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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稿件編號 機構 姓名 篇      名 
 

得獎種類 

一般組競賽 

8 G03 奇美醫院 黃雅鈴 運用 ABCDE 組合照護模式於加護病房呼吸器使用病人之成效 金獎 

5 G11 彰化基督教醫院 吳英旬 第二型糖尿病遠距照護病人攝取 L-GI飲食是否改善血糖控制？ 銀獎 

15 G07 高雄榮民總醫院 曾昭玲 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經由呼吸訓練是否可增加活動耐受力 銀獎 

2 G12 新竹馬偕醫院 林玫瑩 清潔舌頭是否可以減輕居家護理個案口腔異味之實證探討 銅獎 

13 G13 奇美醫院 郭嘉琪 96 小時更換周邊靜脈留置針之效應~資料庫分析回溯性研究 銅獎 

3 G0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白雅菁 比較生理食鹽水與 Heparin 封管於降低靜脈導管阻塞之成效 銅獎 

6 G19 新竹馬偕醫院 林心怡 行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術中傷口局部注射 transamin 是否可減少術後出血量

及降低輸血率 
佳作獎 

17 G17 高雄小港醫院 蘇佩真 導入實證基礎降低急診護理師採檢之檢體溶血率 佳作獎 

9 G05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鈺玲 按摩是否可促進六個月以下嬰兒的生長？ 佳作獎 

14 G06 高雄榮民總醫院 張純菁 大腸鏡受檢者接受磷酸鈉與接受聚乙二醇在腸道清潔質量效果為何？ 佳作獎 

16 G15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林采蓉 運用實證方案改善加護病房病人睡眠品質之成效 佳作獎 

4 G08 臺中榮民總醫院 朱莉螢 口腔護理指導對住院老人重複發生肺炎之效果評價 佳作獎 

18 G16 高雄長庚醫院 洪嘉玟 早期使用免疫球蛋白治療對川崎病病童冠狀動脈病變改善的實證探討 佳作獎 

12 G01 嘉義基督教醫院 林姿佳 接觸陽光對改善長照機構老人認知、憂鬱與生活品質之成效 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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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稿件編號 機構 姓名 篇      名 
 

得獎種類 

一般組競賽 

1 G04 臺北榮民總醫院 彭孟津 探討增強背肌運動對於腰椎手術後病患之實證研究成效 潛力獎 

10 G14 臺北榮民總醫院 彭雪芳 局部使用 Lidocaine jelly能否減緩兒童靜脈注射疼痛? 潛力獎 

7 G09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雅娟 燒傷病人服用精胺酸是否可縮短住院天數？ 潛力獎 

19 G18 金門醫院 黃芳梅 運用分散注意力策略於急診學齡前兒童接受靜脈注射疼痛與害怕之成效 潛力獎 

11 G10 臺中榮民總醫院 宋佳穎 改良式鼻彎管固定法降低鼻翼壓瘡發生成效 潛力獎 

預防跌倒主題組競賽 

1 T01 臺北榮民總醫院 王佩琮 證據實踐，開啟防跌新紀元 金獎 

2 T02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陳家貞 住院中老年人預防跌倒成效之實證探討 銀獎 

優良海報：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SRA08 SR14 臺中榮民總醫院 江曉珍 結直腸術後病人咀嚼口香糖對於改善腸阻塞之成效 金獎 

SRA10 SR24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昱芬 
加護病房病人使用泡棉敷料是否能降低骶骨壓瘡之發生:系統性文獻回顧及

統合分析 
銀獎 

SRA02 SR05 三軍總醫院 陳冠戎 以實證為基礎護理主導的非藥物癌症疼痛處理 銅獎 

SRA03 SR06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林芳子 
重症患者脫離呼吸器後使用高流量氧療與常規氧療，其生理與心理指標之比

較：系統性文獻回顧暨統合分析 
佳作獎 

SRA04 SR07 臺中榮民總醫院 尤怡婷 癲癇病童以生酮飲食治療或常規藥物治療是否可減少發作次數？ 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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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海報：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SRA05 SR08 花蓮慈濟醫院 戴佳惠 組合式照護對重症病人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之成效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 佳作獎 

SRA07 SR10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徐鵬顏 護理指導對於提升初產婦母乳哺餵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佳作獎 

SRA01 SR02 嘉義基督教醫院 劉于甄 
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檢視高滲鹽水合併支氣管擴張劑於急性細支氣管炎嬰幼兒

之應用 
潛力獎 

SRA06 SR09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郭靜嫺 
太極拳運動對乳癌病人肩關節活動、肌肉張力與生活質量之成效-系統性文

獻回顧 
潛力獎 

SRA09 SR15 臺中榮民總醫院 蔡宛婷 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口內氣管內管黏貼法的固定成效 潛力獎 

優良海報：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EBRA04 EBR17 花蓮慈濟醫院 戴佳惠 組合式介入措施對於降低內科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之成效 金獎 

