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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01

A Comparison of Long-Acting Injectable Antipsychotics

with Oral Antipsychotics on Time to Rehospitalization

within One Year of Discharg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Hung-Ｏ Chan

Superintendent Office, Taoyuan

Psychiatric Cent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口頭發表

O-002 以全人照護觀點分析實習醫學生的病史詢問與臨床技能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王Ｏ文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頭發表

O-003 運用整合式照護模式降低中重度COPD個案90天內再住院率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王Ｏ婷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口頭發表

O-004 多重介入感染控制措施改善腸球菌感染症之抗生素選用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沈Ｏ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口頭發表

O-005
跨團隊合作運用低壓力支持提醒模式來探討創傷性腦損傷病人呼

吸器使用因素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林Ｏ芳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口頭發表

O-006 發展臨床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育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徐Ｏ娟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口頭發表

O-007

Efficacy of Mind-Body Exercise on Functioning, Cognition

and Physical Fitness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陳Ｏ嶸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口頭發表

O-008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提升專科護理師對負壓傷口治療裝置技術正確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彭Ｏ聿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口頭發表

O-009
A Pathway towards Holistic Care in Practice: Patient-

Centered Medical Education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廖Ｏ帆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頭發表

O-010
Comparison of clinical presentation of patients with SARS-

CoV-2 and alpha variant
醫療照護 及醫學教育 鐘Ｏ昇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口頭發表

O-011
創新運用放腫資訊系統自動化提醒排檢流程，提升電腦斷層模擬

定位到檢率
醫院管理/健康管理 徐Ｏ雄 亞東紀念醫院 口頭發表

O-012 「剖腹產」與「神經性膀胱障礙」相關性之世代研究 醫院管理/健康管理 張Ｏ敏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口頭發表

O-013

Efficacy of the 30-Min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Poststimulation Test in Diagnosing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A Multicountry Study with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醫院管理/健康管理 陳Ｏ卿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頭發表

O-014 運用多元評估量表探討長照2.0居家復能服務之成效 智慧醫療 /人工智能類 許Ｏ儀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口頭發表

O-015 精神專科醫院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入院前胸部X光判讀 智慧醫療 /人工智能類 賴Ｏ良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口頭發表

O-016 運用跨領域整合照護模式成功銜接長期照護服務之個案報告 智慧醫療 /人工智能類 曾Ｏ容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口頭發表

O-017

Clinical profiles and complications of patients intoxicated

with synthetic cathinone mixtures at a psychiatric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Northern Taiwan

長期照護 /居家醫療 林Ｏ亨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口頭發表

O-018 兒童青少年門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整合治療團體治療成效分析 長期照護 /居家醫療 葉Ｏ豪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口頭發表

O-019 某長照機構住民接受肌少症風險調查結果之探討 長期照護 /居家醫療 紀Ｏ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台中慈濟護理

之家
口頭發表

O-020 疫起守護 社區堡壘~加強版集中檢疫所建置 新興傳染病 江Ｏ娟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口頭發表

衛生福利部110年第十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研討會
口頭發表錄取名單



O-021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finding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conversion
新興傳染病 鐘Ｏ昇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口頭發表

O-022
探討民眾對COVID-19疫苗接種意願之橫斷面調查－以中部某區

域醫院民眾為例
新興傳染病 程Ｏ君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口頭發表

O-023 精神專科醫院急診利用戶外事件檢傷區面對COVID-19大流行 新興傳染病 賴Ｏ良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口頭發表

O-024

Comparison of Suicide News reports in the Media Two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icide

Prevention Act in Taiwan

其他類 吳Ｏ亮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口頭發表

O-025 懷舊團體應用於失智長者及其照顧者之成效 其他類 洪Ｏ顥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樂活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口頭發表

O-026
Clinical and Sociodemographic Profiles of Offenders with

Mental Illness in Forensic Assessment
其他類 林Ｏ亨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口頭發表

O-027 綜合科單人病房白班護理人員逾時下班改善專案 其他類 陳Ｏ穎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口頭發表

O-028 多元樂齡趣味競賽對高齡者體適能健康促進－以醫院高齡志工為 其他類 吳Ｏ君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口頭發表

O-029
以實證醫學探討使用減除白血球之PRP對於旋轉肌袖修補手術之

患者修復的影響
其他類 陳Ｏ旻 三軍總醫院 口頭發表

O-030 非侵襲式呼吸器是否可減少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之死亡率？ 其他類 林Ｏ庭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口頭發表

O-031 降低手術病人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王Ｏ媛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口頭發表

O-032 提升兒科大腸鏡檢查前飲食準備之完整性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洪Ｏ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口頭發表

O-033 運用自動化手術品質地圖監測手術品質：ACS NSQIP 的拓展學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張Ｏ瑤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頭發表

O-034 運用HFMEA降低住院病人自殺率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陳Ｏ絨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口頭發表

O-035 入院預警評估指標之成效分析—某區域醫院之先驅研究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陳Ｏ培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頭發表

O-036
運用多元防疫策略提升人員照護待PCR報告且產程快速進展產婦

的評估與因應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曾Ｏ玲 大林慈濟醫院 口頭發表

O-037 化學治療臨床試驗標準作業流程與輔助性工具攔阻近跡錯誤分析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黃Ｏ慧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口頭發表

O-038 醫院與基層醫療群合作建構開放醫院與共同照護模式成效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董Ｏ蘭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口頭發表

O-039 運用品管圈改善手法-降低血液透析動靜脈?管阻塞率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謝Ｏ燕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口頭發表

O-040 Insulin glargine不同劑型療效安全與藥物經濟評估 病人安全 及品質類 謝Ｏ霞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口頭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