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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01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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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2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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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3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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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4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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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5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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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6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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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7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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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8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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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09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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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10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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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B01 現場展出 SR11 臺中榮民總醫院 蒲森棟 溫水坐浴是否能改善肛門疾病的疼痛問題?

SRB02 現場展出 SR17 門諾醫院 曾雪英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血液透析，是否可降低非預期性的不良預後？

SRB03 現場展出 SR20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柯雅婷 擬真教學法於護理人員臨床應用成效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SRB04 現場展出 SR21 屏東基督教醫院 顏希如 抽菸是否會影響手術傷口癒合

SRB05 現場展出 SR23 新光醫院 簡淑珍 早產兒出生時使用聚乙烯包覆是否能預防低體溫之發生率？

SRB06 現場展出 SR25 臺北榮民總醫院 盧淑芬
比較Dexmedetomidine與Propofol鎮靜藥物對於心臟血管外科病人術後之成效探討:系統

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第五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優良海報競賽

SR 系統性文獻分析類（16篇，通過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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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A01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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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2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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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3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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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4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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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5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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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6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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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7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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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8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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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09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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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10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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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A11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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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RB01 現場展出 EBR02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黎沛姍 運用健康促進課程介入於社區老年人之視力、口腔保健行為之成效

EBRB02 現場展出 EBR03 高雄榮民總醫院 余苑菁 使用靜脈留置針採血與蝴蝶針真空採血之溶血率比較

EBRB03 現場展出 EBR05 高雄榮民總醫院 邱姿鳳 移除尿管前，關閉尿管執行膀胱訓練是否可降低尿管重置機率？

EBRB04 現場展出 EBR06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乃嘉 高危險性皮膚破損病人使用敷料是否可預防壓瘡形成？

EBRB05 現場展出 EBR08 高雄榮民總醫院 周宜靖 急性心肌梗塞患者術後執行心臟復健運動能否改善心肌功能?

EBR 實證應用或研究類（33篇，通過率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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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B06 現場展出 EBR09 高雄榮民總醫院 蔡佩樺 剖腹手術術後使用自控式止痛與常規靜脈針劑止痛改善疼痛之成效？

EBRB07 現場展出 EBR10 高雄榮民總醫院 蘇琬婷 使用經皮神經電刺激(TENS)是否能夠改善病人便秘?

EBRB08 現場展出 EBR11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洪瑞伶 肥胖成人減重食用乳清蛋白合併運動與飲食控制之成效探討

EBRB09 現場展出 EBR12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賴炘怡 改變周邊靜脈留置天數是否增加合併症之風險

EBRB10 現場展出 EBR13 臺安醫院 郭稚榕 發燒處理衛教指導對降低住院病童出院後再次返回急診就醫率的成效

EBRB11 現場展出 EBR14 嘉義基督教醫院 謝伶瑜
咀嚼口香糖與足三里穴位按壓對促進大腸癌術後腸蠕動之研究：一項隨機、三組之臨

床試驗

EBRB12 現場展出 EBR16 國軍高雄總醫院 簡秀珠 全自動腹膜透析是否可降低腹膜透析病人腹膜炎之發生率？

EBRB13 現場展出 EBR23 高雄長庚紀念醫院 陳冬蜜 嚴重敗血症病人抗生素投藥時機對死亡率之影響

EBRB14 現場展出 EBR24 高雄長庚紀念醫院 鄭雪玉 穴位按壓對改善產後婦女下背痛成效之實證應用

EBRB15 現場展出 EBR25 屏東基督教醫院 莊詩蘋 冷療於全關節置換(TKR)術後病人之成效指標探討

EBRB16 現場展出 EBR27 馬偕紀念醫院 高美錦 吞嚥困難病人使用食物增稠劑是否可以降低吸入性肺炎發生率?

EBRB17 現場展出 EBR29 馬偕紀念醫院 黃復蓉 輪班護理人員執行瑜珈是否可改善工作壓力及睡眠品質 ?

EBRB18 現場展出 EBR31 屏東基督教醫院 陳金菊 高危險跌倒病人進行漸進式阻力肌力訓練是否能改善下肢肌力?

