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海報論文通過一覽表(更正版)

刊登序號 結果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SRA01 入圍優良 SR12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陳姿郁 早期與晚期氣切對重症病人照護成效之探討：隨機對照試驗之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

SRA02 入圍優良 SR05 嘉義基督教醫院 謝伶瑜 以按摩油按摩對於早產兒體重增加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SRA03 入圍優良 SR08 臺中榮民總醫院 鄭采彥 心臟手術病人脫離氣管內管後使用BiPAP降低肺部合併症之成效分析

SRA04 入圍優良 SR18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林　緯 藥物介入於男性更年期性功能障礙之勃起功能改善的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SRA05 入圍優良 SR13 臺中榮民總醫院 李宜芬 學童定期牙齒塗氟是否有效降低齲齒盛行率？

SRB01 現場展出 SR02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陳婷琬
Efficacy of Amylmetacresol and 2,4-dichlorobenzyl throat lozenges for acute sore throat due to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RB02 現場展出 SR06 臺中榮民總醫院 蔡佳穎 退化性膝關節炎病人膝蓋接受注射高濃度葡萄糖水是否能有效緩解膝關節疼痛？

SRB03 現場展出 SR07 臺中榮民總醫院 劉秀鳳 使用聚乙烯類包裹物是否可以預防早產兒低體溫發生？

SRB04 現場展出 SR17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陳若蘋 非營養性吸吮對於早產兒全由口進食與住院天數之影響：系統性文獻回顧

SRB05 現場展出 SR03 高雄榮民總醫院 黃雅惠 比較關節內注射類固醇或玻尿酸對骨關節炎成效

SRB06 現場展出 SR09 花蓮慈濟醫院 戴佳惠 術後早期洗澡對於傷口感染的影響--系統性文獻回顧

SRB07 現場展出 SR04 長庚科技大學 沈雪珍 太極拳運動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運動耐力、生活品質及健康狀態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SRB08 現場展出 SR11 台南市立醫院 孫慧萍 Port-A彎針置入使用生理食鹽水是否可取代Heparin預防導管阻塞之實證探討

SRB09 現場展出 SR14 臺中榮民總醫院 葉菁怡 使用高濃度氧氣降低全身麻醉後手術後噁心嘔吐(PONV)之成效

SRB10 現場展出 SR19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佩璇 婦科手術後病人早期移除導尿管之成效分析:系統性文獻回顧

SRB11 現場展出 SR10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昱芬 導入ABCDE bundle是否能降低加護病房使用呼吸器病人譫妄發生: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

SRB13 現場展出 SR01 奇美醫院 郭嘉琪 近紅外線設備於輔助困難注射兒童周邊靜脈注射之效應：次族群統合分析

SR 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17篇, 通過率：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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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A01 入圍優良 EBR42 臺北榮民總醫院 鄭慧娟 多面向介入措施降低骨科老人術後譫妄之成效

EBRA02 入圍優良 EBR31 高雄榮民總醫院 賴彥和 接受腹部手術後病人使用束腹帶是否有效緩解傷口疼痛

EBRA03 入圍優良 EBR29 高雄榮民總醫院 鄭淑芬 肺齡檢測可否提升成人吸菸者之戒菸成功率？

EBRA04 入圍優良 EBR40 馬偕紀念醫院 張韻敏 癌症晚期下肢水腫之病人給予實證照護計劃是否可以降低疼痛指數及提高護理滿意度？

EBRA05 入圍優良 EBR22 慈濟科技大學 羅淑芬 音樂治療對燒傷病人疼痛控制成效之統合分析

EBRA06 入圍優良 EBR34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李佩珊 非複雜性闌尾炎是否可以免手術採用抗生素治療？

EBRA07 入圍優良 EBR38 馬偕紀念醫院 蔡榮美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n learning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of a multimodal curriculum between senior college

students in nursing and seeded trainers of hospital nurses using Chinese version of Fresno test

