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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組競賽 

10 G09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林采蓉 燒傷病人經腸胃道服用含 Glutamine 配方是否可促進燒傷傷口癒合率及感染

率 
金獎 

2 G04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楷勳 使用 Lidocaine 凝膠是否比水溶性凝膠更能降低放置鼻胃管的疼痛不適感？ 銀獎 

8 G03 嘉義基督教醫院 謝伶瑜 以中鏈脂肪酸油按摩對於早產兒體重、身長及頭圍增加之成效 銀獎 

9 G06 高雄榮民總醫院 郭憶萱 運用會陰熱敷於陰道生產傷口撕裂傷及疼痛之成效 銅獎 

5 G0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白雅菁 實證手法提供腦中風病人吞嚥困難篩檢工具 銅獎 

1 G07 三軍總醫院 林以函 術後執行骨盆底肌肉運動是否能改善前列腺癌切除術後尿失禁 銅獎 

7 G05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宜汝 穴位按壓對於腸胃道術後病人腸蠕動功能恢復之成效 佳作獎 

4 G08 臺中榮民總醫院 蔣念懷 燒傷傷口使用表皮生長因子是否可縮短傷口癒合時間？ 佳作獎 

11 G10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曾淑彬 介入音樂治療改善兒童神經系統疾病動作功能之實證探討 潛力獎 

6 G11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尹甄 婦科手術後病人早期移除尿管是否會增加尿管重插率？ 潛力獎 

3 G02 林口長庚醫院 于凱齡 血液採集的兒童病人使用低真空壓力採血試管是否可降低溶血率？ 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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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處理】主題組競賽 

2 T01 奇美醫院 周珊珊 膝力人生~運用早期復健計畫改善全膝關節置換術後病人疼痛與提升主動屈

膝角度之成效 
金獎 

4 T05 奇美醫院 楊禮謙 創新止血加壓器改善心導管術後橈動脈合併症 銀獎 

1 T02 臺北榮民總醫院 黃秀英 多面向照護預防骨科老人術後譫妄之成效探討 銅獎 

3 T03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王曉婷 早期介入緩和醫療照護於晚期癌症病人症狀強度之改善 佳作獎 

5 T04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施孟綾 運用整合性照護改善加護病房病人睡眠品質之成效 佳作獎 

優良海報：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SRA05 SR23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小玲 氧氣治療對急性心肌梗塞病人效果之繖傘型系統性文獻回顧 金獎 

SRA01 SR07 三軍總醫院 陳冠戎 
2% Chlorhexidine 拭浴降低重症病人之血流感染率－系統性文獻回顧暨統合

分析 
銀獎 

SRA02 SR13 振興醫院 劉家綺 穴位刺激對成人腹部術後腸胃道功能恢復之成效-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 銅獎 

優良海報：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EBRA07 EBR31 臺北榮民總醫院 溫明寰 某醫學中心內科病房鼻胃管照護策略實證應用之成效 金獎 

EBRA05 EBR2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王維那 口腔癌顯微皮瓣重建術後病人疼痛因素之系列病例報告與文獻回顧 銀獎 

EBRA10 EBR38 臺中榮民總醫院 魏方君 疼痛管理照護在外科病房之實證運用成效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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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海報：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EBRA04 EBR2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黃曉玲 手術室人員使用雙重手套是否可預防皮膚暴露與病人血液接觸的機會？ 佳作獎 

EBRA01 EBR12 臺中榮民總醫院 黃淑芸 應用物聯網智慧學習提升護理人員臨床照護知能-以壓力性損傷為例 佳作獎 

EBRA11 EBR42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美君 每日中止鎮靜藥物於預防內科加護病房病人呼吸器相關肺炎發生之成效 佳作獎 

EBRA12 EBR48 馬偕紀念醫院 辜馨儀 
靜脈留置針的病人，穿刺前塗抹皮膚局部麻醉止痛藥物，是否能有效緩解穿

刺疼痛？ 
潛力獎 

EBRA02 EBR13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純如 輪值夜班護理人員睡眠品質與工作壓力、生活品質之探討 潛力獎 