EBRB19 現場展出 EBR32 新光醫院 葉容妙 Cardiac Arrest病人使用低溫療法是否可以改善病人的預後

EBRB20 現場展出 EBR33 新光醫院 林臻 心理教育課程是否能提升結直腸癌及肛門癌病人之生活品質

EBRB21 現場展出 EBR35 恩主公醫院 關惠鍾 不同光源照光燈對於治療新生兒黃疸的分析

EBRB22 現場展出 EBR37 臺北榮民總醫院 連如玉 運用預防組合式照護降低重症病人壓瘡發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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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A01 入圍優良 EBN003 臺北榮民總醫院 盧一瑩 運用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是否可以提升心肌梗塞病人心臟復健之成效?

EBNA02 入圍優良 EBN009 臺安醫院 葉淑敏 概念圖教學是否能增加護理學生之批判性思考？

EBNA03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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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04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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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05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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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06 入圍優良 EBN018 台東馬偕紀念醫院 林秋蓮 認知行為治療對服用抗精神病藥物病人引起體重增加之成效

EBNA07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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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08 入圍優良 EBN023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葉怡伶 外科開刀術後乾淨傷口在48小時內洗澡是否會增加傷口感染率？

EBNA09 入圍優良 EBN027 臺安醫院 廖怜俞 穴位指壓是否能改善化療病人噁心嘔吐之症狀

EBNA10 入圍優良 EBN036 花蓮慈濟醫院 林孟樺 使用單次親水性塗層導管是否可以降低間歇性導尿病人發生泌尿道感染？

EBNA11 入圍優良 EBN039 臺中榮民總醫院 羅蘋
中風吞嚥困難病人執行針灸合併標準吞嚥訓練是否比只執行標準吞嚥訓練能有效改善

吞嚥功能？

EBNA12 入圍優良 EBN040 花蓮慈濟醫院 林育萱 使用高頻率胸腔震動是否可以提升支氣管擴張症病人生活品質？

EBNA13 入圍優良 EBN049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林倩詩 肺炎病童使用胸腔物理治療能否使肺炎情形改善

EBNA14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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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15 入圍優良 EBN073 花蓮慈濟醫院 冉佩玉 阻力訓練是否可以預防老人跌倒之發生?

EBNA16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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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 實證讀書報告或實證案例分析類（145篇，通過率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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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A17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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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18 入圍優良 EBN078 花蓮慈濟醫院 林昱禎 使用溫水沖洗餵食管是否較其它溶液阻塞率低?

EBNA19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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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0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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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1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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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2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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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3 入圍優良 EBN110 臺北榮民總醫院 康家瑜 有氧運動是否能降低非酒精性脂肪肝病人之肝臟脂肪組織量

EBNA24 入圍優良 EBN114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羅于庭 糖尿病足潰瘍病人使用負壓傷口治療是否較標準傷口護理能促進潰瘍癒合?

EBNA25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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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26 入圍優良 EBN121 嘉義基督教醫院 蕭亞欣 探討血液透析患者嚼口香糖對緩解口乾口渴及水分控制之成效

EBNA27 入圍優良 EBN122 花蓮慈濟醫院 蘇筱雅 組合式腸道訓練是否能改善脊髓損傷患者的神經性腸道功能障礙

EBNA28 入圍優良 EBN128 臺北榮民總醫院 李佳穎 臥床病人使用黑棗汁是否能促進排便

EBNA29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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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30 入圍優良 EBN135 馬偕紀念醫院 傅美玲 婦科腹腔鏡手術前不執行腸道準備是否會增加手術合併症

EBNA31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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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32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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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33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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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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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A34 入圍優良 EBN144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許佳茵 運用音樂治療於精神科病人改善負性症狀之成效

EBNA35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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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36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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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37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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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38 入圍優良 EBN153 新光醫院 阮玉蓮 使用草本茶飲於促進乳汁分泌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EBNA39 入圍優良 EBN155 新光醫院 林雅雯 使用顱內監測系統(ICP)有利於提升創傷性腦損傷病人預後

EBNA40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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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41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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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A42 入圍優良 EBN173 三軍總醫院 林昱君 類風溼性關節炎病人運用關節運動是否可緩解疼痛情形?

