618

(研討室)

高家常

劉憶慧

林佑樺

饒坤銘

7 學位口試 10151107G 曾○嫙 團隊資源管理在醫檢部門之應用探討─以南部某教學醫院為例
103年06月19日(四)

10:00-11:00

B0618

(研討室)

鄭雅愛

謝幸燕

高月慈

林尊湄

8 學位口試 10151115G 甘○芳
探討智慧型手機載入運動Apps對大學生規律運動影響之研究─

以南部某大學為例

103年06月27日(五)

09:00-10:00

B0618

(研討室)

謝幸燕

鄭雅愛

廖梨伶

鄭清霞

9 學位口試 10151106G 劉○和 自我效能、自覺組織支持與留任傾向-以空軍醫療人員為例
103年06月27日(五)

 10:00-11:00

B0618

(研討室)

謝幸燕

高月慈

鄭雅愛

鄭清霞

10 學位口試 10151215G 李○湘 針刺放血減輕術後喉嚨疼痛之成效
103年06月30日(一)

10:30-11:30

B0618

(研討室)
高家常

林佑樺

王瑞霞

11 學位口試 10151105G 林○珍 急性胃食道靜脈瘤出血使用抗生素、輸血之比較
103年07月04日(五)

  14:00-15:00

B0618

(研討室)

蔡尚學

羅錦河
陳海雄

12 學位口試 10151104G 鄭○婷 影響醫師工作績效因素之研究─以南部某市立醫院為例
103年07月09日(三)

18:30-19:30

B0618

(研討室)
馬震中

郭光明

林盟喬

13 學位口試 10151103G 游○珮 探討慢性腎臟病人自我照顧與健康行為對達成照護指標之影響
103年07月09日(三)

14:00-15:00

B0618

(研討室)
馬震中

郭光明

李建德

14 學位口試 10151113G 黃○誌 醫院資材庫撥補標準作業流程之修訂對工作績效改善之影響
103年07月09日(三)

15:00-16:00

A0601-1

(系會議室)

應純哲

陳文旭

蔡尚學

潘豐泉

15 學位口試 10151101G 陳○良 如何防止醫院員工違反電子病歷隱私保護政策
103年07月16日(三)

10:30-11:30

B0618

(研討室)
郭光明

馬震中

劉忠峰

16 學位口試 10151206G 王○靜 產後住院期間母乳哺育自覺成效、社會支持與持續哺乳狀態之相關研究
103年07月28日(一)

10:00-11:00

A0601-1

(系會議室)
羅英瑛

陳芬如

蔡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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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4-1-16 103學年度醫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學位口試時程表

場次 類別 學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時間 地點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1 論文口試 10151210G 尤○徽
運用不同衛教方式對心臟衰竭病人疾病認知、自我照顧能力及

生活品質之成效

103年12月26日(五)

10:30-11:30

B0618

(研討室)
林佑樺

高家常

陳幸眉

2 論文口試 10151201G 林○彤 巴金森氏症病人生活品質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103年12月29日(一)

12:00-13:00

B0618

(研討室)
丘周萍

馬震中

林欣榮

3 論文口試 10251106G 黃○藍 壓瘡防護流程介入對降低手術病人壓瘡之成效分析
104年05月19日(二)

10:00-11:00

B0618

(研討室)
高家常

譚炳恆

黃惠滿

4 論文口試 10251105G 林○靜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預防與控制肥胖成效探討─以高雄市某社區

為例

104年06月02日(二)

12:30-13:30

A0601-1

(系會議室)

鄭雅愛

蔡金川

馬易世

陳文旭

5 論文口試 10251103G 潘○育 國際疾病分類系統第十版轉換之關鍵障礙與成功因素探討
104年07月02日(四)

11:00-12:00

A0601-1

(系會議室)
陳芬如

羅英瑛

許素貞

6 論文口試 10251107G 冉○全
居家照顧服務員之人格特質對照顧工作壓力所產生的服務工作

滿意度關係之探討

104年07月02日(四)