EBRB01 現場展出 EBR03 花蓮慈濟醫院 陳羿寧 colistin噴霧治療比起靜脈注射是否對多重抗藥性細菌肺炎病人腎功能之肌酸酐的影響較少？

EBRB02 現場展出 EBR01 奇美醫院 柯雅婷
Nurses had a fourfold risk for overdose of sedative, hypnotics, and psychotropics than other health care providers: a

retrospective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in Taiwan

EBRB03 現場展出 EBR06 台安醫院 葉淑敏 運用多元衛教模式指導血液透析病人高血磷之成效

EBRB04 現場展出 EBR04 花蓮慈濟醫院 吳瑞玲 皮膚組合式照護對預防重症病人壓瘡之成效

EBRB05 現場展出 EBR09 花蓮慈濟醫院 戴佳惠 探討沐浴方式對於重症病人皮膚清潔之成效

EBRB06 現場展出 EBR15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廖妤華 使用chlorhexidine gluconate洗澡液對降低重症病人多重抗藥性菌種移生之實證探討

EBRB07 現場展出 EBR28 高雄榮民總醫院 楊佩珊 胃液檢驗和痰液檢驗對肺結核診斷正確性之成效

EBRB08 現場展出 EBR36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季齡芝 長期血液透析病人嚼嚼口香糖是否可以有效改善嚴重口渴程度？

EBRB09 現場展出 EBR02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薛鳳姬 運用實證方法探討外科刷手液之成效

EBRB10 現場展出 EBR10 弘光科技大學 邵淑鈴 園藝治療改善精神科住院病人焦慮程度之成效評估

EBR 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26篇,通過率：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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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B12 現場展出 EBR20 恩主公醫院 程于眞 使用氧氣導管急診病人運用耳朵保護套介入是否能有效減少耳部壓瘡發生？

EBRB13 現場展出 EBR43 臺北榮民總醫院 吳姍螢 運用實證指引降低多重抗藥性感染密度

EBRC01 電子刊載 EBR30 高雄榮民總醫院 李　豓 頭頸癌病人接受放射線治療後可否藉由運動技巧緩解牙關緊閉？

EBRC02 電子刊載 EBR35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雅芳 脫離呼吸器前病人執行胸部復健運動時音樂治療介入是否可以降低焦慮？

EBRC03 電子刊載 EBR14 高雄長庚醫院 楊凱華 穴位按摩是否能改善思覺失調症病人的便秘問題？

EBRC04 電子刊載 EBR24 高雄榮民總醫院 凃瑞芸 增加身體活動是否能改善精神科日間病房病人的睡眠品質？

EBRC05 電子刊載 EBR33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黃淑萍 腦中風病人教導凱格爾(骨盆底肌肉)運動是否可以改善尿失禁？

EBRC06 電子刊載 EBR23 彰化基督教醫院 郭乃瑜 降低內科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之改善專案

EBRC07 電子刊載 EBR12 高雄長庚醫院 陳詩佩 癌症病人運用芳香按摩可否降低焦慮程度？

EBNA01 入圍優良 EBN172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雅玫 血液透析病人使用遠紅外線治療是否可以減少瘻管阻塞？

EBNA02 入圍優良 EBN057 彰化基督教醫院 賴炘怡 兒童因急性腸胃炎或使用抗生素後發生腹瀉時攝取優格是否可降低腹瀉次數

EBNA03 入圍優良 EBN091 恩主公醫院 黃小玲 病童接受靜脈注射時給予影音轉移注意力是否可以減輕疼痛？

EBNA04 入圍優良 EBN010 臺安醫院 黃燕秋 睡眠組合式照護(Sleep Bundle Care)是否能改善重症病人睡眠品質？

EBNA05 入圍優良 EBN054 臺北榮民總醫院 劉雅綾 乳癌患者介入正念支持團體後之情緒影響

EBNA06 入圍優良 EBN065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雁翔 補充高蛋白是否會增加肌少症老人的肌肉質量及力量