EBNA43 入圍優良 EBN175 三軍總醫院 陳郁雯 比較放射線治療病人使用MuGard與Saline-bicarbonate漱口口腔黏膜炎改善成效

EBNA44 入圍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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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NB01 現場展出 EBN001 臺安醫院 黃燕秋 Vitamin D補充劑是否能降低成人病患死亡率？

EBNB02 現場展出 EBN004 嘉義基督教醫院 何宜蓁 抗菌銀離子敷料對氣切術後傷口感染之成效探討

EBNB03 現場展出 EBN005 屏東基督教醫院 蔡玉梅 洋蔥是否具有抗凝血功能，能預防心血管疾病?

EBNB04 現場展出 EBN007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靜懿 運用吞嚥訓練計畫於一位頸部損傷術後病人改善吞嚥困難之案例分析

EBNB05 現場展出 EBN008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劉映均 運用肺部復健協助腦癌術後病人有效清除呼吸道分泌物之成效

EBNB06 現場展出 EBN010 三軍總醫院 歐上華 下背痛病人臥床休息是否較能降低疼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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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07 現場展出 EBN013 花蓮慈濟醫院 梁孟婷 素食飲食是否可降低第二型糖尿病患者的糖化血色素值？

EBNB08 現場展出 EBN016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呂淑綺 運用實證證據提昇初次腹膜透析病人自我照顧能力的照護經驗

EBNB09 現場展出 EBN019 臺北榮民總醫院 林貞妤 運動介入是否能改善乳癌病人化療後疲憊程度之探討？

EBNB10 現場展出 EBN021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簡郁珊 臥床病人使用彈性襪是否可以減少下肢水腫?

EBNB11 現場展出 EBN024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蘇紋萱 長期臥床老人給予穴位按壓是否可改善慢性便秘?

EBNB12 現場展出 EBN026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楊時芳 長期臥床病人使用氣墊床配合每2小時或3小時翻身對壓傷發生率是否有差異?

EBNB13 現場展出 EBN032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佳蓉 誘發性深呼吸改善術後肺擴張不全之實證案例分析

EBNB14 現場展出 EBN033 新竹馬偕紀念醫院 江佳伶 介入溝通模式對加護病房病患家屬其焦慮及憂鬱程度之實證探討

EBNB15 現場展出 EBN035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王美智 運用密閉式抽吸療法於一位蜂窩性組織炎病人提升傷口癒合與改善疼痛之案例分析

EBNB16 現場展出 EBN037 花蓮慈濟醫院 簡羚容 益生菌能否改善嬰幼兒異位性皮膚炎？

EBNB17 現場展出 EBN038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于凌 學齡期近視兒童，給予0.01%Atropine眼滴劑是否可控制近視進展？

EBNB18 現場展出 EBN041 臺中榮民總醫院 唐鈴喬 腹部術後病人使用誘發性肺計量器是否能降低肺部合併症的發生

EBNB19 現場展出 EBN042 臺北榮民總醫院 陳立慈 漱口水之口腔照護是否能預防呼吸器相關肺炎

EBNB20 現場展出 EBN043 屏東基督教醫院 馮宥訢 每日中止鎮靜劑是否能降低呼吸器相關肺炎發生率

EBNB21 現場展出 EBN044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雨荷 抗生素治療引起的腹瀉之病童使用益生菌治療比未使用益生菌是否會減少腹瀉次數?

EBNB22 現場展出 EBN047 臺中榮民總醫院 王逸蓁
手術前使用Chlorhexidine進行皮膚消毒準備是否較povidone-iodine能有效降低手術部位

傷口感染之發生率?

EBNB23 現場展出 EBN050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呂宜珊 使用呼吸訓練器能否降低術後病患肺炎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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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24 現場展出 EBN051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柳佳秀 探討提供產婦支持性系統是否可提升母乳哺餵率?