14:50-15:50

A0601-1

(系會議室)
陳芬如

羅英瑛

呂桂雲

7 論文口試 10251104G 翁○良 佛教養護機構老人宗教信仰與心理健康之關聯
104年07月06日(一)

14:00-15:00

A0601-1

(系會議室)
鄭惠珠

謝幸燕

范幸玲

8 論文口試 10251110G 王○充 物理治療對全膝人工關節置換術後醫療品質與醫療利用之探討
104年07月07日(二)

14:00-15:00

B0618

(研討室)
馬震中

郭光明

李敏輝

9 論文口試 10251210G 黃○彤
有氧運動與營養教育介入對大學過重女學生減重及體適能之影

響

104年07月08日(三)

12:00-13:00

B0618

(研討室)

鄭雅愛

高月慈

謝幸燕

賴鳳儀

10 論文口試 10251204G 張○芬 教學光碟飲食指導對血液透析病人飲食控制的成效
104年07月08日(三)

14:00-15:00

B0615

(遠距教室)
丘周萍

陳泰賓

高啟雯

11 論文口試 10251206G 林○涵 大腸直腸癌個案管理介入成效之研究
104年07月08日(三)

15:30-16:30

B0615

(遠距教室)
丘周萍

陳泰賓

梁雲

12 論文口試 10251202G 邱○芳 南部某高齡醫學中心老年病人非計劃性再住院原因之探討
104年07月08日(三)

16:00-17:00

B0618

(研討室)
李逸

高家常

顧艷秋

13 論文口試 10151202G 駱○芬 社區醫院護理主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關係研究
104年07月09日(四)

10:30-11:30

B0615

(遠距教室)

馬震中

郭光明

羅英瑛

顏妙芬

14 論文口試 10251102G 簡○宏 醫院藥師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願之相關研究
104年07月20日(一)

10:00-11:00

B0618

(研討室)
應純哲

高家常

潘豐泉

15 論文口試 10251108G 莫○榕 知識管理對於醫院績效影響之實證研究
104年07月23日(四)

10:30-11:30

B0615

(遠距教室)

郭光明

劉振隆

馬震中

劉忠峰

16 論文口試 10251109G 黃○光 南部地區國軍人員肥胖相關因素之探討─以南部醫院為例
104年07月23日(四)

14:00-15:00

B0615

(遠距教室)
馬震中

郭光明

蘇永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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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17 碩士在職專班生參與研討會論文發表與期刊論文發表 

 

碩士在職專班生參與研討會論文發表 

學年度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會議名稱 論文主題 
101 游○珮 馬震中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

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

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探討慢性腎臟病人自我照護與健康

行為對達成照護指標之影響 

101 鄭○婷 馬震中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
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

討會』 

影響醫師工作績效因素之研究-以南

部某市立醫院為例   
 

101 林○珍 蔡尚學、 
羅錦河 

義大醫訊 
 

A CONTROLLED TRIAL OF 
VASOCONSTRICTOR PLUS 
HISTOACRYL INJECTION 
VERSUS PROTON PUMP 
INHIBITOR PLUS HISTOACRYL 
INJEC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GASTRIC VARICEAL BLEEDING 

101 林○惠 蔡尚學、 
謝凱生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
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

討會』 

早產兒直接母奶哺餵及奶瓶餵食對

生理指標及住院天數的影響 

101 林○彤 丘周萍 36th Annual IAHC 
Conference 

Factors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of 
Person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101 戴○芬 呂筑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
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

討會』 

護理過程紀錄稽核量表之建構及其

信效度研究 

101 王○靜 羅英瑛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
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

討會』 

提升急性新生兒中重度病房會客服

務滿意度 

101 尤○徽 林佑樺 第五屆海峽護理論壇 自我調節理論方案對心臟衰竭病人

疾病認知、自我照顧能力及生活品質

之成效：初探性研究 
101 陳○羽 高家常、 

顏永杰 
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

學會年度研討會 
 

社區老年人跌倒之相關因素分析：一

世代研究 
 

101 李○譁 丘周萍 Asia-Pacific Nursing 
Reasearch Conference 

Multimedia PCA Education on 
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101 顏○婷 應純哲、 
許素貞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

