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海報論文通過一覽表

序號 結果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SRA01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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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2 入圍優良 SR04 台中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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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3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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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4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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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1 入圍優良 EBR04 台中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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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2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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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3 入圍優良 EBR09 高雄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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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4 入圍優良 EBR10 衛福部玉里醫院 謝家柔 以團體行為治療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為之成效探討

EBRA05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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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6 入圍優良 EBR12 台中榮總 葉雅惠 腹部按摩是否可有效改善便秘之實證運用

EBRA07 入圍優良 EBR13 高雄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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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8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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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9 入圍優良 EBR15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 藍周惠 運用介入感染管制措施降低精神科復健病房上呼吸道感染群聚事件

EBRA10 入圍優良 EBR23 成大附醫 洪麗娟 於資訊系統中建構中心導管組合式感染管制措施之研究-以南台灣某醫學中心為例

SR

EBR

系統性文獻分析類(4篇, 通過率: 67%)

實證應用或研究類(16篇, 通過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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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A11 入圍優良 EBR24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靜儀 以高壓氧輔助治療糖尿病足潰瘍傷口之成效

EBRA12 入圍優良 EBR25 花蓮慈濟醫院 曹文昱 多元互動教學介入措施提升護理人員壓瘡等級判別正確率之專案

EBRA13 入圍優良 EBR28 光田綜合醫院 梁慧婷 以母嬰共照提升親子同室滿意度之研究

EBRA14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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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15 入圍優良 EBR31 馬偕醫院新竹分院 鍾如屏 鼻部手術後病人可否藉由不同的漱口水降低口臭？

EBRA16 入圍優良 EBR32 台北榮總 陳美娟 建立使用呼吸器病人之臨床 營養護理指引

EBNA01 入圍優良 EBN08 嘉義基督教醫院 賴玉純 早期或晚期介入袋鼠護理對低出生體重兒罹病率及死亡率之改善成效

EBNA02 入圍優良 EBN21 台灣實證健康照護中心 林佳瑩 漸進式阻力運動訓練是否可增強老年人的下肢肌力?

EBNA03 入圍優良 EBN23 台北榮總 劉苡沙 一位骨肉瘤病童照護經驗之實證案例分析

EBNA04 入圍優良 EBN24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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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05 入圍優良 EBN29 陽明附醫 張雅芳 施行口腔清潔是否能降低院內呼吸器相關肺炎發生率?

EBNA06 入圍優良 EBN30 澄清綜合醫院 施麗香 音樂治療運用於減輕病人術前焦慮程度

EBNA07 入圍優良 EBN32 台南新樓醫院 許斐華 痛風病人攝取豆類製品是否會使尿酸上升

EBNA08 入圍優良 EBN33 嘉義基督教醫院 蔡佩靜 應用音樂治療改善失智症病人躁動之成效探討

EBNA09 入圍優良 EBN34 嘉義基督教醫院 李玟徵 音樂治療改善被約束病人躁動之成效

EBN 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102篇, 通過率: 69%)

第 2 頁，共 8 頁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海報論文通過一覽表

序號 結果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EBNA10 入圍優良 EBN39 台北榮總 許書寧 音樂治療是否可以改善執行大腸鏡病人的疼痛

EBNA11 入圍優良 EBN42 陽明附醫 林怡甄 比較靜脈留置針與靜脈穿刺抽血對樣本溶血率造成的影響

EBNA12 入圍優良 EBN48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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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13 入圍優良 EBN49 台北榮總 黃向禧 開胸病人手術前開始執行呼吸運動是否可減少住院天數?