EBRA06 EBR30 臺安醫院 廖怜俞 穴位指壓是否能改善門診化療病人噁心嘔吐之症狀 潛力獎 

優良海報：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EBNA32 EBN158 臺北榮民總醫院 何佳穎 使用高流量氧氣鼻導管改善成人急性低血氧導致呼吸衰竭之實證案例分析 金獎 

EBNA54 EBN299 馬偕紀念醫院 吳雪雯 腹腔鏡腹部手術使用加溫、加濕 CO2灌入是否可降低低體溫發生率？ 銀獎 

EBNA06 EBN015 臺北榮民總醫院 江佩芸 一位使用自然乾燥法進行臍帶照護新生兒之案例分析 銀獎 

EBNA19 EBN09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謝麗華 呼吸道疾病病童服用蜂蜜是否可以改善夜間咳嗽頻率？ 銅獎 

EBNA51 EBN273 臺中榮民總醫院 洪淑真 探討父母親照顧複雜醫療病童的居家照顧經驗 銅獎 

EBNA25 EBN122 臺北榮民總醫院 凃宜坊 黑棗是否能改善成人便秘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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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海報：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EBNA04 EBN00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孫嘉璟 子宮頸抹片篩檢間隔是否會影響子宮頸癌的發生率？ 佳作獎 

EBNA24 EBN117 花蓮慈濟醫院 蔡佩珊 機器寵物治療對於失智老人能否改善憂鬱？ 佳作獎 

EBNA38 EBN184 臺北榮民總醫院 黃韋慈 使用防沾黏產品是否能減少腹部手術後沾黏的發生 佳作獎 

EBNA13 EBN066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林咨璇 
漸進式阻力訓練(PRT)是否改善頭頸癌病人頸部淋巴廓清術行放射線治療之

肩症候群 
佳作獎 

EBNA55 EBN300 馬偕紀念醫院 莊冠琪 運用風扇處置改善一位肺癌末期病人呼吸困難照護之實證案例分析 佳作獎 

EBNA56 EBN302 馬偕紀念醫院 簡鈺娟 接受放射線治療病人的皮膚使用類固醇藥膏是否能改善皮膚問題 佳作獎 

EBNA11 EBN025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賴炘怡 頑固型癲癇兒童採生酮飲食是否可減少癲癇發作頻率 潛力獎 

EBNA31 EBN155 臺中榮民總醫院 張堯婷 
感染綠膿桿菌之慢性傷口使用 1%醋酸濕敷是否比 0.5%醋酸濕敷較可降低綠

膿桿菌菌落量 
潛力獎 

EBNA47 EBN246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張婉柔 關懷式尼古丁替代療法是否可增加精神科住院病人戒菸成功率 潛力獎 

EBNA37 EBN180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倪凡修 使用退燒藥於敗血症病人是否能降低死亡率 潛力獎 

EBNA35 EBN172 臺北榮民總醫院 黃秀英 週邊靜脈導管靜脈炎相關風險因子的系統性文獻回顧 潛力獎 

EBNA50 EBN272 臺北榮民總醫院 黃品瑄 比較泡棉敷料與親水性敷料於預防正壓呼吸器顏面壓瘡新發生率 潛力獎 

EBNA09 EBN021 慈濟科技大學 李洛涵 互動式遊戲是否可能改善輕度認知障礙者認知功能？ 潛力獎 

EBNA14 EBN070 臺北榮民總醫院 劉佳怡 每日擦澡組套模式對於預防神經重症病人血流感染成效 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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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海報：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EBNA42 EBN232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姿穎 內關穴穴位按壓能否改善手術病人術後噁心嘔吐之案例分析 潛力獎 

EBNA40 EBN217 新光醫院 張敏 預防頭頸癌病人接受放射線治療導致之皮膚炎-系統性綜論 潛力獎 

EBNA39 EBN213 新光醫院 施品妤 高血脂病人食用大蒜能降低膽固醇 潛力獎 

EBNA08 EBN020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婉瑜 一位化學治療病人執行穴位按壓減輕噁心、嘔吐之案例分析 潛力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