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

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台灣老年人口在不同外傷嚴重度之

醫療資源耗用分析--以南部某醫學

中心為例 
101 黃○誌 應純哲、 

陳文旭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

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

醫院資材庫撥補標準作業流程之修

訂對工作績效改善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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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101 劉○和 謝幸燕、 

高月慈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

討會 

留任軍醫職場之意向研究-以空軍基

地醫療人員為例 

101 劉○和 謝幸燕、 
高月慈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

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留任軍醫職場之意向研究—以空軍

基地醫療人員為例 
101 曾○嫙 鄭雅愛、 

謝幸燕 
2013 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

學術研討會暨觀光休閒論

壇 

關懷老者居住問題 

101 曾○嫙 鄭雅愛、 
謝幸燕 

46th APACPH Confer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RM in the 
Labo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A 
Case Study of a Teaching Hospital in 
Southern Taiwan 

101 甘○芳 謝幸燕、 
鄭雅愛 

2013 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

學術研討會暨觀光休閒論

壇 

科技輔具應用於高齡者社交生活之

探討 

101 甘○芳 謝幸燕、 
鄭雅愛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系

暨碩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慶

祝大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 2013 年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 

社區老年人生活品質與憂鬱研究 

101 陳○良 郭光明 2014 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

研討會 
如何防止醫院員工違反電子病歷隱

私保護政策 
101 
 

林○玲 高家常、 
劉憶慧 

2014 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

術研討會 
發展與建構中文版癌症病人靈性需

求量表 
101 李○湘 高家常 8th ICN Conference, 

HELSINKI FINLAND, 
The Effects of Bloodletting 
Acupuncture Relieves Postoperative 
Sore Throat after General Anesthesia 

101 黃○彤 鄭雅愛、 
高月慈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

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有氧運動與營養教育介入對大學過

重女學生減重、體適能及運動行為之

影響 
102 黃○彤 鄭雅愛、 

高月慈 
2014 年玉山醫務暨健康管

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有氧運動與營養教育介入對大學過

重女學生減重、體適能及運動行為之

影響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

行病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

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 

社區民眾自覺健康狀況、健康行為及

就醫行為之初探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衛生福利部 102 年第二屆

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

研討會 

社區老人健康促進方案與體適能維

持之相關性探討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2014 健康促進醫院研討會 用心傳愛-兒少健康夏令營 

102 林○靜 鄭雅愛、 the 45th APACPH The Impact of Health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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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川 Conference 2013 Activities on Physical Fitness 
Maintenances of the Elderly in a 
Community in Taiwan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第 22 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

研討會（22nd International 
HPHconference） 

Medical Tours to Remote Areas 
Lacking Medical Services: A 
Satisfaction Survey From Remote 
Areas of Kaohsiung City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1st APEC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 
and Health Services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for medical 
Tours in Remote Areas of Kaohsiung, 
Taiwan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1st APEC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 
and Health Servi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pulatization for 
community cancer screening in 
Pingtung, Taiwan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第一屆 APEC 健康促進醫

院及健康照護研討會 
A pilot study of community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in 
Yan-chao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2014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

討會 

影響社區婦女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之相關因素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2013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

討會 

社區老年人的身體活動、健康體能與

生活品質的關係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103 年高雄市市立醫院醫

事聯合學術研討會 
「偏遠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

民眾滿意度分析-以高雄市某偏遠醫

療缺乏地區為例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第一屆 APEC 健康促進醫

院及健康照護研討會 
Assisting a Public District Hospita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tient Care in 
the Respiratory Care Ward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第 22 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

研討會（22nd International 
HPHconference）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popularization for community cancer 
screening in Pingtung, Taiwan 

102 林○靜 鄭雅愛、 
蔡金川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社區民眾癌症篩檢參與意願及滿意