EBNA14 入圍優良 EBN55 台北榮總 林靜雯 使用益生菌是否能預防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發生

EBNA15 入圍優良 EBN61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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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16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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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17 入圍優良 EBN74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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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18 入圍優良 EBN76 恩主公醫院 游嘉瑋 小量噴霧器浸泡後沖洗是否更能減少餘菌量

EBNA19 入圍優良 EBN85 台北榮總 鍾佩恩 Pyridoxine可否改善行化學治療病人所產生之手足症候群

EBNA20 入圍優良 EBN87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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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1 入圍優良 EBN88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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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2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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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3 入圍優良 EBN93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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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4 入圍優良 EBN96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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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5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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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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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A26 入圍優良 EBN107 台北榮總 陳佳伶 音樂治療是否可以改善失智症患者的激動行為？

EBNA27 入圍優良 EBN114 台北榮總 陳臆安 膝部冰敷加壓可否有效減輕全膝關節置換術(TKA)病人術後疼痛？

EBNA28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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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9 入圍優良 EBN119 台北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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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30 入圍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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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31 入圍優良 EBN123 台北榮總 鄭淑英 臥床病人每二小時翻身是否可以預防壓瘡？

EBNA32 入圍優良 EBN128 三軍總醫院 吳欣諭 拔管病人使用類固醇是否能降低喘鳴的發生率之實證探討

EBNA33 入圍優良 EBN131 三軍總醫院 林宜緯 漏氣試驗通過是否可以減少拔管後喉頭水腫與喘鳴音發生之實證探討

EBNA34 入圍優良 EBN132 三軍總醫院 洪憶綺 水膠體敷料運用對壓瘡癒合情況是否有成效之實證探討

EBNA35 入圍優良 EBN140 三軍總醫院 蔡慧怡 照護一位呼吸衰竭併喉頭水腫病人護理經驗之實證案例分析

EBNA36 入圍優良 EBN142 台北榮總 許芳瑜 照護一位慢性阻塞性肺疾併急性發作病人之實證案例分析

EBNB01 可刊登 EBN02 三軍總醫院 洪如燁 增加病人復健治療強度是否有助於改善腦部損傷病人之功能狀態

EBNB02 可刊登 EBN04 台北榮總 柯俐如 慢性下背痛病人予背部按摩是否能有效減輕疼痛？

EBNB03 可刊登 EBN05 台北榮總 黃嘉琪 抽痰時滴入生理食鹽水稀釋痰液是否會增加氣管內管留置病人的感染發生率﹖

EBNB04 可刊登 EBN09 嘉義基督教醫院 黃秀美
比較行全膝關節置換術病患術後使用物理運動和合併連續被動運動對膝關節活動度
之成效

EBNB05 可刊登 EBN12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怡燐 音樂療法緩解癌症病人身心理症狀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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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06 可刊登 EBN14 嘉義基督教醫院 徐惠禎 舌繫帶過緊的兒童是否會影響語言發展

EBNB07 可刊登 EBN17 內湖三軍總醫院 劉家瑜 懷舊治療可否改善老年失智症患者的憂鬱情緒

EBNB08 可刊登 EBN22 台北榮總 林麗莉 下腸道手術後病人嚼口香糖是否能促進腸蠕動？

EBNB09 可刊登 EBN25 台北榮總 徐裳訢 走路運動是否能改善肝癌療癒病人之生活品質

EBNB10 可刊登 EBN26 台北榮總 呂宜靜 一位胸腔手術後病人之護理案例分析-運用呼吸訓練和按摩療法

EBNB11 可刊登 EBN31 花蓮慈濟醫院 余佳倫 哪些吞嚥篩選工具適合護理人員篩檢腦中風病人吞嚥困難？

EBNB12 可刊登 EBN35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陳怡靜 結腸癌術後患者咀嚼口香糖是否縮短術後排氣時間？

EBNB13 可刊登 EBN37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吳宜蓁 運用華森理論改善於腦中風病患無望感及因應行為

EBNB14 可刊登 EBN40 成大附醫 邱荻文 運用安寧緩和療護協助壯年癌末病人及家屬面對死亡恐懼達到善終之加護經驗

EBNB15 可刊登 EBN43 台中榮總 盧勅君
氣管內管留置病人以2%chlorhexidine執行口腔護理是否比0.9%等張生理食鹽水更
能降低VAP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的發生率？

