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登序號 結果 編號 機構
發表者

姓名
篇名

SRA001 入圍優良 SR006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謝惠琪 運用風扇治療緩解呼吸困難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SRA002 入圍優良 SR023 佳里奇美醫院 黃湘雲 溫水足浴對中老年人之睡眠成效影響：系統性文獻回顧暨統合分析

SRA003 入圍優良 SR029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孟蓁 醫病共享決策對急診低風險胸痛病人之成效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SRA004 入圍優良 SR035 臺中榮民總醫院 鍾昀臻 加護病房病人服用褪黑激素是否可減少譫妄及加護病房住院天數

SRA005 入圍優良 SR040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許佳茵
應用以家庭為焦點的治療改善雙相症病患躁症症狀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暨統

合分析

SRA006 入圍優良 SR042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李佳容 應用正念認知療法於憂鬱症患者降低疾病復發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SRB001 現場展出 SR010 臺中榮民總醫院 柯愛鈴 高齡病人運用醫院高齡生活計畫是否能改善譫妄之成效

SRB002 現場展出 SR01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永康居家護理所 陳乃菁
早期認知功能障礙個案服用含蝦紅素(Astaxanthin)製品是否能延緩認知功能退

化？

SRB003 現場展出 SR016 佳里奇美醫院 王麗萍
鈕扣式穿刺法與繩梯式穿刺法對血液透析病人血管通路之影響-系統性文獻回顧

暨統合分析

SRB004 現場展出 SR019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林娟如
Acupoints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s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in Dement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SRB005 現場展出 SR021 花蓮慈濟醫院 許雅筑 探討自我管理策略介入於成人氣喘病患症狀之成效

SRB006 現場展出 SR022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葉書秀 末期定義-系統性文獻回顧

SRB007 現場展出 SR028 奇美醫院 郭嘉琪
無針封閉式系統靜脈管路連接器於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之影響：系統性文獻回顧與

統合分析

SRB008 現場展出 SR030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林采蓉
使用冷療照護於首次接受化學治療的癌症病人降低周邊神經症狀之成效-系統性

文獻回顧

SRB009 現場展出 SR031 高雄榮民總醫院 楊沛涵
系統性回顧及統合分析醫護人員使用N95高效過濾口罩與外科口罩對於預防流感

之效果比較

第八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優良海報競賽　通過初審名單（109.11.02版）

SR 系統性文獻分析類系統性文獻分析類系統性文獻分析類系統性文獻分析類（（（（29篇篇篇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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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B010 現場展出 SR032 台南市立醫院 方伶雅 chlorhexidine漱口水對化學治療口腔黏膜炎之系統性文獻回顧暨統合分析

SRB011 現場展出 SR033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品樺 使用Biotène凝膠是否可改善口腔乾躁症病人的口乾症狀？

SRB012 現場展出 SR037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袁紫玲 脊椎手術病人使用海綿墊較脂肪墊是否更能降低術後的壓瘡率嗎？

SRB013 現場展出 SR041 臺中榮民總醫院 鄭琬蓉 瑜伽是否能改善原發性經痛婦女的月經痛

SRB014 現場展出 SR043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玥臻
重症病人中心靜脈導管使用封閉式靜脈輸液系統降低CLABSI之成效：系統性文

獻回顧及統合分析

SRC001 電子刊載 SR004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陳婷琬
Effectiveness of Non-Invasive Stimulation Techniques to Collect Urine in Newborn

and Infa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RC002 電子刊載 SR007 臺北榮民總醫院 郭乃慈 運用預防性敷料降低非侵襲呼吸器之顏面壓力性損傷

SRC003 電子刊載 SR013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黃麗燕 正念減壓介入對血液惡性淋巴瘤患者身心理症狀困擾之成效-統性文獻回顧

SRC004 電子刊載 SR014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劉靜芬
積極給予乳酸林格氏液輸注是否能更有效預防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後胰臟

炎發生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SRC005 電子刊載 SR01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葉欣茹 加護病房使用呼吸器病人及早執行復健運動對於肌力及呼吸功能復原成效

SRC006 電子刊載 SR020 嘉義基督教醫院 林姿佳 嚴格血糖控制對降低糖尿病腎病變病人腎功能退化風險之成效

SRC007 電子刊載 SR026 三軍總醫院 陳冠戎 重症病人補充維生素D可否降低死亡率-系統性文獻回顧暨統合分析

SRC008 電子刊載 SR034 台南市立醫院 王玉霞 骨科關節鏡術後，冰敷是否可以減輕手術部位疼痛？

SRC009 電子刊載 SR036 彰化基督教醫院 黃婉如 到院前心跳停止患者使用CPR機器是否比人工CPR有較高的存活率？

EBRA001 入圍優良 EBR001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林雅惠 血液透析的癌症病人在合併執行化學治療之照護管理策略

EBR 實證應用或研究類實證應用或研究類實證應用或研究類實證應用或研究類（（（（37篇篇篇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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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A002 入圍優良 EBR003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林咨璇
行動應用程式(APP)介入是否能降低接受化學與放射線治療鼻咽癌病人口腔黏膜

炎嚴重程度

EBRA003 入圍優良 EBR005 高雄榮民總醫院 段奇維 運動介入改善老人肌少症之成效分析

EBRA004 入圍優良 EBR012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吳安妮 實證手法以CIWA-AR提升酒精戒斷病患用藥安全之成效

EBRA005 入圍優良 EBR028 臺中榮民總醫院 劉秀鳳 撫觸是否可以穩定早產兒的生理指標

EBRA006 入圍優良 EBR030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陳春香 以實證探討頭頸癌接受顯微皮瓣術後病人早期下床活動之成效

EBRA007 入圍優良 EBR038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怡貝
使用 Chlorhexidine gluconate進行導尿管護理是否能降低重症單位導尿管相關泌尿

道感染

EBRA008 入圍優良 EBR041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姿君 輔助性化學治療是否會影響乳癌病人的認知功能？

EBRA009 入圍優良 EBR050 馬偕紀念醫院 陳玉芳 老年病人執行健口操是否可以增加咀嚼及吞嚥能力

EBRA010 入圍優良 EBR063 屏東基督教醫院 吳侑倢 應用「JBI口腔照護指引」於提升病房護理人員口腔照護品質

EBRB001 現場展出 EBR006 高雄榮民總醫院 洪慈卿 穴位按壓是否可預防服用抗結核藥物引起的不良反應？

EBRB002 現場展出 EBR007 高雄榮民總醫院 黃雅惠 使用呼吸器病人介入早期活動之成效

EBRB003 現場展出 EBR019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黃惠鈺 依實證觀點探討組織膠用於手術傷口之成效應用

