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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九十年度委託計畫一覽表 

                                                                                                 90 年 8 月 10 日 

 計    畫    名    稱 委託單位 執 行 期 間 主持人 

1. 亞洲骨質疏鬆研究 默沙東藥廠 86.6.1-90.6.30 季瑋珠 

2. 「居家服務支援中心」執行結果參訪計畫 內政部 89.9.1-90.2.28 吳淑瓊 

3. 金門縣醫療保健發展方案  衛生署 89.7.1-90.2.28 楊銘欽 

4. 全民健保醫療費用成長趨勢及其影響因素之分析 健保費協會 89.5.1-90.3.31 紀駿輝 

5. 台北市溫泉水質衛生標準研究 北市衛生局 89.6.1-90.5.31 毛義方 

6. 台北縣全面清洗街道改善空氣品質試辦計畫之粒

狀物檢測與資料蒐集工作 

慧群環境科

技(股)公司 

89.6.13-工作完

成日 
陳志傑 

7. 全民健保制度下民眾臨終前一年之醫療資源耗用

分析 
健保局 89.8.1-90.5.31 楊銘欽 

8. 台灣地區醫藥專業菁英對全民健保實施成效之評

估(第一年) 
衛生署 89.1.1-90.6.30 陳端容 

9. 運用風險校正公式，評估論人計酬支付制度實施之

可行性 
健保局 89.1.1-90.6.30 張睿詒 

10. 樟芝王(樟芝醱酵菌絲體)抗肝癌細胞之研究 葡萄王企業

(股)公司 
89.9.1-91.8.31 呂鋒洲 

11. 肺癌的早期偵測－痰中 p53 蛋白與 ras p21 美兆公司 89.9.1-91.8.31 張筱玲 

12. 大腸直腸癌自然病史與危險、預後因子之探討：利

用美兆診所健康檢查資料之病例－世代追蹤研究 
美兆公司 89.9.1-91.8.31 陳秀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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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畫    名    稱 委託單位 執 行 期 間 主持人 

13. 不同形式之鍵盤腕墊對於改善電腦使用者手部肌

肉骨骼問題之評估 
美兆公司 89.9.1-90.8.31 黃耀輝 

14. 台北市國中學生家長對預防子女藥物濫用措施及

藥物教育需求之研究 
美兆公司 89.9.1-90.8.31 李景美 

15. 住院病人中 B 型肝炎,C 型肝炎及愛滋病毒血清之

盛行率研究 
美兆公司 89.9.1-90.8.31 蕭淑銖 

16. 健檢民眾社經地位與健康差異之流行病學研究 

 
美兆公司 89.9.1-90.8.31 李中一 

17. 各國罕見疾病通報、轉介與照顧體系之比較研究及

罕見疾病病例對照研究－9005 
衛生署 90.1.1-90.12.31 宋鴻樟 

18. 糖尿病病患因慢性合併症住院就醫治療狀況之探 

討－9004 
衛生署 90.1.1-90.12.31 莊立民 

19. 台灣地區高科技專業人員壓力調適與疾病、健康飲

食行為之相關性研究－9003 
衛生署 90.1.1-90.12.31 陳端容 

20. 愛滋病感染者之追蹤及治療－9011 疾管局 90.1.1-90.12.31 吳秀英 

21. 台灣地區子宮頸癌篩檢登記工作計畫－9001 衛生署 90.1.1-90.12.31 謝長堯 

22. 九十年度台灣地區癌症登記工作計畫－9002 國民健康局 

(DOH 保健處) 
90.1.1-90.12.31 陳建仁 

23. 乳癌及口腔癌到點篩檢服務資料暨通報系統之建

構工作計畫－9006 

國民健康局 

(總局) 
90.1.1-90.12.31 陳秀熙 

24. 總額支付制度下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相對值合理化

內外部資源整合計畫－9007 
健保局 90.1.1-90.12.31 林小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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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台灣地區子宮頸癌前病變個案追蹤及管理－9008 國民健康局 90.3.15-90.12.31 陳秀熙 

26. 頸肩酸痛危險因子評估工具建構－9010 勞研所 90.4.9-90.12.31 黃耀輝 

27. RCA 受僱勞工流行病學調查研究(Ш) －9009 勞研所 決標日-90.11.30 林瑞雄 

28. 學前兒童健康篩檢計畫之評估計畫－9016 國民健康局 

(第二辦公室) 
90.6.21-90.12.31 楊志良 

29.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前後對病因死亡率變化之研究

－9018 
健保局 90.6.1-91.5.31 賴美淑 

30. 生活重建區組合屋居民公共衛生保健推展計畫之

績效評估業務－9012 

台中縣 

衛生局 
90.5.25-90.12.30 陳秀熙 

31. 長期照護跨專業團隊服務模式之發展－9017 衛生署 90.1.1-90.12.31 戴玉慈 

32. 建構長期照護先導計畫實驗社區－資訊系統架設

計畫－9013 
衛生署 90.1.1-90.12.31 莊坤洋 

33. 民眾對抗生素正確使用之認知、態度和行為調查研

究－9014 
疾管局 90.6.5-90.12.31 宋鴻樟 

34. 台灣地區三十歲以上資料庫－9015 國民健康局 

(第二辦公室) 
90. 7.1-90.12.31 游山林 

35. 台灣衛生政策研究文獻摘要集：1971 年-2000 年 

－9020 
衛生署 90.10.5-91.4.4 陳端容 

36. 職業衛生評估計畫－9019 裕隆汽車 

公司 
90.10.1-91.1.31 詹長權 

37.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盛行率調查－9021 國民健康局
(第二辦公室) 

90.10.11- 

91.10.10 
陳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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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氧化損害與健康狀況和生活習慣之關聯性－9022 美兆公司 90.10.1-91.8.31 莊淳宇 

39. 精神醫療機構護理人員之工作危害與心理壓力之

探討－9023 
美兆公司 90.10.1-91.7.31 郭育良 

40. 台灣食道癌與飲食相關因子之研究－9024 美兆公司 90.10.1-91.6.30 何啟功 

41. 探討大腿部位之重量訓練對停經後婦女股骨頸骨

質密度及肌力之影響－9025 
美兆公司 90.10.1-91.7.31 趙叔蘋 

42. 半導體砷暴露作業安全管理改善計畫之成效評估

－以實證資料研究－9026 
美兆公司 90.10.1-91.8.31 黃耀輝 

43. 應用系列健檢資料以瞭解族群年代健康變化之趨

勢－9027 
美兆公司 90.10.1-91.8.31 蕭淑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