度影響因素探討 
102 林○靜/

簡○宏 
鄭雅愛、 
蔡金川/ 
應純哲 

2013 第四屆生活方式與健

康國際論壇 
使用遠距照護服務系統於社區民眾

健康自我管理行為之影響－以高雄

市燕巢某社區為例 
103 林○玲 高家常 015 International Nurses 

Congress, Seou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PIRITUAL 

INTERESTS 

103 黃○藍 高家常  Pressure Ulcer Prevention 

Procedure on Reducing Prevalence 

and Rank of Pressure Ulcer in 

Patients Receiving Surgery 

7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15, 台中中台科技大學,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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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游○珮 馬震中郭

光明 

 "探討慢性腎臟病人自我照顧與健康

行為對達成照護指標之影響 

2014 新世代健康促進及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台中 

103 林○靜 鄭雅愛、 

 

he 23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Hospitals & 

Health Services, Oslo, 

Norway, 2015.06 

"The effects on elders 

participating health improving 

program", T 

 

 

103 林○靜 鄭雅愛、 

 

2015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

品質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

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亞

洲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2015.05 

 

探討團體減重班之成效"  

103 邱○芳 

 

李逸 

 

2015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

品質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

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亞

洲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2015.05 

 

南部某醫學中心神經內科急性病房

身體約束之探討 

 

103 張○芬 

 

丘周萍 

 

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

術研討會 

血液透析病人對針扎的焦慮 

 

103 翁○良 

 

鄭惠珠 

 

2014年資訊技術應用及管

理研討會 

南部某精神專科醫院經營策略分析 

103 林○涵 

 

鄭雅愛 2013第三屆生活方式愈健

康國際論壇與世界健康生

活促進方式促進會聯合總

會年會費 

老人用藥安全之探討 

103 冉○全 

 

陳芬如 

 

2015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

品質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

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

會暨十週年慶祝大會， 亞

洲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2015.05 

 

居家照顧服務員之人格特質對照顧

工作壓力所產生的服務工作滿意度

關係之探討 

 

103 簡○宏 

 

應純哲 2013第三屆生活方式愈健

康國際論壇與世界健康生

活促進方式促進會聯合總

會年會費 

運用遠距照護服務系統於社區民眾

健康自我管理行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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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莫○榕 

 

郭光明 2014年資訊技術應用及管

理研討會 

知識管理對於醫院績效影響之實證

研究 

 

103 潘○育 

 

陳芬如 

 

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

術研討會 

國際疾病分類系統第十版轉換之關

鍵障礙與成功因素探討 

 

103 黃○彤 

 

鄭雅愛 

高月慈 

 

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

術研討會 

八週減重計畫對大學過重女學生減

重及體適能之影響 

 

103 林○蓮* 陳芬如 2015健康產業新世代 

照護品質學術研討會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海報組第二名) 

情境模擬教學於精神科護理人員急

救復甦訓練成效 

 

103 余○秀* 鄭雅愛、

高月慈 

2015健康產業新世代 

照護品質學術研討會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海報組佳作) 

以醫療品管圈模式提昇病房癌末病

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簽署率 

 

103 許○纓* 羅英瑛 2015健康產業新世代 

照護品質學術研討會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口頭報告組佳作) 

提升南部某醫中心護理人員能力進

階達成率之專案  

 

 

碩士在職專班生參與期刊論文發表 

學年度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會議名稱 論文主題(出版年) 
101 顏○婷 應純哲、

許素貞 
寶建醫護與管理雜誌 台灣老年人口在不同外傷嚴重度之

醫療資源耗分析 (2013) 
101 林○玲 高家常/

劉憶慧 
European Journal of 
Oncology Nursing  
(SSCI)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piritual 
Interests Related Illness Tool for 
Patients with Cancer in Taiwan 

103 顏○婷* 應純哲、

許素貞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15 醫

務管理期刊優良文章徵選

(特優獎) 

外傷病人醫療資源耗用分析─  
以台南市某醫學中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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