EBNB25 現場展出 EBN053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洪子茜 抬高床頭是否可以降低胃食道逆流的症狀

EBNB26 現場展出 EBN054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何宜鍾 使用使用chlorhexidine漱口水能有效降低呼吸器相關性肺炎案例之探討

EBNB27 現場展出 EBN055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邱于洹 急性中耳炎病童使用抗生素能否改善後續合併症

EBNB28 現場展出 EBN057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陳筱涵
以2% Chlorhexidine消毒溶液於執行中心靜脈導管皮膚消毒是否比酒精性povidone-
iodine有效降低血流感染率?

EBNB29 現場展出 EBN059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謝羽婷 探討自然產婦使用穴位按摩是否減宮縮疼痛

EBNB30 現場展出 EBN062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吳岱螢 藉實證醫學探討充足的睡眠是否能降低加護病房病患產生譫妄的發生率

EBNB31 現場展出 EBN066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 王秋惠
腦中風合併吞嚥困難病人接受鼻胃管灌食治療在吸入性肺炎發生率與失能狀態成效探

討

EBNB32 現場展出 EBN067 花蓮慈濟醫院 邱齡萱 糖尿病病人使用益生菌對於血糖控制之成效

EBNB33 現場展出 EBN069 花蓮慈濟醫院 劉幸貞 插管病人使用高頻震盪器是否能促進痰液排除?

EBNB34 現場展出 EBN070 花蓮慈濟醫院 鄭英宏 刷牙與否對呼吸器使用病人VAP發生率之影響

EBNB35 現場展出 EBN071 臺中榮民總醫院 林佩蓉
加護病房休克病人使用PiCCO監測血流動力學相對於Swan Ganz其心臟功能指數是否有

差異性？

EBNB36 現場展出 EBN07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郭家銘
半側偏癱腦中風患者使用運動貼布是否可延長肩部疼痛發生時間以及降低肩部疼痛嚴

重程度

EBNB37 現場展出 EBN074 三軍總醫院 簡培峯 重症氣管內管留置病人使用chlorhexidine可降低呼吸器相關肺炎之發生率?

EBNB38 現場展出 EBN079 花蓮慈濟醫院 黃騰儀 術前進食碳水化合物是否可以減緩病人口渴？

EBNB39 現場展出 EBN080 台南新樓醫院 何靜玉 使用呼吸器病人予密閉式抽痰管抽痰是否可預防呼吸器相關肺炎

EBNB40 現場展出 EBN081 花蓮慈濟醫院 陳芊彣 質子汞抑制劑是否比H2受體拮抗劑較能預防使用低劑量阿斯匹林病人的腸胃道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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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41 現場展出 EBN082 花蓮慈濟醫院 陳雨馨 標準聚氨酯敷料是否比其他敷料較能降低住院病人靜脈炎的發生率？

EBNB42 現場展出 EBN083 花蓮慈濟醫院 蘇芬蘭 n-acetyl-cysteine是否比allopurinol更能達到因注射顯影劑對腎功能的保護

EBNB43 現場展出 EBN084 臺安醫院 李効真 生理食鹽水比起肝素沖洗液是否較能降低住院病人中央靜脈導管之阻塞率

EBNB44 現場展出 EBN085 花蓮慈濟醫院 黃湘玲 使用輸血加溫器是否會增加溶血反應？

EBNB45 現場展出 EBN089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雅苹 更年期婦女服用賀爾蒙是否會增加乳癌風險?

EBNB46 現場展出 EBN090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劉淑惠 使用局部麻醉止痛導管於接受下腹部皮瓣乳房重建手術病人能否降低疼痛程度？

EBNB47 現場展出 EBN091 門諾醫院 游子毅 探討重症加護病房患者預防性投於Seroquel，是否能降低譫妄的發生率?

EBNB48 現場展出 EBN092 臺中榮民總醫院 蔡諭回
持續性動脈導管留置病人其壓力監測系統以生理食鹽水作為沖洗液相較於肝素溶液之

導管阻塞是否有差異?