EBNA07 入圍優良 EBN093 恩主公醫院 張瑞芸 血液透析病人使用遠紅外線治療是否可以增加動靜脈瘻管血液流速？

EBNA08 入圍優良 EBN097 臺中榮民總醫院 蔡幸航 使用N95口罩對於預防呼吸道病毒感染是否較外科口罩佳？

EBN 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157篇,通過率：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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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A09 入圍優良 EBN098 臺中榮民總醫院 鄭秀華 結直腸癌接受手術病人,比較PCA與常規止痛藥對病人術後疼痛控制差異？

EBNA10 入圍優良 EBN106 門諾醫院 鍾雅如 比較積極與傳統血糖控制對術後傷口之感染發生率是否差異？

EBNA11 入圍優良 EBN109 臺中榮民總醫院 施美伶 Sodium bicarbonate於預防執行心導管病人導致顯影劑腎病變之成效探討

EBNA12 入圍優良 EBN114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胡景棠 運用復健運動及連續被動性運動提升人工膝關節置換術後活動之照護經驗

EBNA13 入圍優良 EBN216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謝玉如 老年人常規服用維他命C可降低肺炎之住院率及死亡率

EBNA14 入圍優良 EBN019 嘉義基督教醫院 林妙穎 穴位按壓緩解食道癌末期病人便秘症狀之實證案例分析

EBNA15 入圍優良 EBN033 台安醫院 葉淑敏 常規周邊靜脈留置針是否經評估後重新放置能減少靜脈炎的發生率？

EBNA16 入圍優良 EBN07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徐孟嬋 使用3%食鹽水執行噴霧吸入是否能縮短急性支氣管炎病童之住院天數

EBNA17 入圍優良 EBN085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楊珊慈 吞嚥困難病人使用食物增稠劑 (Thickener)是否能降低吸入性肺炎發生

EBNA18 入圍優良 EBN088 恩主公醫院 盧聖傑 護理人員採混合式學習法是否能提升電子護理紀錄書寫之正確率？

EBNA19 入圍優良 EBN104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盈茜 患有下背痛問題之患者，透過瑜珈運動的介入是否較一般運動更能有效改善下背痛及提升生活品質？

EBNA20 入圍優良 EBN15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育瑩 每日更換Port-A管路敷料是否較每週更換Port-A敷料更能降低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率？

EBNA21 入圍優良 EBN185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佳樺 脊髓損傷清潔導尿病人使用親水性導尿管是否可降低尿路感染

EBNA22 入圍優良 EBN196 慈濟科技大學 蘇伊文 負壓傷口治療是否比常規敷料治療較能減少糖尿病人足部傷口癒合時間？

EBNA23 入圍優良 EBN225 臺北榮民總醫院 朱容頤 一位中風患者接受坐到站物理治療的照護經驗

EBNA24 入圍優良 EBN039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孟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患使用非侵入式呼吸器之益處

EBNA25 入圍優良 EBN113 恩主公醫院 關惠鍾
使用Paracetamol或COXi治療早產兒血行動力學異常的開放性動脈導管(h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效果是否有差異

EBNA26 入圍優良 EBN142 高雄榮民總醫院 王姵琪 使用手持風扇，是否能夠改善癌末病人呼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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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A27 入圍優良 EBN162 花蓮慈濟醫院 林子婕 Vancomycin是否比metronidazole在困難梭狀桿菌感染有更佳的治癒率

EBNA28 入圍優良 EBN163 花蓮慈濟醫院 陳羿寧 以噴霧途徑給予colistin治療多重抗藥菌感染是否比靜脈注射途徑更能保護腎功能？

EBNA29 入圍優良 EBN168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田育鑫 外傷患者傷口使用自來水是否較無菌生理食鹽水清潔易於感染之案例探討