EBRB004 現場展出 EBR03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許凱傑 手術時全麻插管病人術前使用甘草溶液含漱是否能降低喉嚨疼痛發生率？

EBRB005 現場展出 EBR037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黃珮琪 探討下肢肌力訓練可否降低老年人跌倒發生？

EBRB006 現場展出 EBR042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陳惠玲 穴位按摩是否可以促進失眠的成年人之睡眠品質？

EBRB007 現場展出 EBR044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莊峰玲 運用SDM方法協助手術病人傷口覆蓋敷料抉擇之臨床應用探討

EBRB008 現場展出 EBR048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劉曾珊 芳香療法於緩解化學治療導致噁心嘔吐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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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B009 現場展出 EBR049 臺北榮民總醫院 蔡明蓉
使用抗菌屏障帽於封閉式靜脈輸液系統注射帽是否可降低中心靜脈導管血流感染

發生率？

EBRB010 現場展出 EBR055 高雄榮民總醫院 張恩瑀 早期介入胸腔復健運動是否能提升使用呼吸器之氣管內管病人移除內管成功率

EBRB011 現場展出 EBR057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怡君 使用免針式接頭降低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的成效

EBRB012 現場展出 EBR018 振興醫院 方月吟 建立預防自然產後尿瀦留臨床照護指引

EBRC001 電子刊載 EBR010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謝幸君 使用生理食鹽水間歇沖洗是否能預防兒童中心靜脈導管之阻塞？

EBRC002 電子刊載 EBR013 高雄榮民總醫院 姚沁融 使用迷迭香外用軟膏是否能降低靜脈炎之發生？

EBRC003 電子刊載 EBR015 馬偕紀念醫院 魏敏媛 執行硬膜外麻醉之初產婦使用花生球運動是否能縮短產程時間

EBRC004 電子刊載 EBR022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王怡萍 末期癌症病人接受尊嚴療法對提升尊嚴之成效

EBRC005 電子刊載 EBR025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陳姲諪 探討提早上肢復健運動是否影響乳癌術後病人肩關節活動角度

EBRC006 電子刊載 EBR026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余真樺 新生兒執行足跟穿刺時親餵母乳是否能減輕疼痛？

EBRC007 電子刊載 EBR029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羅淑美 使用草本漱口水是否能有效降低牙菌斑發生率

EBRC008 電子刊載 EBR031 恩主公醫院 李寶珊 支氣管鏡檢查使用Lidocaine噴霧治療比合併霧化治療是否能縮短檢查時間

EBRC009 電子刊載 EBR033 屏東基督教醫院 羅婕妤 吞嚥障礙病人執行口腔運動訓練是否能提升吞嚥功能？

EBRC010 電子刊載 EBR035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廖鈺玲 衰弱老人使用復健腳踏車是否可改善下肢肌力

EBRC011 電子刊載 EBR043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李平智 失禁病人使用結構式皮膚照護對改善失禁性皮膚炎(IAD)之成效

EBRC012 電子刊載 EBR047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何月秀 敗血性休克病人血液動力學穩定後灌食，是否會減少胃液殘餘量？

第 4 頁，共 22 頁



刊登序號 結果 編號 機構
發表者

姓名
篇名

第八屆提升照護品質實證優良海報競賽　通過初審名單（109.11.02版）

EBRC013 電子刊載 EBR05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孫碧貞 以實證探討慢性鼻竇炎術後病人使用不同溶液執行鼻腔沖洗之成效？

EBRC014 電子刊載 EBR058 恩主公醫院 姚照祥 醫護人員戴手套在手術時間小於60分鐘比大於60分鐘是否發生穿孔率較低

EBRC015 電子刊載 EBR06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謝菁怡 穴位按壓是否能減輕癌症病人化學治療引起之噁心嘔吐

EBN1A001 入圍優良 EBN1044 台南新樓醫院 劉玉雪 使用呼吸器的成人病患於不同搖高床頭角度是否會影響壓力性損傷之發生率

EBN1A002 入圍優良 EBN1072 臺北榮民總醫院 呂函怡 癌末病人使用風扇是否可改善呼吸困難

EBN1A003 入圍優良 EBN1075 三軍總醫院 洪如燁 CAM-ICU與ICDSC何者較能準確評估加護病房病患之譫妄？

EBN1A004 入圍優良 EBN1106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詹思亭 音樂治療是否可以降低呼吸器患者的焦慮情形

EBN1A005 入圍優良 EBN1140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鳳如 使用Gabapentin藥物對血液透析病患尿毒搔癢症之成效探討

EBN1A006 入圍優良 EBN1146 嘉義基督教醫院 劉郁儀 臍帶自然乾燥法是否能縮短新生兒臍帶脫落時間

EBN1A007 入圍優良 EBN1173 臺北榮民總醫院 李容慈 上肢運動是否能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之運動耐力

EBN1A008 入圍優良 EBN1204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張嘉琳 血透病人每30分鐘沖洗生理食鹽水是否可降低透析管路凝固率

EBN1A009 入圍優良 EBN1206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許嘉峰 下肢骨科手術病人執行抗阻力運動比一般復健運動是否可改善步行功能

EBN1A010 入圍優良 EBN1213 臺中榮民總醫院 洪銘佳
兒科病人執行盤尼西林皮膚試驗法（Penicillin Skin Test, PST）是否能正確診斷盤

尼西林類藥物過敏？

EBN1A011 入圍優良 EBN122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邱子嫣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病人使用俯臥可否改善通氣量並降低死亡率？

EBN1A012 入圍優良 EBN1240 臺北榮民總醫院 鄧靜妮 使用吸藥輔助器是否能提升慢性呼吸道疾病病人吸入定量噴霧藥劑之成效

EBN1A013 入圍優良 EBN1263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張韻敏 新冠狀肺炎(COVID-19)環境消毒使用多少濃度的次氯酸鈉可以降低病毒存活量

EBN1 實證讀書報告類實證讀書報告類實證讀書報告類實證讀書報告類（（（（240篇篇篇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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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A014 入圍優良 EBN1264 嘉義基督教醫院 蔡佩靜 藝術治療應用於思覺失調症病人負性症狀之成效探討