EBNB49 現場展出 EBN093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秋蜜 運用高壓氧輔助治療於一位糖尿病足合併周邊動脈阻塞性疾病傷口照護之案例分析

EBNB50 現場展出 EBN094 屏東基督教醫院 鄭培毓 透析中運動是否能改善病患高血壓之成效

EBNB51 現場展出 EBN095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 游婷雁 加護病房譫妄病患接受非藥物治療在譫妄發生率與焦慮狀態成效探討

EBNB52 現場展出 EBN096 屏東基督教醫院 蘇祐瑩 透析中下肢運動是否可以增加肌肉耐力?

EBNB53 現場展出 EBN098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陳碧君 執行2%Chlorhexidine組合式照護是否能降低中心靜脈導管相關血液感染率呢?

EBNB54 現場展出 EBN100 臺北榮民總醫院 張家仁 穴位按壓緩解癌因性疲憊之成效探討

EBNB55 現場展出 EBN101 臺安醫院 李巧萱 使用耳塞是否能降低重症病患瞻妄之發生率

EBNB56 現場展出 EBN102 臺北榮民總醫院 陳思瑋 吞嚥困難病人使用食物增稠劑是否能降低吸入率？

EBNB57 現場展出 EBN104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怡官 使用中藥是否能改善cisplantin化療後食慾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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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58 現場展出 EBN105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葉家宏 音樂治療是否可以改善慢性精神病人的負性症狀?

EBNB59 現場展出 EBN107 屏東基督教醫院 林宜芳 運用抗生素軟膏於手術傷口照護，是否能預防手術傷口感染?

EBNB60 現場展出 EBN108 臺北榮民總醫院 黃郁庭 Pyridoxine是否可緩解Capecitabine導致之手足症候群?

EBNB61 現場展出 EBN112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林貞余 客觀結構式影音測試能有效評量學生溝通技巧

EBNB62 現場展出 EBN113 臺北榮民總醫院 張以樂 MAD飲食是否能改善癲癇病童之發作頻率？

EBNB63 現場展出 EBN115 屏東基督教醫院 曾秀玉 大豆異黃酮是否能改善停經期婦女之骨質疏鬆？

EBNB64 現場展出 EBN118 臺北榮民總醫院 張雅棻 音樂治療是否可減輕化學治療病人的焦慮

EBNB65 現場展出 EBN120 屏東基督教醫院 蕭麗萍 喝綠茶是否有降血壓效果

EBNB66 現場展出 EBN123 臺北榮民總醫院 詹茜茹 神經科吞嚥困難病人採下巴下壓吞嚥姿勢能否降低吸入性肺炎發生率

EBNB67 現場展出 EBN124 臺北榮民總醫院 謝宜蓁 一位有中心靜脈導管患者使用含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IV敷料之照護經驗

EBNB68 現場展出 EBN126 臺北榮民總醫院 王馨妤 吞嚥困難病人使用增稠液體是否可以改善吸入的發生率

EBNB69 現場展出 EBN127 臺北榮民總醫院 李昇鴻 蓖麻油是否能改善病患之便秘

EBNB70 現場展出 EBN130 馬偕紀念醫院淡水院區 史筠 早產兒扎足跟血時運用縮攏姿勢是否能降低疼痛分數

EBNB71 現場展出 EBN133 馬偕紀念醫院台北院區 洪淑芬 敗血症病人介入連續性腎臟替代療法(CRRT)是否可以改善炎症反應

EBNB72 現場展出 EBN134 馬偕紀念醫院 張翠容 腫瘤個案管理師介入癌症就醫過程是否可提高病人治療完成率?

EBNB73 現場展出 EBN137 馬偕紀念醫院淡水院區 趙汝慧 器械清洗過程最後沖洗一道去離子水或RO水是否可使器械的鏽蝕、變色的頻率下降?

EBNB74 現場展出 EBN141 臺北榮民總醫院 蔣佳穎 超音波熱治療是否可緩解肌筋膜症候群(Myofacial pain)患者之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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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75 現場展出 EBN142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李佳珉 護理師主導呼吸器脫離計畫是否能縮短重症病人使用呼吸器時數?