EBNA30 入圍優良 EBN187 花蓮慈濟醫院 林孟樺 早期活動是否會增加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後出血？

EBNA31 入圍優良 EBN208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陳宣宏 延長周邊靜脈導管使用天數不會有較高的感染率

EBNB01 現場展出 EBN028 臺北榮民總醫院 賴雨琪 使用含chlorhexidine漱口水後是否能降低口腔黏膜炎高危險群的病人口腔感染發生率

EBNB02 現場展出 EBN049 花蓮慈濟醫院 陳秀雲 飲食控制對肥胖哮喘青少年是否能改善肺功能？

EBNB03 現場展出 EBN08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碧燕 乳癌手術後的病人執行抗阻力運動改善淋巴水腫之案例分析

EBNB04 現場展出 EBN096 彰化基督教醫院 吳英旬 攝取低升糖指數食物是否可幫助糖尿病病人降低血糖？

EBNB05 現場展出 EBN099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林心怡 行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術中執行關節內注射tranexamic acid是否可減少術後出血量及降低輸血率？

EBNB06 現場展出 EBN105 門諾醫院 曾雪英 比較尿管與恥骨上導尿對長期尿管置入患者,其相關泌尿道感染及併發症是否有差異？

EBNB07 現場展出 EBN234 彰化基督教醫院 張秀鳳 腦中風病人急性期使用肢體循環機是否能預防下肢靜脈栓塞

EBNB08 現場展出 EBN23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簡君璉 照護一位接受放射線治療病人運用口腔照護計畫改善口腔黏膜炎之案例分析

EBNB09 現場展出 EBN001 嘉義基督教醫院 林筱青 以實證探討皮膚清潔防護品對成年人失禁性皮膚炎的成效

EBNB10 現場展出 EBN006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陳碧君 口腔護理措施對於預防化療病人口腔黏膜炎是否能有效改善？

EBNB11 現場展出 EBN016 台南新樓醫院 劉玉雪 護理人員的輻射知識對輻射防護措施之影響

EBNB12 現場展出 EBN052 彰化基督教醫院 曾烋焄 正念減壓訓練是否能改善乳癌患者的憂鬱情緒

EBNB13 現場展出 EBN084 花蓮慈濟醫院 許雅筑 肺部疾病使用蒸氣吸入對於化痰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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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14 現場展出 EBN103 台南新樓醫院 王婷瑄 注射盤尼西林類藥物前執行皮膚試驗與不執行皮膚試驗的過敏發生率

EBNB15 現場展出 EBN158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謝麗華 使用呼吸器之嬰兒運用發展性照護方式是否會影響呼吸器氧氣依賴程度和生理徵象穩定性？

EBNB16 現場展出 EBN204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莊麗敏 探討以穴位刺激在大面積燒燙傷病人疤痕組織緩減疼痛、癢等不適症狀

EBNB17 現場展出 EBN066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道泓 機器寵物能否改善失智症的老人憂鬱

EBNB18 現場展出 EBN150 花蓮慈濟醫院 高立晟 靜脈注射Lidocaine能否降低燒燙傷病人的疼痛指數

EBNB19 現場展出 EBN243 花蓮慈濟醫院 江國誠 多元跌倒預防措施是否可降低住院病患跌倒的發生率

EBNB20 現場展出 EBN013 臺北榮民總醫院 黎沛姍 運用彈力帶執行吸氣肌強化運動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複發作長者之實證照護成效

EBNB21 現場展出 EBN026 花蓮慈濟醫院 余　蕾 植皮術後病人使用密閉式負壓海綿抽吸治療是否可提高傷口黏合率?