EBN1A015 入圍優良 EBN1269 臺北榮民總醫院 闕郁芬 腸躁症病人服用益生菌是否能改善腹瀉情形？

EBN1A016 入圍優良 EBN1333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張敏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患者食用葉黃素是否可減緩嚴重度？

EBN1A017 入圍優良 EBN1341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王淑敏 彈力帶阻力訓練對老年人肌肉力量的影響

EBN1A018 入圍優良 EBN1353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譚雅勻 由護理人員主導呼吸器脫離策略，是否增加呼吸器脫離成效？

EBN1A019 入圍優良 EBN1358 臺北榮民總醫院 郭容 使用質地調整飲食對吞嚥困難病人之成效？

EBN1A020 入圍優良 EBN1359 恩主公醫院 郭佳慈 糖尿病足潰瘍病人清創後的傷口使用負壓傷口治療是否能縮短傷口癒合時間

EBN1A021 入圍優良 EBN1370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端木蓓 介入戒菸衛教是否能提升吸菸者戒菸成效

EBN1B001 現場展出 EBN1001 臺安醫院 黃燕秋
重症照護疼痛觀察工具(Critical Care Pain Observation Tool, CPOT)及行為疼痛量

表(Behavioral Pain Scale, BPS)何者較能準確評估無法溝通重症病人的疼痛程度？

EBN1B002 現場展出 EBN1002 臺北榮民總醫院 董容 遠紅外線治療是否能有效提升洗腎病人動靜脈瘻管之血流量及通暢率？

EBN1B003 現場展出 EBN100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黃迪玲 使用類固醇藥膏是否會降低包莖嬰兒泌尿道感染率

EBN1B004 現場展出 EBN1010 花蓮慈濟醫院 李柏萱 何種疼痛評估量表適合意識不清患者

EBN1B005 現場展出 EBN1015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楊馨淇 腹部手術病人使用束腹帶是否可緩解疼痛？

EBN1B006 現場展出 EBN1018 花蓮慈濟醫院 王思涵 食用黑巧克力是否能預防成人的心血管疾病發生率？

EBN1B007 現場展出 EBN1019 花蓮慈濟醫院 李東諭 蜂窩性組織炎病人使用壓縮療法是否會影響周邊血循

EBN1B008 現場展出 EBN1022 台南新樓醫院 蘇子薰 癌症末期病人使用手持風扇是否可改善呼吸困難程度

EBN1B009 現場展出 EBN1025 花蓮慈濟醫院 黃嘉雯 針灸治療是否可改善腦中風患者肢體無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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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B010 現場展出 EBN1026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林垣佑 臨床早期警示系統介入是否能降低非預期性院內心跳停止？

EBN1B011 現場展出 EBN1030 花蓮慈濟醫院 徐翊瑄 原發性痛經之育齡婦女使用艾灸是否能夠緩解疼痛

EBN1B012 現場展出 EBN1034 臺北榮民總醫院 吳欣怡 運用風扇是否能緩解慢性呼吸困難病人的呼吸困難程度？

EBN1B013 現場展出 EBN1035 臺北榮民總醫院 侯喬馨 使用蜂蜜是否能促進糖尿病足傷口癒合

EBN1B014 現場展出 EBN1040 花蓮慈濟醫院 羅珮妤 運用電話介入追蹤癌症病患是否能緩解治療後焦慮

EBN1B015 現場展出 EBN1041 臺中榮民總醫院 黃馨儀 運動可否改善癌因性疲憊

EBN1B016 現場展出 EBN1042 臺北榮民總醫院 吳書翎 高血壓病人接受音樂治療是否可降低血壓？

EBN1B017 現場展出 EBN1045 臺北榮民總醫院 劉千右 使用束腹帶是否能改善姿位性低血壓

EBN1B018 現場展出 EBN1051 嘉義基督教醫院 林妙穎 探討預立醫療計畫對末期病人醫療照護品質之成效

EBN1B019 現場展出 EBN1052 三軍總醫院 蔡婷婷 使用音樂療法是否能降低癌症病人之焦慮程度？

EBN1B020 現場展出 EBN1053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蕭宇庭 高血壓患者食用甜菜根是否能降低血壓值

EBN1B021 現場展出 EBN1056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鄭雅文 運用吐氣肌肉訓練改善腦中風合併吞嚥困難病人吞嚥功能之成效

EBN1B022 現場展出 EBN1058 馬偕紀念醫院 周君茹 婦癌分期手術後喝咖啡是否影響排氣？

EBN1B023 現場展出 EBN106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蘇瑞玫 產婦使用Nalbuphine止痛藥是否可以減少搔癢的發生率？

EBN1B024 現場展出 EBN1064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張斯涵 胸部物理治療是否可以增進肺炎的治療成效？

EBN1B025 現場展出 EBN107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張雅苓 吸菸者接受主動電話諮詢是否可提高戒菸成功率？

EBN1B026 現場展出 EBN107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林美如 口瘡炎患者口服維生素B12是否可以減輕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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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B027 現場展出 EBN1076 臺北榮民總醫院 雷琪 電刺激療法能否促進脊髓損傷患者之壓損傷口癒合？

EBN1B028 現場展出 EBN1080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蔡慧于 使用Vapocoolant 噴霧是否能降低靜脈注射之疼痛反應

EBN1B029 現場展出 EBN1081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謝宜瑾 手術病人使用多模式止痛能否有效降低術後疼痛

EBN1B030 現場展出 EBN108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周劭蓉 加護病房呼吸器病人使用不同鼻胃管灌食法對呼吸器相關肺炎的影響

EBN1B031 現場展出 EBN1083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楊怡靜
手術室醫護人員使用酒精性免刷式搓手消毒方式， 是否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

率？

EBN1B032 現場展出 EBN1085 花蓮慈濟醫院 王羽芊 吸菸是否會影響口腔癌病人的皮瓣移植存活率？

EBN1B033 現場展出 EBN1091 馬偕紀念醫院 李美慧 使用尿素乳膏是否可減緩因化療藥物引起的手足症候群？

EBN1B034 現場展出 EBN1094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洪文謙 運動介入是否能減少老人肌少症發生

EBN1B035 現場展出 EBN1098 臺安醫院 黃燕秋
密閉式氣管內管抽吸是否比開放式氣管內管抽吸的病人呼吸器相關肺炎發生率

低？

EBN1B036 現場展出 EBN1100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吳姝苗 老年人多喝牛奶或鈣質補充劑不能減少骨質疏鬆或骨折發生

EBN1B037 現場展出 EBN1101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胡秋鳳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喝洋甘菊茶可以有效降低血糖