EBNB16 可刊登 EBN44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葉佩玟 因鴉片藥物導致便秘病人使用腹部穴位按摩能否改善便秘之探討

EBNB17 可刊登 EBN45 馬偕醫院淡水院區 陳汎汝 住院病患接受大腸鏡檢查是否須完全禁水對腸道清潔程度之影響

EBNB18 可刊登 EBN46 馬偕醫院 李欣怡 實證護理應用使用MST評估量表是否可有效診斷肺結核營養需求

EBNB19 可刊登 EBN47 馬偕醫院淡水院區 周維愉 太極拳對腦中風病人平衡能力改善之成效

EBNB20 可刊登 EBN50 台北榮總 王心亭 運用腹部按摩治療於一位便秘個案之護理經驗

EBNB21 可刊登 EBN52 台北榮總 簡妤庭 一位老年便秘患者之實證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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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22 可刊登 EBN54 台北榮總 常怡平 一位心臟衰竭病人限水照護經驗之案例分析

EBNB23 可刊登 EBN65 屏東基督教醫院 莊峰玲 全髖關節置換術後病人使用間歇充氣加壓器是否有效降低靜脈血栓栓塞發生率？

EBNB24 可刊登 EBN66 台北榮總 何宜芳 以實證探討3%NACL與0.9%N/S運用於噴霧治療之呼吸道症狀改善程度比較

EBNB25 可刊登 EBN69 馬偕醫院 蔡榮美 產後實施親子同室是否可提升純母乳持續哺餵率之探討

EBNB26 可刊登 EBN70 馬偕醫院 莊雅婷 多媒體護理指導在降低急性冠心症病人住院期間焦慮之成效

EBNB27 可刊登 EBN71 馬偕醫院 鄭皓云 Colistin 靜脈滴注併用蒸氣吸入是否有助於提升呼吸器相關性肺炎之療效

EBNB28 可刊登 EBN75 馬偕醫院 林于文 使用麩醯胺酸（Glutamine）漱口是否可有效降低白血病病人口腔粘膜炎嚴重度？

EBNB29 可刊登 EBN77 台北榮總 陳盈潔 中風病人下肢運動介入之跌倒成效相關因素探討

EBNB30 可刊登 EBN78 恩主公醫院 林秀節 內科病人給予下肢肌力訓練是否可降低跌倒發生率?

EBNB31 可刊登 EBN79 三軍總醫院 葉安妮 比較外科術後病人使用靜脈及硬脊膜自控式止痛劑緩解疼痛及副作用之差異

EBNB32 可刊登 EBN80 三軍總醫院 簡孟萱 比較壓瘡傷口在使用不同的清潔溶液對於癒合效果是否會有不同

EBNB33 可刊登 EBN81 台北榮總 王 景 行CABG病人術後復建是否可增加術後心肺功能？

EBNB34 可刊登 EBN84 台北榮總 鄭宛菲 術後一小時即改變臥位對半身麻醉後頭痛之影響

EBNB35 可刊登 EBN90 台北榮總 何佳穎 運用穴位按摩方式是否能減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呼吸困難的症狀

EBNB36 可刊登 EBN95 三軍總醫院 陳怡安 使用靜脈探測器對於困難靜脈患者注射成功率之探討

EBNB37 可刊登 EBN100 台北榮總 鄭朝惠 服用益生菌是否能改善抗生素所造成初期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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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38 可刊登 EBN101 三軍總醫院 鄭兆峰 探討一般傷口照護與人工皮膚料對病人壓瘡傷口癒合情形於加護中心之比較

EBNB39 可刊登 EBN103 三軍總醫院 洪珮珊 探討開放式與密閉式氣管內管抽吸對病人呼吸機相關性肺炎發生率之比較

EBNB40 可刊登 EBN106 陽明附醫 李育勤 血液透析病人接受飲食衛教是否能降低血清磷值。

EBNB41 可刊登 EBN108 屏東醫院 陳枝梅 脊髓麻醉後絕對臥床6-8小時是否可預防脊髓麻醉後頭痛的發生?