EBNB22 現場展出 EBN032 台安醫院 林育如 繩梯式穿刺法是否較鈕扣式穿刺法能減少血液透析病人動靜脈瘻管感染率？

EBNB23 現場展出 EBN036 屏東基督教醫院 蔡佳紜 早產兒使用持續性灌食比間歇性灌食能達到全腸道餵食？

EBNB24 現場展出 EBN037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顏希如 感染β型鏈球菌的孕婦在待產時投予抗生素治療是否可以預防新生兒感染

EBNB25 現場展出 EBN060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愷芯 照顧一位腦中風病人服用黑棗汁改善便秘之案例分析

EBNB26 現場展出 EBN064 花蓮慈濟醫院 徐菡妤 重症病人使用擦澡巾擦澡是否比傳統床上沐浴更能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EBNB27 現場展出 EBN072 臺中榮民總醫院 黃淇棋 服用奇異果萃取物是否能改善成人功能性便秘？

EBNB28 現場展出 EBN079 台南新樓醫院 蘇珉儀 非營養性吸吮是否可增進早產兒口腔餵食能力

EBNB29 現場展出 EBN092 恩主公醫院 楊雪華 組合式提示介入是否能提升內科病人導尿管拔管成功率及降低感染率？

EBNB30 現場展出 EBN095 恩主公醫院 黃閔榆 抽菸習慣的成年人給予戒菸個別諮詢及電話諮詢是否能提升戒菸成功率？

EBNB31 現場展出 EBN120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蕭宇芬 應用隔離膜敷料改善失禁性皮膚炎案例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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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32 現場展出 EBN121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池筱婷 運用glutamine預防化放療病人口腔粘膜炎之護理經驗

EBNB33 現場展出 EBN130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蕭舜云 不使用95%酒精進行新生兒臍帶護理是否可加速臍帶的脫落？

EBNB34 現場展出 EBN133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陳欣微 使用2% chlorhexidine執行中央靜脈導管護理是否比使用povidone-iodine更能降低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EBNB35 現場展出 EBN140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林玥妏 腸躁症患者服用益生菌是否能改善腸躁症症狀

EBNB36 現場展出 EBN141 高雄榮民總醫院 柯麗芬 探討採用商業型傷口負壓抽吸療法(NPWT)於傷口照護上是否有較好的成效？

EBNB37 現場展出 EBN152 彰化基督教醫院 盧昀妮 預拔除胸管病人使用冰敷是否能改善疼痛情形？

EBNB38 現場展出 EBN155 雲林基督教醫院 戚名慧 接受放射線化學治療之頭頸癌患者藉由預防性吞嚥練習是否可改善吞嚥困難情形

EBNB39 現場展出 EBN161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沈惠珊 早期使用Glutamine對行同步化學與放射線治療之頭頸癌病人，預防導致口腔黏膜炎之成效

EBNB40 現場展出 EBN173 臺中榮民總醫院 王姿潔 阻力運動是否會增加乳癌術後病人之淋巴水腫

EBNB41 現場展出 EBN180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許繡粧 兩種不同溶液對透析病人留置導管封管阻塞發生率是否有差異？

EBNB42 現場展出 EBN182 彰化基督教醫院 蕭伊婷 使用週邊靜脈導管之成人患者大於96小時更換導管易增加合併症

EBNB43 現場展出 EBN189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雅雯 使用安全週邊靜脈留置針是否能減少醫護人員針扎發生率？

EBNB44 現場展出 EBN197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黃彥雯 極低體重早產兒母奶冷凍與否對母乳中人類巨細胞病毒是否會有影響？

EBNB45 現場展出 EBN200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吳佩諭 急性缺血性中風病人使用口服抗血小板劑可顯著增加存活率

EBNB46 現場展出 EBN217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許湘敏 音樂治療可緩解血液透析期間病人焦慮

EBNB47 現場展出 EBN233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宜醇 糖尿病病人自我監測足部溫度是否能預防足部潰瘍

