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醫學部 2017 年 -- 2020 年 期刊研究論文目錄(2020.01.15)
*1 (5378, 原始論著)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Gastric Polyp in Asymptomatic Patients Receiving Health
Examination
原載：Gastroenter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Gastroenter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8：
945190-5,2018 (王復維--家庭醫學部)
*王復維、楊肅奇、*陳如意、*林恭弘、*陳彥樺、*許秉毅、*余憲忠
*2 (5320, 原始論著)
Prevention of tamoxifen-relate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原載：Clinical Breast Cancer Clinical Breast Cancer 18(4)：e677-e685,2018 (潘湘如--家庭醫
學部)
*張宏泰、*潘湘如、李建宏
VGHNKU103-002
*3 (5354, 原始論著)
Increased risk of osteoporosis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
population-base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原載：MEDICINE MEDICINE 97(42)：e12835-,2018 (陳弘哲--家庭醫學部)
*陳弘哲、*楊皓宇、*薛光傑、沈正哲、*陳如意、*余憲忠、王子林
VGHKS107-029
*4 (5150, 原始論著)
Gait Speed rather than Dynapenia Is a Simple Indicator for Complex Care Nee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Using Minimum
Data Set.
原載：Scientific Reports Scientific Reports 7(1)：8418-,2017 (黃資雅--家庭醫學部)
*黃資雅、*梁志光、*沈秀祝、*陳宏益、*廖美珍、*周明岳、*林育德、Liang-Kung Chen

家庭醫學部 2017 年 -- 2020 年 學術會議論文目錄
註: 排列序號加註 * 表示國際性會議，作者姓名加註 * 表示院內作者。

*1 2019 年台灣安寧緩和療護聯合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9-6-30
地點：台灣 ( 家庭醫學部, 王仞寒 -順:1 ) (壁報發表) - 5318
作者：*王仞寒
題目：癌症死亡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文件類型分析
2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108 年度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9-7-21
地點：台北 ( 家庭醫學部, 王仞寒 -順:1 ) (壁報發表) - 5339
作者：*王仞寒
題目：老年人身體活動量與健康促進介入成效之關係
*3 WONCA APRWONCA APR 2019 KYOTO Conference 2019
時間：2019-5-15
地點：日本京都 ( 家庭醫學部, 王復維 -順:1 ) (壁報發表) - 5143
作者：*王復維
題目：Application of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or screening hospital
employee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4 2019 亞太家庭醫學年會 WONCA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2019(APR)
時間：2019-5-14
地點：日本京都 ( 家庭醫學部, 王復維 -順:1 ) (壁報發表) - 5239
作者：*王復維
題目：Application of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or screening hospital
employees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5 2019 年度會員大會暨台灣安寧緩和療護聯合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9-6-30
地點：台灣,台北 ( 家庭醫學部, 胡伊婷 -順:1 ) (壁報發表) - 5347
作者：*胡伊婷
題目：漸凍人病患接受安??護之個案報告
6 108 年度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9-7-21
地點：台灣,台北 ( 家庭醫學部, 胡伊婷 -順:1 ) (壁報發表) - 5348

作者：*胡伊婷
題目：無症狀病患接受健康檢查之胃息肉盛行率及危險因子
7 108 年度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9-7-21
地點：台灣,台北 ( 家庭醫學部, 胡伊婷 -順:1 ) (壁報發表) - 5349
作者：*胡伊婷
題目：針對半導體行業員工進行的心血管風險評估
*8 WONCA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2019
時間：2019-5-15
地點：日本京都 ( 家庭醫學部, 許名雅 -順:1 ) (壁報發表) - 5220
作者：*許名雅
題目：An Investigation of Health-Risk Behaviors and Health Awareness in
Community-Dwelling Adults
at High Risk for Diabetes
*9 2019 亞太家庭醫學年會 WONCA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2019(APR)
時間：2019-5-15
地點：日本京都 ( 家庭醫學部, 許名雅 -順:1 ) (壁報發表) - 5236
作者：*許名雅
題目：An Investigation of Health-Risk Behaviors and Health Awareness in
Community-Dwelling Adults at High
Risk for Diabetes
*10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
時間：2019-5-29
地點：Warsaw, Poland ( 家庭醫學部, 許名雅 -順:1 ) (壁報發表) - 5237
作者：*許名雅
題目：The Effectiveness of Individualized Lifestyle Intervention for Diabetes Prevention and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11 Asian Federation of Osteoporosis Societies (AFOS) 2017
時間：2017.10.07
地點：馬來西亞 ( 家庭醫學部, 陳弘哲 -順:1 ) (壁報發表) - 4456
作者：*陳弘哲
題目：Increased risk of osteoporosis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 population-base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12 The 20th World Congress of Psycho-Oncology and Psychosocial Academy
時間：2018-10-29
地點：中國香港 ( 家庭醫學部, 陳如意 -順:0 ) (壁報發表) - 5172
作者：*陳如意
題目：STAGE IV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IN OLDER PATIENTS:
SURVIVAL ANALYSIS
13 台灣肥胖醫學會 105 年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6-12-4
地點：台北 ( 家庭醫學部, 潘湘如 -順:1 ) (壁報發表) - 4532
作者：*潘湘如
題目：減重競賽是一種值得推行的體重控制方式嗎?
*14 26th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 (HPH)
時間：2018-6-4
地點：義大利 ( 家庭醫學部, 潘湘如 -順:1 ) (壁報發表) - 5125
作者：*潘湘如
題目：Is Weight Loss Competition Program a Healthy Way to Control Body Weight? :
Workplace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
*15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
時間：2019-5-29
地點：波蘭,華沙 ( 家庭醫學部, 潘湘如 -順:1 ) (壁報發表) - 5284
作者：*潘湘如
題目：School based Childhood Obesity Prevention Program
*16 25th International HPH Conference
時間：2017.4.12
地點：奧地利維也納 ( 家庭醫學部, 薛光傑 -順:1 ) (口頭發表) - 4677
作者：*薛光傑
題目：Promote Oversea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 An Experience of Taiwan’s smoke-free
hospital
*17 25th International HPH Conference
時間：2017.4.12
地點：奧地利維也納 ( 家庭醫學部, 薛光傑 -順:1 ) (口頭發表) - 4678
作者：*薛光傑