EBRA11 EBR34 臺中榮民總醫院 劉志珍 氣管內管自拔高危險評估表於預防非計畫性氣管內管自拔之成效 銀獎 

EBRA06 EBR21 三軍總醫院 李雅婷 減壓墊的使用是否可預防俯臥通氣病人之臉部壓瘡? 銅獎 

EBRA03 EBR15 花蓮慈濟醫院 曾伊薇 薑對懷孕早期孕婦噁心及嘔吐的臨床應用成效 佳作獎 

EBRA07 EBR22 三軍總醫院 張家瑜 評估新式身體評估表單對於診斷動靜脈廔管(AVF)阻塞的精確度 佳作獎 

EBRA08 EBR26 馬偕紀念醫院 蔡榮美 
The effects of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training with multimodal curriculum on 
seeded nursing trainers of a regional teaching hospital: the successful submission 
to academic events in Taiwan 

佳作獎 

EBRA10 EBR30 屏東基督教醫院 薛玉好 延後新生兒初次洗澡時間以改善體溫偏低之實證應用 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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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海報：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EBRA01 EBR01 臺安醫院 黃燕秋 睡眠組合式照護改善重症病人睡眠品質及睡眠效率之臨床運用 潛力獎 

EBRA02 EBR04 高雄榮民總醫院 顏儀瑾 
將 Femoral Nerve Block 用於全膝關節置換手術病人的術後止痛是否比只使

用止痛藥更能降低術後疼痛? 
潛力獎 

EBRA05 EBR2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季齡芝 運用實證 SDM 是否能有效協助末期腎病患者的照護抉擇? 潛力獎 

EBRA09 EBR28 馬偕紀念醫院 陳清芬 護理師執行床邊交班模式是否可提升照護滿意度？ 潛力獎 

優良海報：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EBNA19 EBN097 臺北榮民總醫院 宋捷 機械式胸部按壓急救對心跳停止病人是否有益 金獎 

EBNA21 EBN106 臺北榮民總醫院 羅虹 一位肝癌病人行切肝手術後早期移除紗布之案例分析 銀獎 

EBNA44 EBN181 臺北榮民總醫院 劉羽柔 成人服用益生菌是否能有效預防抗生素引起腹瀉？ 銀獎 

EBNA05 EBN015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雅孜 甲狀腺癌切除甲狀腺後採低碘飲食的持續時間對放射碘治療效果之影響? 銅獎 

EBNA31 EBN136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褚淑芸 失禁病人使用非離子界面活性劑潔膚是否可預防失禁性皮膚炎 銅獎 

EBNA36 EBN147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佑潔 兒童咀嚼木糖醇口香糖是否能減少齲齒發生率? 銅獎 

EBNA07 EBN02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李靜慧 痔瘡術後病人給予溫敷是否能降低疼痛及止痛藥使用頻率? 佳作獎 

EBNA16 EBN075 臺中榮民總醫院 李芸慈 縮短砂袋加壓時間是否會增加經股動脈行心導管治療術後血管合併症 佳作獎 

EBNA17 EBN076 臺中榮民總醫院 蘇育蓁 癌症病人採嗜中性血球低下飲食是否能降低感染發生率? 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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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海報：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EBNA25 EBN116 臺北榮民總醫院 廖若廷 蜂蜜漱口是否能改善放射線治療病人之口腔黏膜炎 佳作獎 

EBNA35 EBN146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佳蓉 口服含鋅電解質液是否能縮短兒童急性腹瀉持續時間？ 佳作獎 

EBNA41 EBN165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黃瓊卉 口腔訓練可否減少無法全口進食之早產兒口胃管放置天數 佳作獎 

EBNA03 EBN012 臺北榮民總醫院 沈宜儒 不同的翻身頻率是否也能預防成人壓瘡 潛力獎 

EBNA04 EBN014 三軍總醫院 李宜靜 於開顱手術後採頭部搖高 30 度是否可有效降低顱內壓？ 潛力獎 

EBNA14 EBN068 花蓮慈濟醫院 陳瑋婷 重症照護疼痛觀察工具比行為疼痛量表用於重症病患疼痛評估更為可信？ 潛力獎 

EBNA20 EBN099 臺北榮民總醫院 賴怡諠 肺部疾病患者使用高頻率胸腔振動是否較胸腔物理治療更能改善肺功能 潛力獎 

EBNA22 EBN109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鄭雅云 非吸菸與術前戒菸者是否較吸菸者能降低術後傷口合併症? 潛力獎 

EBNA29 EBN129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鍾如屏 成人加護病房病人使用壓力支持通氣(PSV)可否增加拔管成功率？ 潛力獎 

EBNA32 EBN138 馬偕紀念醫院 賴宛思 
兒童於傷口縫合時，聲光影音分散注意力策略是否有效降低疼痛哭鬧行為反

應？ 
潛力獎 

EBNA33 EBN139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呂宜潞 使用低鈣透析液是否可以降低血液透析病人的血管鈣化？ 潛力獎 

EBNA37 EBN148 臺北榮民總醫院 車家菁 阻力運動是否能改善接受化學治療病人疲憊程度 潛力獎 

EBNA40 EBN157 新光醫院 林子媛 
缺血性中風病人使用靜脈注射血栓溶解劑合併血管腔內手術是否能增加病人

獨立功能 
潛力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