EBNB48 現場展出 EBN087 臺中榮民總醫院 簡杏津 暴力防治教育是否能增加急診工作者預防暴力的認知程度

EBNB49 現場展出 EBN089 恩主公醫院 劉玉惠 新進護理人員介入支持團體課程是否能降低離職率及提升留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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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50 現場展出 EBN107 門諾醫院 王逸樺 對於心臟衰竭患者介入嚴格限水策略，是否可以降低再住院與死亡率？

EBNB51 現場展出 EBN116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陳俞亘 早產兒執行侵入性治療前予執行袋鼠式護理是否可減緩疼痛？

EBNB52 現場展出 EBN011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趙如敏 比較水膠體敷料與傳統敷料對降低手術傷口感染率是否有差異？

EBNB53 現場展出 EBN014 台南新樓醫院 劉玉雪 急性呼吸窘迫症(ARDS)的病人執行俯臥位姿勢是否能增加血氧濃度

EBNB54 現場展出 EBN027 花蓮慈濟醫院 董雨庭 濕熱交換器是否比加溫濕化器更能預防肺炎產生？

EBNB55 現場展出 EBN069 彰化基督教醫院 吳玉婷 退化性膝關節炎病人注射玻尿酸是否能改善疼痛？

EBNB56 現場展出 EBN078 花蓮慈濟醫院 劉欣曄 核心肌群訓練可否有效改善成人慢性下背痛？

EBNB57 現場展出 EBN110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楊婉君 心跳驟停病人使用低溫療法可否提高存活率？

EBNB58 現場展出 EBN144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秀錞 應用光線治療改善一位老年譫妄症狀引發睡眠紊亂之案例分析

EBNB59 現場展出 EBN238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劉淑惠 提供失智症患者身體活動措施能否提升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EBNB60 現場展出 EBN240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李郁萱 運用音樂治療於降低術後換藥疼痛之案例分析

EBNC01 電子刊載 EBN003 台南新樓醫院 李湘凌 便秘病人使用穴位按壓是否增加腸蠕動情形

EBNC02 電子刊載 EBN115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嚴學文 協助一位早產兒使用杯餵後成功提升母乳哺餵率

EBNC03 電子刊載 EBN122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林斈柔 早產兒餵食母奶時給予母乳添加劑是否可以增加其體重？

EBNC04 電子刊載 EBN230 臺北榮民總醫院 黃威寧 低升糖指數飲食是否能改善第2型糖尿病病患之糖化血色素及體重？

EBNC05 電子刊載 EBN244 花蓮慈濟醫院 蔡宜玎 接受血管攝影檢查之病人，傷口使用止血棉是否比加壓可縮短止血時間？

EBNC06 電子刊載 EBN04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蔡宛晏 乳癌術後病人執行抗阻力運動是否影響淋巴水腫產生

EBNC07 電子刊載 EBN048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昇鴻 蓖麻油是否可以改善病患之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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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C08 電子刊載 EBN062 花蓮慈濟醫院 李琯棻 以實證方式探討呼吸窘迫症候群病人採俯臥是否可改善氧合？

EBNC09 電子刊載 EBN073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鍾若男 長期照護機構老人參與園藝治療能改善憂鬱嗎？

EBNC10 電子刊載 EBN094 恩主公醫院 陳宇雯 手術室醫療人員使用乾式刷手與傳統刷手對減少皮膚菌落數是否有差異？

EBNC11 電子刊載 EBN127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魏瀅珍 剖腹產術後早期進食是否影響產婦恢復成效

EBNC12 電子刊載 EBN131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古雅云 新生兒使用杯子餵食是否能延長母乳哺育率？

EBNC13 電子刊載 EBN211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楊上慧 放置中心靜脈導管病人增加紗布敷料吸附滲液能有效降低血流感染率

EBNC14 電子刊載 EBN23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于萱 身體活動介入能否提升失智症病人的認知功能

EBNC15 電子刊載 EBN002 台南新樓醫院 林婉如 服用藥物過量病人使用活性碳與洗胃程序何者更能減少藥物吸收？

EBNC16 電子刊載 EBN022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林芸兌 多元衛教策略是否可能提升大腸直腸癌門診篩檢率？