EBNB76 現場展出 EBN143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王正如 探討醫院快速反應系統介入對住院病人簽署不施行心肺復甦術同意書的影響

EBNB77 現場展出 EBN145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蘇育瑱 低血氧性急性呼吸衰竭患者使用高流量氧療之益處

EBNB78 現場展出 EBN149 新光醫院 呂宜珊 手術前使用加溫毯能降低術後低體溫發生率及提升舒適度

EBNB79 現場展出 EBN150 新光醫院 蔡如旻
比較使用呼吸器的病人以密閉式抽痰系統或非密閉式抽痰系統發生呼吸器相關肺炎的

感染率？

EBNB80 現場展出 EBN151 新光醫院 蔡宛真 以按摩方式介入可緩解長時間姿勢造成的肌肉疼痛等不適症狀

EBNB81 現場展出 EBN152 新光醫院 林佳欣 早產兒循環燈光控制是否可有效縮短住院天數？

EBNB82 現場展出 EBN154 新光醫院 楊宜榛 使用管路固定裝置是否可降低病人管路移位

EBNB83 現場展出 EBN156 新光醫院 王曉純 時效性使用非侵襲性呼吸器於慢性阻塞性肺疾病急性發作病人是否可以降低插管機率

EBNB84 現場展出 EBN158 新光醫院 許姿慧 脂肪之攝取與乳癌發生並無關聯

EBNB85 現場展出 EBN159 新光醫院 何亭儀 溫度變化是否為引發腦中風的風險因子

EBNB86 現場展出 EBN161 新光醫院 林筱倪 語言治療可改善中風後失語症

EBNB87 現場展出 EBN162 屏東基督教醫院 林靜宜 餐後俯臥是否可減少早產兒胃殘餘量

EBNB88 現場展出 EBN163 花蓮慈濟醫院 彭淑敏 早期呼吸運動是否可降低開心手術後病患肺部合併症?

EBNB89 現場展出 EBN166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陳秋惠 血液透析病人合併高血磷使用新型降磷劑碳酸鑭效果之案例分析

EBNB90 現場展出 EBN167 臺北榮民總醫院 常怡然 高磷血症的末期腎病病人使用磷能解或醋酸鈣在降低血中鈣磷乘積之案例分析

EBNB91 現場展出 EBN169 臺北榮民總醫院 林姿岑 運用穴位按壓減緩胰臟癌末期病人癌因性疲憊之實證案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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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92 現場展出 EBN171 臺北榮民總醫院 曾玟婷 提升健康素養是否能增進病人疾病自我管理？

EBNB93 現場展出 EBN172 三軍總醫院 方詠雯 比較頭頸癌症患者使用針灸穴位療法與口服止痛藥疼痛改善成效

EBNB94 現場展出 EBN174 三軍總醫院 陳怡如 突發性聽力喪失病人使用針灸合併西醫治療是否較單純西醫治療改善聽力?

EBNB95 現場展出 EBN176 台南市立醫院 孫慧萍 使用Lidocaine是否可以緩解鼻胃管置入之疼痛不適?

EBNB96 現場展出 EBN177 台南市立醫院 李垣漢 高濃度Glutamine dipeptide是否可以降低Oxaliplatin引起神經毒性?

EBNB97 現場展出 EBN178 臺北榮民總醫院 連如玉
中心靜脈導管置入時以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皮膚消毒是否比酒精性優碘（

povidone-iodine）有效降低導管相關血流感染?

EBNB98 現場展出 EBN179 臺北榮民總醫院 洪薆雅 一位行心導管檢查因顯影劑導致急性腎功能損傷之實證案例分析

EBNB99 現場展出 EBN180 臺北榮民總醫院 葉沛宜 失禁病人使用局部皮膚照護方案是否可預防失禁性皮膚炎

EBNB100 現場展出 EBN182 三軍總醫院 杜芝穎 比較使用玻尿酸與PRP對於改善退化性關節炎患者症狀之成效

EBNB101 現場展出 EBN183 三軍總醫院 曾郁雅 化學放射治療的病人服用glutamine是否有效減緩口腔粘膜炎的嚴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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