EBN1B038 現場展出 EBN1102 嘉義基督教醫院 柯宜汝 探討加護病房病人使用矽質敷料是否能預防壓力性損傷

EBN1B039 現場展出 EBN1105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陳盛中 藉由腹部按摩改善癌症病人便祕之實證照護

EBN1B040 現場展出 EBN111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董恩璇 瑜珈介入是否可以有效提升癌症病人生活品質？

EBN1B041 現場展出 EBN1112 臺安醫院 李文惠 冰棒是否可緩解手術前後禁水之病人口渴程度？

EBN1B042 現場展出 EBN1113 嘉義基督教醫院 何柔雨 早產兒哺餵母乳對降低支氣管肺發育不全的成效

EBN1B043 現場展出 EBN1117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品妤 腹部手術後病人早期下床活動是否能促進排氣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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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B044 現場展出 EBN1118 台北慈濟醫院 黃宜玲 頭頸部癌症病人服用口服glutamine是否可預防口腔黏膜炎的功效

EBN1B045 現場展出 EBN1120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曾恩娣 使用生長因子是否可有效提升糖尿病足潰瘍傷口癒合率

EBN1B046 現場展出 EBN1122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劉靜芬 運用實證探討肝硬化病人補充支鏈胺基酸降低肝性腦病變併發症之成效

EBN1B047 現場展出 EBN1127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盈安 足部運動是否能促進糖尿病足潰瘍傷口癒合

EBN1B048 現場展出 EBN113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謝宛真 放置氣管內管病人拔管前給予類固醇是否能預防拔管失敗

EBN1B049 現場展出 EBN1133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魏妏珊 執行平衡運動是否可降低社區長者跌倒之風險？

EBN1B050 現場展出 EBN1134 臺北榮民總醫院 呂佳紋 音樂治療對行內視鏡病人緩解焦慮之成效

EBN1B051 現場展出 EBN1141 臺安醫院 陳秋朱 冰敷是否可改善血液透析病人穿刺疼痛？

EBN1B052 現場展出 EBN1144 臺北榮民總醫院 郭紡瑄 蜂膠是否能有效改善癌症病人口腔黏膜炎

EBN1B053 現場展出 EBN1151 馬偕紀念醫院 劉詩怡 執行子宮按摩對自然生產產後出血量是否有影響？

EBN1B054 現場展出 EBN1156 臺中榮民總醫院 柯愛鈴 加護病房病人選擇經皮氣切術是否比傳統氣切術能降低氣管造口感染率？

EBN1B055 現場展出 EBN1161 臺安醫院 黃菁菁
使用誘發性肺量計比起深呼吸練習是否更能預防腹部手術後患者肺部合併症發

生？

EBN1B056 現場展出 EBN1162 彰化基督教醫院 詹靜佳 心房顫動患者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血劑(NOAC)是否能降低中風發生率

EBN1B057 現場展出 EBN1165 三軍總醫院 林于庭
成年男性之腰高比是否比身體質量指數更能準確預測冠狀動脈心臟疾病發生機

率？

EBN1B058 現場展出 EBN1167 嘉義基督教醫院 侯怡吟 探討音樂治療對於重症病人焦慮之成效

EBN1B059 現場展出 EBN1170 彰化基督教醫院 黃薰萱
呼吸器病人使用密閉式抽痰系統(CTSS)是否比開放式抽痰系統(OTSS)更能降低

呼吸器相關肺炎(VAP)的發生率？

EBN1B060 現場展出 EBN1175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鍾依純 早產兒減少洗澡頻率是否會增加皮膚菌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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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B061 現場展出 EBN1176 花蓮慈濟醫院 黃瑀柔 風扇運用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患是否能改善呼吸困難？

EBN1B062 現場展出 EBN1180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彭淑琴 血液透析的病人塗抹嬰兒油是否能緩解皮膚搔癢

EBN1B063 現場展出 EBN1184 臺北榮民總醫院 沈佩萱 糞便失禁病人使用氧化鋅是否能改善失禁性皮膚炎發生情形

EBN1B064 現場展出 EBN1187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張佳棋 Ibuprofen口服劑型是否比針劑有效關閉新生兒開放性動脈導管？

EBN1B065 現場展出 EBN1194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張詩愉 使用蘆薈膠是否可預防住院病人產生壓力性損傷？

EBN1B066 現場展出 EBN1198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詹珮雯 嬰兒油對於血液透析患者皮膚搔癢改善成效

EBN1B067 現場展出 EBN1200 臺安醫院 陳妍 靜脈注射前於注射部位使用冷凍噴霧是否可降低靜脈注射的疼痛？

EBN1B068 現場展出 EBN1203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李佳靜 鼻中膈彎曲病人行內視鏡鼻中膈成形術術後是否能降低合併症

EBN1B069 現場展出 EBN1211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張鈺玲 肺水腫病人使用非侵入性正壓呼吸器是否能降低插管率？

EBN1B070 現場展出 EBN1212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瀞文 脂肪肝病人補充維他命Ｅ能否改善脂肪肝嚴重度？

EBN1B071 現場展出 EBN1217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品卉 動脈內取栓治療對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患者之效益

EBN1B072 現場展出 EBN1218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李雅涵
高效率的血液透析流速模式對增加尿素氮廓清率的效果,是否比一般(正常)血液透

析流速效果佳？

EBN1B073 現場展出 EBN1219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家慈 癌症病人吃消毒餐是否能降低感染率？

EBN1B074 現場展出 EBN1220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蔡侑臻 血液透析病人動靜脈瘻管採鈕扣式穿刺的疼痛感是否比繩梯式穿刺低？

EBN1B075 現場展出 EBN1222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欣儀 探討史蒂芬強生症候群病人接受全身免疫調節療法（SIT）之成效

EBN1B076 現場展出 EBN1226 臺北榮民總醫院 段紹珮 益生菌是否能改善成人腸躁症之腸道症狀

EBN1B077 現場展出 EBN1227 臺安醫院 陳亭宇 吸入酒精味道是否可以緩解噁心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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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B078 現場展出 EBN1236 臺北榮民總醫院 賴宥融 舌頭力量訓練是否能改善腦中風後吞嚥困難病人的吞嚥功能？

EBN1B079 現場展出 EBN1244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鄭如芬 使用NSAID是否可以預防病人做完ERCP後發生post ERCP pancreatitis的風險？

EBN1B080 現場展出 EBN1246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曹維丹 心臟復健結合吸氣肌肉訓練是否可提升心臟衰竭病人心肺功能？