題目：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at smoke-free Workplace : An Experience of Taiwan’s
Smoke-Free
*18 25th International HPH Conference
時間：2017.4.12
地點：奧地利維也納 ( 家庭醫學部, 薛光傑 -順:1 ) (口頭發表) - 4679
作者：*薛光傑
題目：How to promote Smoke-free Hospital with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 A Taiwan’s
Experience
*19 第九屆二岸四地菸害防制交流研討會
時間：20170904
地點：台灣 ( 家庭醫學部, 薛光傑 -順:1 ) (壁報發表) - 4692
作者：*薛光傑
題目：大型醫院的角色與責任
*20 第九屆二岸四地菸害防制交流研討會
時間：20170904
地點：台灣 ( 家庭醫學部, 薛光傑 -順:1 ) (口頭發表) - 4693
作者：*薛光傑
題目：以生態系架構推動無菸地球村
*21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
時間：2018-6-4
地點：義大利波隆納 ( 家庭醫學部, 薛光傑 -順:1 ) (口頭發表) - 4844
作者：*薛光傑
題目：Promote Smoke-Free Family in Cambodia- An Experience of Taiwan’s smoke-fre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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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家庭醫學部 VGHKS106-071

白穗軟珊瑚萃取物對於乳癌細胞的影響

潘湘如

家庭醫學部 VGHKS106-166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王復維

家庭醫學部 VGHKS106-167

高雄榮民總醫院員工健康促進方案計畫

王復維

家庭醫學部 VGHKS107-028

癌症死亡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狀況分析

陳如意

家庭醫學部 VGHKS107-029

脂肪肝病人與骨質疏鬆罹患率相關性:人口回溯性研究

陳弘哲

家庭醫學部 VGHKS107-073

旋覆花活性二次代謝物對於乳癌細胞的作用探討

潘湘如

家庭醫學部 VGHKS107-181

高雄榮民總醫院員工健康促進方案計畫

王復維

家庭醫學部 VGHKS107-182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王復維

家庭醫學部 VGHKS107-D08-4 藝術治療用於安寧療護之成效分析（子計畫四）

黃資雅

家庭醫學部 VGHKS107-D09-1 社區健康識能提升計畫（子計畫一）

潘湘如

家庭醫學部 VGHKS107-D09-2 職場健康促進計畫（子計畫二）

陳如意

家庭醫學部 VGHKS108-086

撤除維生醫療病人預後情形分析

陳如意

家庭醫學部 VGHKS108-143

高風險族群之戒菸介入治療成效

薛光傑

家庭醫學部 VGHKS108-181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王復維

家庭醫學部 VGHKS108-182

高雄榮民總醫院員工健康促進方案計畫

王復維

家庭醫學部 VGHKS108-D02-4 偏鄉骨質疏鬆認知與預防計畫(子計畫四)

陳如意

家庭醫學部 VGHKS108-D07-1 居家醫療照護的老年病人在營養介入後之影響(子計畫一) 陳如意
家庭醫學部 VGHKS108-D07-2

家庭醫學部 VGHNKU108-001

社區關懷站以健康生活型態介入對代謝異常及生活品質的
影響(子計畫二)
苦瓜萃取物抑制人類三陰性乳癌細胞增生導致細胞凋亡與
抑制癌細胞轉移

潘湘如

潘湘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