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第一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競賽優勝名單

序號 稿件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得獎種類

9 G20 奇美醫院 王俞蓉 以實證模式探討運用腹部按摩於長照機構便秘住民之成效 金獎

2 G06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孫靜芸 兒科病人使用遠紅外線靜脈顯影器在靜脈導管置放的效用 銀獎

3 G12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

院
陳婷琬 改變週邊靜脈導管留置天數是否會增加靜脈炎之風險 銅獎

4 G22 馬偕紀念醫院 黃凰媖 使用凡士林皮膚護理是否可以減輕嬰幼兒病童紅臀之發生 銅獎

1 G26 臺北榮民總醫院 彭慧美 開心手術病人以Hibiscrub刷洗準備皮膚是否能降低皮膚菌落數 佳作獎

5 G25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世欣 口服益生菌是否可以改善腸胃道管灌飲食病人腹瀉問題 佳作獎

13 G19 臺北榮民總醫院 楊婉伶 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病人食用消毒餐是否可以降低感染發生率？ 佳作獎

10 G09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文綾 皮膚保護劑是否可降低失禁病人第一、二級壓瘡之發生 潛力獎

15 G10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靜芳 輔以音樂治療能否改善精神分裂症病人負性症狀 潛力獎

8 G21 高雄榮民總醫院 李文華 使用肝素或生理食鹽水做為兒童靜脈注射封管(LOCK)其阻塞發生率是否有差異？ 潛力獎

14 G07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陳虹如 腦部損傷併發低血壓病人採平躺或頭低腳高姿勢其血壓值是否有差異 潛力獎

11 G14 三軍總醫院 曾雯萍 臥床病人之翻身頻率對壓瘡發生率的影響 潛力獎

7 G1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
李彩緣 透過實證護理-高頻率胸腔振動(HFCWO)對氣管內管留置病人痰液清除率成效專案 潛力獎

12 G15 三軍總醫院 杜芝穎 使用紫外線消毒是否能有效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 潛力獎

6 G08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江金英 接受心導管術後個案生命徵象測量的應用及成效之探討 潛力獎

一般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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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05 臺中榮民總醫院 黃惠美 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是否能降低呼吸加護病房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金獎

4 T04 臺北榮民總醫院 盧淑芬 應用「整合實證照護模組」降低重症病人中心靜脈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發生率 銀獎

3 T08 澄清綜合醫院 周翠蓉 提升外科加護病房呼吸器相關肺炎(VAP)組合式照護(Bundle Care)正確率 銅獎

6 T02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吳昭燕 運用實證於血液培養採檢前皮膚消毒溶液的選擇 佳作獎

2 T07 三軍總醫院 鍾凱吉 運用實證組合式照護降低呼吸器相關肺炎感染之成效 潛力獎

5 T01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吳金枝 以實證護理探討Chlorhexidine Gluconate酒精性乾式刷手液對外科刷手之成效 潛力獎

7 T06 三軍總醫院 孫吟蓁 比較醫療抗菌濕紙巾和常規消毒法對於醫療環境之消毒成效 潛力獎

SRA02 SR04 臺中榮民總醫院 張惠珍 以導尿管組合式護理是否能有效降低泌尿道感染率？ 金獎

SRA04 SR06 花蓮慈濟醫院 王淑貞 癌症病人接受正念訓練介入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分析 銀獎

SRA01 SR02 花蓮慈濟醫院 許美玉 教育介入提升護理人員壓瘡知識成效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銅獎

SRA03 SR05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周怡伶 剃雉對傷口感染率之成效—系統性回顧暨統合分析 佳作獎

優良海報：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感染控制主題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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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A03 EBR09 高雄榮民總醫院 黃雅惠
間歇性靜脈滴注病人使用Heparin1 Lock或Normal Saline Lock其靜脈炎與阻塞發生是

否有差異?
金獎

EBRA05 EBR11 光田綜合醫院 楊蕙真 運用中心導管照護群組降低加護病房病人使用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率 銀獎