EBN1B081 現場展出 EBN1248 臺中榮民總醫院 謝侑芹 負壓傷口治療是否可促進糖尿病足傷口癒合？

EBN1B082 現場展出 EBN1254 臺安醫院 葉淑敏 運用策略模式是否能改善血液透析病人對飲食、水分和藥物遵從性之成效？

EBN1B083 現場展出 EBN1255 三軍總醫院 李晶霓 服用蔓越莓汁是否降低女性泌尿道感染發生率

EBN1B084 現場展出 EBN1260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語心 探討音樂治療是否有助於癌症疼痛改善

EBN1B085 現場展出 EBN1265 臺北榮民總醫院 孫如嘉 低升糖指數飲食是否能改善糖尿病患者之血糖控制

EBN1B086 現場展出 EBN1266 臺北榮民總醫院 葉詠文 認知行為治療能否改善自閉症類群障礙病人的焦慮程度

EBN1B087 現場展出 EBN1267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何宜蓁 營養不良的老年人透過電話諮詢是否能改善其營養狀況？

EBN1B088 現場展出 EBN1268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姚姿羽 應用酒精封存處置是否能有效預防成人中心靜脈導管血流感染

EBN1B089 現場展出 EBN127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孫嘉璟 局部冷凍療法是否能預防紫杉醇引起的周邊神經性病變？

EBN1B090 現場展出 EBN127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曹慧如 執行口腔照護是否能降低長期留置鼻胃管患者吸入性肺炎情形？

EBN1B091 現場展出 EBN1272 臺安醫院 林育如 血液透析患者透析中降低透析液溫度是否能有效降低透析內低血壓的發生率？

EBN1B092 現場展出 EBN1273 臺北榮民總醫院 蔡明蓉 使用維他命Ｃ可否有效降低接受手術的病人術後疼痛？

EBN1B093 現場展出 EBN1277 臺安醫院 蔡佩璇 採用低熱量飲食是否能降低乾癬的嚴重度？

EBN1B094 現場展出 EBN1278 臺安醫院 王姿蘋 婦女接受骨盆底肌肉運動訓練是否能有效改善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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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B095 現場展出 EBN1285 臺北榮民總醫院 楊易宏 Sodium bicarbonate是否能改善重症病人代謝性酸中毒之預後？

EBN1B096 現場展出 EBN1290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黃欣茹 兒童大腸鏡檢時使用二氧化碳充氣是否較空氣充氣可以減少檢查後腹部疼痛？

EBN1B097 現場展出 EBN129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李念潔 膀胱沖洗對導尿管留置病人預防泌尿道感染之成效

EBN1B098 現場展出 EBN1295 花蓮慈濟醫院 邱以翎 使用高頻胸壁振盪治療是否能改善呼吸道感染病人的痰液清除功能？

EBN1B099 現場展出 EBN129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陳雪莉 血液透析病人執行握球運動是否可以增加血管直徑？

EBN1B100 現場展出 EBN1299 屏東基督教醫院 蘇祐瑩 音樂治療是否可以降低透析病人瘻管穿刺疼痛？

EBN1B101 現場展出 EBN1306 屏東基督教醫院 李昱元 血液透析病人接受芳香療法是否能有效改善疲憊？

EBN1B102 現場展出 EBN1307 屏東基督教醫院 蘇玫帆 虛擬實境是否可改善學齡期兒童靜脈注射時的疼痛？

EBN1B103 現場展出 EBN1314 臺北榮民總醫院 楊雯如 警示管理教育訓練能否降低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警示疲乏？

EBN1B104 現場展出 EBN1318 臺中榮民總醫院 鄭郁玫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服用薑黃素是否可以降低肝臟發炎指數？

EBN1B105 現場展出 EBN1320 臺安醫院 林雯萱 血液透析患者透析中低鈉透析模式是否能減少透析內高血壓的發生？

EBN1B106 現場展出 EBN1321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毛彥婷 接受直接觀察法治療是否可以增加肺結核病患的依從性

EBN1B107 現場展出 EBN1323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林宜萱 眼部行玻璃體切除術後採趴姿可以加速復原

EBN1B108 現場展出 EBN1326 羅東博愛醫院 李吟玲 使用頭皮冷卻是否可以有效減少癌症病人接受化學治療後之掉髮？

EBN1B109 現場展出 EBN1334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李月華 使用Chlorhexidine行口腔護理是否能降低呼吸器相關肺炎的發生

EBN1B110 現場展出 EBN1335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黃敏侶 血液透析病人補充口服蛋白質是否能改善營養不良情形

EBN1B111 現場展出 EBN1336 臺北榮民總醫院 戴瑋君 肺部疾病病人使用高頻胸腔震盪是否可有效改善肺部通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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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B112 現場展出 EBN1340 臺安醫院 朱銘淇
運用整合性自我管理照護策略是否能改善血液透析病人飲食和水份控制之遵從

性？

EBN1B113 現場展出 EBN1344 臺北榮民總醫院 鍾旻芳 接受放射線治療病人塗抹蘆薈是否能預防放射線皮膚炎

EBN1B114 現場展出 EBN1346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巫美娟 低醣飲食用於第二型糖尿病人之血糖控制成效

EBN1B115 現場展出 EBN1354 屏東基督教醫院 馮宥訢 腦損傷病人使用低溫治療是否增加出血之風險

EBN1B116 現場展出 EBN1360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慈瓴 脊椎麻醉/穿刺後提早下床是否會增加穿刺後頭痛之發生率

EBN1B117 現場展出 EBN136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楊婉君 使用抗生素的成人補充益生菌是否可以有效降低抗生素引起的腹瀉發生率

EBN1B118 現場展出 EBN1363 臺中榮民總醫院 謝方婷 ERAS照護計畫是否能改善食道癌病人接受食道切除及重建術後之營養狀況

EBN1B119 現場展出 EBN1369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林巧筠 穴位按摩是否能改善更年期婦女的失眠？

EBN1C001 電子刊載 EBN1003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賴巧燕 長照機構住民使用減壓設備，是否能降低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EBN1C002 電子刊載 EBN100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郭庭羽 過敏性鼻炎病童使用鹽水沖洗鼻腔是否能減少過敏症狀？

EBN1C003 電子刊載 EBN1011 三軍總醫院 劉佳樺 音樂介入用於失智症病人憂鬱情緒之改善

EBN1C004 電子刊載 EBN1013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姿蓉 臨終病人使用吹電風扇是否能降低呼吸困難情形？