EBNB42 可刊登 EBN109 陽明附醫 黃宜婷 周邊靜脈針留置天數是否影響血流感染發生率?

EBNB43 可刊登 EBN110 恩主公醫院 蔡玟純 運用教育訓練提升急診護理人員對暴力事件之處置能力

EBNB44 可刊登 EBN112 三軍總醫院 李冠霖 實證案例分析-照顧一位胸腔術後患者提供口腔護理以預防呼吸器相關性肺炎

EBNB45 可刊登 EBN113 台北榮總 劉孟琪 一位一氧化碳中毒接受高壓氧治療病人之案例分析

EBNB46 可刊登 EBN115 三軍總醫院 杜芝穎 探討Voluven（Hydroxyethyl Starch）輸液治療對敗血症病人的影響

EBNB47 可刊登 EBN117 三軍總醫院 杜芝穎
探討雙倍劑量Clopidogrel對於預計接受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的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
患者之成效

EBNB48 可刊登 EBN121 台南新樓醫院 蕭靚雯 安胎孕婦採用絕對臥床是否可以預防早產發生?

EBNB49 可刊登 EBN124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吳佩珊 探討徒手淋巴引流是否有效改善淋巴水腫

EBNB50 可刊登 EBN125 三軍總醫院 湯怡雯 對於腹部手術後之病人，咀嚼口香糖是否能有效促進腸蠕動

EBNB51 可刊登 EBN126 馬偕醫院 張沛涵 居家護理鼻胃管個案使用聚氨酯材質是否能降低阻塞率?

EBNB52 可刊登 EBN127 彰化基督教醫院 葉倩菁 以實證探討失眠患者接受認知行為治療提升睡眠品質之成效

EBNB53 可刊登 EBN129 三軍總醫院 巫姿瑩 重症發燒病人使用物理性降溫及藥理性降溫實證比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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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54 可刊登 EBN130 三軍總醫院 李佩圜
使用紗布或透明薄膜式敷料執行中心靜脈導管護理對於血流感染率的降低是否有差
異之實證探討

EBNB55 可刊登 EBN133 三軍總醫院 張嘉軒 使用呼吸器的病人予以抽痰時滴入生理食鹽水是否會造成呼吸器相關肺炎?

EBNB56 可刊登 EBN134 三軍總醫院 陳如筠 腦損傷病人使用高壓氧治療對於GCS回復是否有改善之實證探討

EBNB57 可刊登 EBN136 三軍總醫院 陳虹菱 一氧化碳中毒病人使用高壓氧療法後是否能改善神經學症狀之實證探討

EBNB58 可刊登 EBN137 三軍總醫院 陳毓孺 照顧一位C2-C4脊髓損傷合併呼吸衰竭病患脫離呼吸器之護理經驗

EBNB59 可刊登 EBN139 三軍總醫院 陳慧如 抑鬱症狀病人使用針灸治療是否有助於症狀嚴重度改善之實證探討

EBNB60 可刊登 EBN141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吳秀娟 置放鼻胃管是否能改善急性腦中風患者吸入性肺炎之發生?

EBNB61 可刊登 EBN143 屏東醫院 薛鳳姬 脊髓麻醉後平躺6-8小時是否可預防spinal headache的發生?

EBNB62 可刊登 EBN145 恩主公醫院 劉秀琴 護理人員有無給予賦權對留任率是否有差異?

EBNB63 可刊登 EBN146 三軍總醫院 周克慧 體位對於呼吸機相關性肺炎發生率的影響之實證案例分析

EBNB64 可刊登 EBN147 TWNA 吳佳窈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患施打血栓溶解劑後出血分析

EBNB65 可刊登 EBN148 國軍高雄總醫院 黃素芬 早期腸道灌食(early enteral nutrition)對重症病人是否有臨床效益？

EBNB66 可刊登 EBN149 國軍高雄總醫院 楊琳琪 頭低腳高姿勢是否可提升低血壓病人的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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