EBRA01 EBR04 臺中榮民總醫院 劉秀華 放置氣管內管的病人使用含有Chlorhexidine的漱口水是否可降低VAP的發生率? 銅獎

EBRA07 EBR13 高雄榮民總醫院 楊秀芬 以實證觀點探討咀嚼口香糖是否可促進腸胃道手術後病人排氣 銅獎

EBRA02 EBR05 三軍總醫院 蔡素蕙 姿勢擺位對早產兒呼吸暫停之成效探討 佳作獎

EBRA06 EBR12 臺中榮民總醫院 葉雅惠 腹部按摩是否可有效改善便秘之實證運用 佳作獎

EBRA14 EBR30 衛福部豐原醫院 江蕙娟 從實證到運用：護理之家住民的口腔照護 潛力獎

EBRA16 EBR32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美娟 建立使用呼吸器病人之臨床 營養護理指引 潛力獎

EBRA08 EBR14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 藍周惠 精神專科醫院推動手部衛生之成效 潛力獎

EBNA04 EBN24 臺北榮民總醫院 廖詠萱 以腹部按摩及熱水足浴改善一位便秘及失眠症狀老人之案例分析 金獎

EBNA23 EBN93 臺北榮民總醫院 柯惠娟 唾液替代品是否可以減緩頭頸癌病人接受放射線治療後口乾 銀獎

EBNA19 EBN85 臺北榮民總醫院 鍾佩恩 Pyridoxine可否改善行化學治療病人所產生之手足症候群 銀獎

EBNA20 EBN87 臺北榮民總醫院 黃筱容 輕度急性胰臟炎病人早期給予腸道營養的預後成效是否優於靜脈營養？ 銅獎

優良海報：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優良海報：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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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A17 EBN74 臺北榮民總醫院 黃欣怡 上肢運動是否能改善乳癌淋巴廓清手術後的肢體淋巴水腫？ 銅獎

EBNA21 EBN88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翊慈 低升糖指數飲食是否有助於糖尿病患者穩定控制血糖？ 銅獎

EBNA29 EBN119 臺北榮民總醫院 廖怡枌 薑是否可改善癌症病人接受化學治療引起之噁心嘔吐 佳作獎

EBNA10 EBN39 臺北榮民總醫院 許書寧 音樂治療是否可以改善執行大腸鏡病人的疼痛 佳作獎

EBNA24 EBN96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育寧 使用微量元素「鉻」是否有助於第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 佳作獎

EBNA28 EBN116 三軍總醫院 杜芝穎 探討抽痰前滴注生理食鹽水對病人血氧的影響 佳作獎

EBNA12 EBN48 臺北榮民總醫院 賴宜君 對於心衰竭病人實施限鈉鹽措施是否可降低死亡率? 佳作獎

EBNA25 EBN97 花蓮慈濟醫院 吳玫儀 表面麻醉劑可否減輕病人放置鼻胃管時之疼痛感? 佳作獎

EBNA30 EBN120 台南新樓醫院 蕭靚雯 按摩治療是否能促進早產兒生理指標穩定 潛力獎

EBNA03 EBN23 臺北榮民總醫院 劉苡沙 一位骨肉瘤病童照護經驗之實證案例分析 潛力獎

EBNA22 EBN91 陽明附醫 李育勤
血液透析病患之動靜脈瘻管兩針距離小於5公分是否增加血管再循環率而影響透析效

能
潛力獎

EBNA26 EBN107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佳伶 音樂治療是否可以改善失智症患者的激動行為？ 潛力獎

EBNA15 EBN61 臺北榮民總醫院 韋　潔 輕度急性胰臟炎病人初進食採低油飲食是否較正常飲食能減少腹痛發生？ 潛力獎

EBNA16 EBN63 慈濟綜合醫院 林孟樺 提供戒菸諮詢是否可提升住院吸菸病人戒菸成功率 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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