EBN1C005 電子刊載 EBN1014 台南新樓醫院 林冠青 急性腦中風病人早期復健是否可以增加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EBN1C006 電子刊載 EBN101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鍾佩婷 病室終期消毒使用漂白水加上紫消燈對降低抗藥性菌種院內感染之成效

EBN1C007 電子刊載 EBN1021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蔡宜蓁 手術後傷口使用美容膠帶或縫合線對於傷口密合是否有差異？

EBN1C008 電子刊載 EBN1023 台南新樓醫院 林混翔
COPD末期病人併高碳酸血症時，使用高流量氧氣鼻導管與非侵襲式呼吸器何者

成效較佳

EBN1C009 電子刊載 EBN1033 奇美醫院 顧正婷
常規手術病人術前使用刷洗液(2%chlorhexidine)清洗手術部位皮膚是否降低病患

手術後傷口之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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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C010 電子刊載 EBN1036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佩琪 慢性心臟疾病使用體外增強型反搏治療是否能改善生活品質？

EBN1C011 電子刊載 EBN1039 台南新樓醫院 蘇玟綾 音樂介入是否可減輕兒童術前焦慮

EBN1C012 電子刊載 EBN1043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施佩杏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患者採俯臥是否能降低死亡率？

EBN1C013 電子刊載 EBN1046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祐禎 以實證方法探討手部穴道按摩療法可否降低心導管病人之焦慮？

EBN1C014 電子刊載 EBN1048 台南新樓醫院 袁立穎 吃蜂蜜是否有效減緩病童咳嗽次數？

EBN1C015 電子刊載 EBN1050 臺北榮民總醫院 余子晴 有氧運動是否能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EBN1C016 電子刊載 EBN1066 馬偕紀念醫院 陳嘉琪 模擬教學法是否可以提升護理人員臨床之溝通能力

EBN1C017 電子刊載 EBN107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楊時芳 外科手術病人給予術前剃雉是否可降低手術部位感染？

EBN1C018 電子刊載 EBN1073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呂宜潞 血液透析病人使用芍藥甘草湯是否可以改善抽筋和疼痛

EBN1C019 電子刊載 EBN1079 臺北榮民總醫院 朱瑄琪 虛擬實境介入能否減緩脊髓損傷病人神經痛情形？

EBN1C020 電子刊載 EBN1084 嘉義基督教醫院 吳秋楓 蜂蜜對改善化療引發的口腔黏膜炎之成效

EBN1C021 電子刊載 EBN1087 臺北榮民總醫院 胡瓅萁 術前補充清流質液體是否會增加病人術後併發症之發生

EBN1C022 電子刊載 EBN1095 三軍總醫院 聶士鈞 缺血腦中風病人使用血管內取栓治療是否能降低死亡率？

EBN1C023 電子刊載 EBN1096 三軍總醫院 陳永霖 運動能否減緩肺癌病人在化學治療過程中所引起之癌因性疲憊？

EBN1C024 電子刊載 EBN1097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潔瑩 耐力及平衡運動是否可緩解化療導致周邊神經病變之嚴重度

EBN1C025 電子刊載 EBN1103 嘉義基督教醫院 童聖華
乳癌患者運用復健運動是否可減少淋巴水腫之成效（Breast cancer patients us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to redu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ymphedema）

EBN1C026 電子刊載 EBN1109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吳小宇 重症病人使用克菌寧沐浴減少院內相關感染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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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C027 電子刊載 EBN1114 臺安醫院 洪玉津 術前使用預熱皮膚消毒劑是否能預防術後病人手術部位的感染？

EBN1C028 電子刊載 EBN1116 臺北榮民總醫院 郭憶文 加護病房病人介入組合式口渴照護措施是否能改善口渴狀況

EBN1C029 電子刊載 EBN1119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游環銀 密閉式抽痰管是否較開放式抽痰管更能降低呼吸器相關性肺炎之發生率？

EBN1C030 電子刊載 EBN1121 臺安醫院 張純吟 聆聽音樂是否可預防髖或膝關節手術病人術後瞻妄的發生率？

EBN1C031 電子刊載 EBN1123 嘉義基督教醫院 許吟嘉 剖腹產後產婦咀嚼口香糖對腸胃蠕動的成效

EBN1C032 電子刊載 EBN1125 臺安醫院 張可敏 長期臥床年長者使用交替式壓力氣墊床是否可降低壓力性損傷發生？

EBN1C033 電子刊載 EBN112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王雅莉 住院成人週邊靜脈導管注射於手背處是否增加感染發生率？

EBN1C034 電子刊載 EBN1129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孜鳳 探討全髖關節置換術個案執行阻力運動之成效

EBN1C035 電子刊載 EBN1130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彭雁嵐 患有異位性皮膚炎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劑後症狀改善率提升

EBN1C036 電子刊載 EBN1138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李榮真 運用實證探討使用增稠液體對吞嚥困難病人改善吸入的發生率之成效

EBN1C037 電子刊載 EBN1139 臺北榮民總醫院 吳懿真 便祕病人食用黑棗是否能增加排便次數

EBN1C038 電子刊載 EBN1142 臺安醫院 劉今菁 給予管灌飲食是否比起手餵飲食更能降低重度失智老人吸入性肺炎？

EBN1C039 電子刊載 EBN1148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鄭丞婷 聽覺刺激是否有效提升腦損傷患者之昏迷指數？

EBN1C040 電子刊載 EBN1149 臺中榮民總醫院 王玉如 成人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病人行腹部按摩是否能改善神經性腸道功能

EBN1C041 電子刊載 EBN1153 奇美醫院 周珊珊
探討全膝關節置換術後病人於24小時內使用彈性繃帶加壓手術部位可否增加患肢

活動度及減少合併症發生

EBN1C042 電子刊載 EBN1155 臺安醫院 陳禮雙 單純性膝關節鏡檢查術前給予預防性抗生素是否可預防病人術後感染發生率？

EBN1C043 電子刊載 EBN1160 臺安醫院 陳玟玲 俯臥姿勢是否能穩定早產兒的血氧飽和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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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C044 電子刊載 EBN1164 台北慈濟醫院 莊榯伽 軟骨素及葡萄糖胺使用對退化性膝關節炎是否能減緩疼痛？

EBN1C045 電子刊載 EBN1166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林緯 電子設備的介入是否能改善癌症病人疼痛及提升生活品質？

