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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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G15 臺中榮民總醫院 柯惠如 早產兒接受口腔訓練能否縮短全口餵食時間？ 金獎 

3 G12 國軍花蓮總醫院 范家豪 
運用 ABCDE 組合照護策略對於使用呼吸器之急性插管病患，是否能有效減

少呼吸器使用天數？ 銀獎 

10 G07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蔡慧于 大腸鏡檢前一天使用低渣或清流質飲食對於腸道清潔度之影響 銀獎 

9 G0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白雅菁 中風病人吞嚥困難，預防吸入性肺炎，一定要放鼻胃管嗎？ 銅獎 

5 G09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韻雅 比較病人放置尿管使用 2% Xylocaine jelly 與 jelly何者疼痛感比較低？ 銅獎 

2 C04 梅州市人民醫院 楊紅玉 鼻導管中低流量吸氧患者採用非濕化吸氧的應用研究 銅獎 

17 G11 奇美醫院 郭嘉琪 樂活高齡~整合型周全性老人評估照護於提升高齡個案照護臨床指標之成效 銅獎 

15 G01 嘉義基督教醫院 謝伶瑜 播放母親聲音錄音檔對早產兒生理發展之成效 佳作獎 

8 G05 臺北榮民總醫院 蔡佩玫 中風病人運用床邊吞嚥篩檢降低吸入性肺炎之發生之成效 佳作獎 

19 G08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怡筠 服用擬鈣劑對慢性腎病變病人可否降低副甲狀腺素 佳作獎 

21 G04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官沛澐 早產兒使用非營養性吸吮合併口腔動作訓練，是否可縮短住院天數？ 佳作獎 



第2頁 共4頁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第七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競賽優勝名單 

 

  

序號 稿件編號 機構 姓名 篇      名 得獎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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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06 梅州市人民醫院 劉秋娥 不同推注時間對低分子肝素注射部位皮下出血的效果觀察 佳作獎 

13 G10 高雄榮民總醫院 塗尹桾 音樂治療對改善早產兒生理指標之實證探討 佳作獎 

16 G06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黃雅蘭 運動是否能改善接受化療肺癌患者的疲憊感？ 潛力獎 

20 G14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藍雅玲 以實證探討使用熱空氣加溫毯提升恢復室病人體溫回升之成效 潛力獎 

14 G13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黃惠敏 組合型呼吸照護模式改善胸腔科呼吸困難病人之成效探討 潛力獎 

4 G02 馬偕紀念醫院 葉郁詩 接受放射線治療皮膚使用含金盞花成分乳膏是否能改善皮膚問題 潛力獎 

11 C03 梅州市人民醫院 賴翠薇 免沖洗清潔劑預防失禁性皮炎的成效觀察 潛力獎 

6 C02 梅州市人民醫院 賴秀華 每日喚醒縮短機械通氣鎮靜患者機械通氣時間的成效 潛力獎 

12 C07 梅州市人民醫院 李佳佳 經橈動脈冠脈介入術後縮短壓迫時間的探討 潛力獎 

1 C05 梅州市人民醫院 何惠美 採用持續開放尿管對短期留置尿管患者膀胱功能的影響 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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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主題組競賽 

2 T01 臺北榮民總醫院 彭孟津 運用整合式照護策略降低神經重症加護病房病人平均約束時間之成效 金獎 

3 T02 嘉義基督教醫院 劉嘉惠 運用約束縮減方案照護模式於外科加護病房使用之成效 銀獎 

1 T03 臺中榮民總醫院 柯愛鈴 護理師使用約束決策模式是否能降低神經外科加護病房之約束發生率？ 銅獎 

優良海報：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SRA07 SR041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思妤 高麗菜冷敷對緩解乳房腫脹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金獎 

SRA02 SR016 三軍總醫院 陳冠戎 癌症疼痛的非藥物處置-系統性文獻回顧暨網絡分析 銀獎 

SRA01 SR005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蕭嘉琪 癌症病人接受按摩對於癌因性疲憊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銅獎 

SRA04 SR018 嘉義基督教醫院 簡珮紋 使用末梢加壓是否能有效降低洗腎過程中低血壓的發生率 佳作獎 

優良海報：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NBRA07 NBR045 臺中榮民總醫院 徐行誼 
導尿管護理使用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消毒清潔是否能降低導尿管相關泌

尿道感染 
金獎 

NBRA06 NBR042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王世瑩 實施吞嚥功能篩檢對急性腦中風病人之臨床成效探討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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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海報：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NBRA03 NBR020 恩主公醫院 汪清清 陰道分娩後的婦女無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是否會增加產後感染率 銅獎 

NBRA04 NBR025 恩主公醫院 劉惠娟 外科加護病房術後病人使用壓力支持通氣模式訓練脫離呼吸器之成功率 佳作獎 

優良海報：實證讀書報告類 

EBN1A10 EBN1097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維俽 母乳氣味是否減輕早產兒接受靜脈注射之疼痛程度？ 金獎 

EBN1A22 EBN118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晏緹 
全膝關節置換術後病人有無使用連續性被動運動(CPM)對關節活動度是否有

差異? 
銀獎 

EBN1A02 EBN1015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郁芳 高強度復健運動是否提升中風病人的心血管健康程度 銀獎 

EBN1A19 EBN1178 花蓮慈濟醫院 張淑蘋 針灸治療是否能改善中風後病人的吞嚥困難情形? 銅獎 

EBN1A29 EBN1296 臺中榮民總醫院 詹郁萱 
配戴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病人使用泡棉敷料是否降低鼻部壓力性損傷發生

率？ 
銅獎 

EBN1A07 EBN1071 嘉義基督教醫院 李穎涵 產婦陰道分娩後執行會陰冰敷對降低疼痛之成效 銅獎 

優良海報：實證案例分析類 

EBN2A06 EBN202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頌云 失智症照顧者接受電話諮詢是否可減輕其照顧壓力？ 金獎 

EBN2A03 EBN2016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汶蓉 以穴位按摩協助產程遲滯待產婦縮短產程時間之案例分析 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