EBNC17 電子刊載 EBN038 屏東基督教醫院 莊峰玲 關節術後使用持續流動冷療護套(Cryotherapy)，是否能改善術後不適？

EBNC18 電子刊載 EBN047 臺北榮民總醫院 謝宜蓁 使用含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IV敷料是否可降低病人靜脈留置管路感染率

EBNC19 電子刊載 EBN053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守容 介入運動措施是否能改善癌症病人的癌因性疲憊？

EBNC20 電子刊載 EBN055 彰化基督教醫院 朱郁欣
嚴重敗血症合併急性腎衰竭的病人使用緩慢低效率血液透析過濾術(SLED)是否比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

(CRRT)預後及血液動力學的穩定較佳

EBNC21 電子刊載 EBN068 台南市立醫院 孫慧萍 高濃度血小板血漿(PRP)用於退化性關節炎病人緩解疼痛效果是否優於玻尿酸(HA)之實證探討？

EBNC22 電子刊載 EBN082 台南新樓醫院 陳美芳 延遲斷臍是否會增加足月新生兒黃疸

EBNC23 電子刊載 EBN100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宋金燕 比較加護病房病人使用Quetiapine(Seroquel)或使用Haloperidol(Haldol)是否降低譫妄的發生率？

EBNC24 電子刊載 EBN102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李慧君 腦部創傷病患執行床頭抬高是否能降低顱內壓

EBNC25 電子刊載 EBN112 花蓮慈濟醫院 簡曉婷 使用肌力復健運動結合呼吸肌訓練於呼吸器病患吸氣肌肉強度成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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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C26 電子刊載 EBN132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劉奕妙 嬰兒按摩是否能促進嬰兒維持生理狀態穩定

EBNC27 電子刊載 EBN192 花蓮慈濟醫院 張楨倪 小兒執行皮膚測試是否有效診斷對於β-lactam類藥物過敏？

EBNC28 電子刊載 EBN218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馮雅喬 遠紅外線治療可增加血液透析病患瘻管血流量

EBNC29 電子刊載 EBN221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王曉純 下肢傷口皮膚植皮術後病人早期下床活動不影響植皮皮膚貼合

EBNC30 電子刊載 EBN223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林美秀 兒科患者使用抗生素併用益生菌是否會改善抗生素造成之腸胃道症狀？

EBNC31 電子刊載 EBN22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冠伶 淋巴按摩對乳癌淋巴水腫病患減輕淋巴水腫之成效

EBNC32 電子刊載 EBN22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曾薏瑄 初期肝細胞癌病人執行射頻燒灼術、酒精注射是否比外科切除手術生存率高

EBNC33 電子刊載 EBN236 花蓮慈濟醫院 張靜怡 氧氣療法是否會增加心肌梗塞病人的死亡率？

EBNC34 電子刊載 EBN015 台南新樓醫院 劉玉雪 腹瀉病人使用連續灌食是否比間歇性灌食較能改善腹瀉？

EBNC35 電子刊載 EBN046 臺北榮民總醫院 粟妤詩 減壓床墊是否可以減少臥床病人壓瘡發生率

EBNC36 電子刊載 EBN074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賈曉蘭 皮下注射是否較靜脈注射白血球生成刺激素較能縮短嗜中性白血球的恢復時間

EBNC37 電子刊載 EBN139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林祐榆 服用蔓越莓汁是否能有效降低泌尿道感染

EBNC38 電子刊載 EBN177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靜儀 藝術療法是否能改善乳癌患者的焦慮及憂鬱情緒

EBNC39 電子刊載 EBN111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紀宥 針灸對中風病患肢體復健是否具提升效果

EBNC40 電子刊載 EBN118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蔡珮育 清潔液裡的2% chlorhexidine是否可以降低病患的感染率