EBN1C046 電子刊載 EBN117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陳怡妏 臥床病人每3-4小時翻身與每2小時翻身於壓力性損傷之發生率是否有差異？

EBN1C047 電子刊載 EBN1172 彰化基督教醫院 林瑩禎 腦中風患者使用間歇性充氣加壓循環機是否可預防深層靜脈栓塞

EBN1C048 電子刊載 EBN1177 花蓮慈濟醫院 黃雅慧 運用風扇緩解癌症末期病人自覺呼吸困難之症狀

EBN1C049 電子刊載 EBN1181 花蓮慈濟醫院 林孟樺 非侵入性正壓呼吸器病人使用敷料是否可以預防壓傷的發生？

EBN1C050 電子刊載 EBN1186 馬偕紀念醫院 高千惠 孕期執行骨盆底肌肉運動是否會影響自然生產產後尿失禁的情形

EBN1C051 電子刊載 EBN1192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黃資閔 縮短禁食時間是否會影響手術過程中吸入性肺炎發生率

EBN1C052 電子刊載 EBN1197 臺北榮民總醫院 謝傑曜 反射療法是否能降低癌症病人的疼痛感

EBN1C053 電子刊載 EBN1202 彰化基督教醫院 鄭羽庭 ARDS病人執行俯臥合併使用肺保護通氣策略是否能降低死亡率？

EBN1C054 電子刊載 EBN1205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黃郁珊 母親的聲音是否可以增加早產兒餵食成功率

EBN1C055 電子刊載 EBN1215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黃鏡蓉 生物性母乳哺餵法是否可降低親餵的乳頭不適？

EBN1C056 電子刊載 EBN1216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張曉紋 皮膚移植手術後病人使用負壓傷口治療(NPWT)是否可提高移植成功率？

EBN1C057 電子刊載 EBN1221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劉淑惠 使用矽膠凝膠或矽膠貼片能否預防術後傷口疤痕增生

EBN1C058 電子刊載 EBN1223 花蓮慈濟醫院 羅蕎妤 吞嚥障礙患者置放胃造廔管是否比鼻胃管更能預防吸入性肺炎的發生？

EBN1C059 電子刊載 EBN1225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洪珮芳 待產期間運用音樂治療是否能緩解疼痛及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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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C060 電子刊載 EBN1230 亞東紀念醫院 王盈淳 肺炎個案使用高流量呼吸器治療較插管病患可改善低血氧？

EBN1C061 電子刊載 EBN1232 奇美醫院 黃怡菱 以實證探討手臂人工血管與胸部人工血管在感染率、血栓率及相關合併症的比較

EBN1C062 電子刊載 EBN1233 台南市立醫院 蔡靜香 蘆薈凝膠對慢性傷口癒合及預防壓瘡之療效？

EBN1C063 電子刊載 EBN1234 馬偕紀念醫院 黃君如 哺乳產婦使用高麗菜葉是否可減輕乳房腫脹情形？

EBN1C064 電子刊載 EBN1241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蔡嘉容 頭頸部手術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是否能降低術後感染風險？

EBN1C065 電子刊載 EBN1242 亞東紀念醫院 藍湘湄 拔管後病患使用高流量鼻導管較使用非侵襲性呼吸器能預防再插管

EBN1C066 電子刊載 EBN1245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張佳瑜 使用風扇是否能緩解肺癌病人的呼吸困難？

EBN1C067 電子刊載 EBN1250 屏東基督教醫院 陳儀玲 血液透析病人運用行為自我調節措施是否能有效限制液體攝取？

EBN1C068 電子刊載 EBN1252 奇美醫院 鄭君婷
非直接前側路徑髖關節置換術後不夾枕是否會增加髖關節脫位率與提升病人滿意

度？

EBN1C069 電子刊載 EBN1258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涵鈞 顯微皮瓣移植術後以植入式杜普勒監測皮瓣血流皮瓣搶救率是否較佳？

EBN1C070 電子刊載 EBN125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廖芝妮 癌症化療中的病人使用針灸輔助療法是否改善腸胃道不適症狀

EBN1C071 電子刊載 EBN1262 臺北榮民總醫院 彭瀞萱 接受神經肌肉電刺激治療是否能有效改善腦中風病人之吞嚥功能

EBN1C072 電子刊載 EBN1275 臺北榮民總醫院 廖芝慧 使用皮膚保護劑對失禁性皮膚炎患者改善之成效

EBN1C073 電子刊載 EBN1276 台北慈濟醫院 黃若文 待產婦執行穴位按壓是否能縮短產程進展

EBN1C074 電子刊載 EBN1279 臺安醫院 林郁恩 癌症患者接受芳香療法是否能提升睡眠品質？

EBN1C075 電子刊載 EBN1281 馬偕紀念醫院 王甄薇 開腹手術病人術後立即使用束腹帶是否能降低術後疼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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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C076 電子刊載 EBN1283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廖秋萍 全自動腹膜透析與連續活動性腹膜透析對於病人治療成效之比較？

EBN1C077 電子刊載 EBN1297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林恒卉 慢性硬腦膜下血腫行顱骨鑽洞手術後採抬高床頭姿勢是否增加血腫復發率？

EBN1C078 電子刊載 EBN1302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黃靖雅 咳痰機有助於加護病房呼吸器依賴病人呼吸道痰液清除能力？

EBN1C079 電子刊載 EBN1303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郭書瑋 運動療法是否能改善頭頸癌病人牙關緊閉之情形

EBN1C080 電子刊載 EBN1304 台南市立醫院 方伶雅 冷療可否預防施打Fluorouracil (5-FU)化學治療引起口腔黏膜炎

EBN1C081 電子刊載 EBN1308 臺中榮民總醫院 王偉靜 鼻咽癌病人行放射線治療前塗抹橄欖油是否能預防放射線皮膚炎？

EBN1C082 電子刊載 EBN131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林秋燕 牙齦炎病人使用甘草漱口水相較氯己定漱口水是否能減少牙菌斑指數？

EBN1C083 電子刊載 EBN131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黃品慈 運動訓練是否可以減少透析病人跌倒之發生？

EBN1C084 電子刊載 EBN1319 恩主公醫院 洪慧玲 產後哺乳婦女使用含有葫蘆巴的泌乳茶是否可以增加泌乳量

EBN1C085 電子刊載 EBN1322 恩主公醫院 藍美玲 癌症末期病人呼吸困難使用手持風扇對臉部比對腿部是否能改善呼吸困難

EBN1C086 電子刊載 EBN1325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林佳慧 重症病人使用 chlorhexidine擦澡是否能減少鮑氏不動桿菌感染