EBNC41 電子刊載 EBN135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郭靜文 肺部復健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患是否能改善肺功能

EBNC42 電子刊載 EBN156 雲林基督教醫院 林蕙君 長期便秘患者使用腹部按摩，是否可改善便秘

EBNC43 電子刊載 EBN175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陳美麗 動物輔助治療介入是否能改善社區高齡長者憂鬱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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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C44 電子刊載 EBN245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薇絜 水膠體敷料(hydrocolloid)是否比傳統紗布更能促進壓瘡傷口的癒合？

EBNC45 電子刊載 EBN023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林宜青 顱薦治療是否能降低病人慢性疼痛？

EBNC46 電子刊載 EBN043 臺北榮民總醫院 盧一瑩 監督型運動訓練是否可改善周邊動脈血管阻塞病人之活動能力？

EBNC47 電子刊載 EBN059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佳宜 應用薑精油改善一位食道癌化療後噁心嘔吐病人的照護經驗

EBNC48 電子刊載 EBN061 臺北榮民總醫院 温苡斐 成人飲用綠茶是否能降低血壓值？

EBNC49 電子刊載 EBN108 彰化基督教醫院 胡曉琪 使用Benzydamine是否可以改善頭頸癌患者因放射線治療引起的口腔黏膜炎

EBNC50 電子刊載 EBN128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王柔方 96小時是否比72小時更換周邊靜脈留置針容易靜脈炎

EBNC51 電子刊載 EBN159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黃曉玲 手術中使用減壓擺位裝置是否可以預防手術壓瘡發生率？

EBNC52 電子刊載 EBN160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沈家璘 社區高齡長者給予運動介入是否能降低衰弱之情形？

EBNC53 電子刊載 EBN19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李　芸 脊髓麻醉術後病患平躺6-8小時是否可有效預防頭痛？

EBNC54 電子刊載 EBN24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幸婷 顏面骨折病人使用冰敷療法能否緩解腫脹程度

EBNC55 電子刊載 EBN017 臺北榮民總醫院 董昕宜 運用芳香療法改善癌症病人焦慮之案例分析

EBNC56 電子刊載 EBN021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許馨方 抗菌劑2% chlorhexidine比起優碘消毒液是否較能降低手術部位傷口感染

EBNC57 電子刊載 EBN063 花蓮慈濟醫院 察芳瑜 拋棄式心電圖導線是否較重覆使用之心電圖導線可降低加護病房感染率發生？

EBNC58 電子刊載 EBN147 彰化基督教醫院 辜莉絲 重症病患每日中斷鎮靜劑是否可以降低合併症產生？

EBNC59 電子刊載 EBN228 花蓮慈濟醫院 曾　晨 比較住院病患於靜脈穿刺及中心靜脈導管血液採檢上，檢驗數值是否有差異？

EBNC60 電子刊載 EBN018 嘉義基督教醫院 劉于甄 接觸母親聲音對於早產兒的發展成效探討

EBNC61 電子刊載 EBN149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李佳玲 急性腸胃炎病童由口早期進食或延遲進食對住院天數及改善腸胃道症狀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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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C62 電子刊載 EBN169 彰化基督教醫院 林幸君 使用芬太尼蒸氣吸入與靜脈注射鴉片類藥物同樣能有效緩解急性疼痛

EBNC63 電子刊載 EBN174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丁佩欣 以實證護理探討使用蔓越莓是否能降低泌尿道感染率之案例分析

EBNC64 電子刊載 EBN176 馬偕紀念醫院 莊淑霞 肺結核病人都治計畫(DOTS)由關懷員或家屬擔任對完治率是否有差異？

EBNC65 電子刊載 EBN181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丁珮華 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出生後保溫箱95%加濕3天與保溫箱95%加濕7天是否影響體重的流失

EBNC66 電子刊載 EBN202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許家瑀 使用穴位按摩是否可改善術後病人噁心嘔吐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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