EBN1C087 電子刊載 EBN1327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許雅筑 於第二產程溫敷會陰部是否能降低會陰撕裂傷的發生率

EBN1C088 電子刊載 EBN1329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辜鈺惠 使用Lidocaine凝膠是否比一般凝膠更能降低放置鼻胃管的疼痛不適感？

EBN1C089 電子刊載 EBN1330 臺中榮民總醫院 宇珧瑄 探討重症病人經由胃管管灌採間歇性灌食及連續性灌食是否影響營養吸收狀況

EBN1C090 電子刊載 EBN1331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彭瓊瑤 阻力運動訓練是否能預防住院糖尿病人的肌肉力量流失與急性肌少症的發生

EBN1C091 電子刊載 EBN1337 臺安醫院 陳書芳 剖腹產術後早期進食是否可促進腸道動力？

EBN1C092 電子刊載 EBN1339 羅東博愛醫院 何秀燕 體外增強反搏治療是否能改善慢性心臟衰竭病人的活動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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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C093 電子刊載 EBN1343 國防醫學院護研所 王儷諭 絕對臥床休息是否能延長早期破水孕婦的安胎時間？

EBN1C094 電子刊載 EBN1345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黃惠雯 電話提醒可否提升大腸直腸癌篩檢率？

EBN1C095 電子刊載 EBN1350 馬偕紀念醫院 連靖婷 癌症病人接受穴位刺激是否能改善睡眠問題

EBN1C096 電子刊載 EBN1351 彰化基督教醫院 李烱屏 加護病房患者使用壓力重新分佈表面之輔具是否能預防壓瘡發生

EBN1C097 電子刊載 EBN1352 恩主公醫院 黃婉甄 早產兒使用周邊中心靜脈導管放置於上肢比下肢是否較高併發症

EBN1C098 電子刊載 EBN1357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劉思萍 重症病人使用耳塞是否能減少譫妄發生

EBN1C099 電子刊載 EBN1366 臺中榮民總醫院 劉志珍 加護病房病人預防譫妄之最佳音樂類別

EBN1C100 電子刊載 EBN1367 彰化基督教醫院 曾婉茜 靜脈曲張潰瘍病人穿著彈性襪後是否能降低復發率

EBN2A001 入圍優良 EBN2004 三軍總醫院 蔡异囷 藝術介入改善老年憂鬱症狀成效？

EBN2A002 入圍優良 EBN203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梁思傢 慢性牙周炎病人牙齦使用玻尿酸是否可降低發炎反應？

EBN2A003 入圍優良 EBN203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蘇怡華 運用共享決策增進癌症病人疾病認知之成效

EBN2A004 入圍優良 EBN2037 臺中榮民總醫院 呂沛玲 生活方式的介入是否能使慢性精神疾病病人體重下降

EBN2A005 入圍優良 EBN2050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俐伃 芳香療法減緩化學治療病人噁心、嘔吐之成效

EBN2A006 入圍優良 EBN2052 馬偕紀念醫院 黃佩珊 運用咀嚼口香糖處置改善一位脾切除病人術後腹脹照護之案例分析

EBN2A007 入圍優良 EBN2058 臺北榮民總醫院 周宜儒 使用紅外線照射是否能促進傷口癒合

EBN2A008 入圍優良 EBN2060 臺北榮民總醫院 游安立 術後傷口提早沐浴是否增加感染率

EBN2 實證案例分析類實證案例分析類實證案例分析類實證案例分析類（（（（56篇篇篇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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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2B001 現場展出 EBN2001 三軍總醫院 楊謹嘉 動機式會談是否可促進酒精使用障礙患者戒酒

EBN2B002 現場展出 EBN2003 三軍總醫院 李宜芳 懷舊治療是否可以改善老年人憂鬱情形？

EBN2B003 現場展出 EBN2005 三軍總醫院 陳律君 全甲狀腺切除術後病人進行頸部伸展運動是否能改善術後頸部疼痛？

EBN2B004 現場展出 EBN2006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蔡幸君 運用口腔復健改善頭部腫瘤放射線治療後產生嗆咳之護理經驗

EBN2B005 現場展出 EBN2010 三軍總醫院 吳孟軒 音樂治療是否可降低失智病人的焦慮情形？

EBN2B006 現場展出 EBN2016 三軍總醫院 傅志瑜 氣切套管留置病人使用單向發聲閥是否可降低嗆咳發生率？

EBN2B007 現場展出 EBN201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張馨心 血液透析病人進行有氧運動是否可改善憂鬱症狀？

EBN2B008 現場展出 EBN2021 三軍總醫院 梁芷崡 冰敷是否能減輕拔除胸管之疼痛程度？

EBN2B009 現場展出 EBN2025 臺中榮民總醫院 謝芷芸 結核病人接受雲端都治計畫能否提高治療完成率

EBN2B010 現場展出 EBN2027 振興醫院 郭心蕙 一位老年直腸癌手術病人運用術前吸氣肌訓練預防術後肺部合併症之案例分析

EBN2B011 現場展出 EBN2029 三軍總醫院 李孟諭 需放置鼻胃管病人使用麻醉止痛劑是否能降低放置過程中的疼痛程度？

EBN2B012 現場展出 EBN2030 臺北榮民總醫院 康家瑜 運動降低老年人跌倒發生率之實證案例分析

EBN2B013 現場展出 EBN2033 臺中榮民總醫院 侯慧明 兒癌病童進行腰椎穿刺時使用皮膚表面麻醉藥膏(EMLA)是否能降低疼痛？

EBN2B014 現場展出 EBN2035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李凱雯 應用低溫治療於降低顱骨切除術後病人顱內高壓之實證案例

EBN2B015 現場展出 EBN2039 三軍總醫院 李艾 認知偏差修正治療是否能減少思覺失調症患者之社交焦慮程度

EBN2B016 現場展出 EBN2042 臺北榮民總醫院 蕭韜文 癌症病人使用Port-A導管預防化療藥物外滲之實證案例分析

EBN2B017 現場展出 EBN2044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莊小萱 早產兒運用袋鼠式護理是否能增加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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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2B018 現場展出 EBN2046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洪依婷 針對術前兒童使用遊戲治療是否能夠降低術前焦慮

EBN2B019 現場展出 EBN2047 臺北榮民總醫院 蔡昀璉 運動改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化療後癌因性疲憊之實證案例分析

EBN2B020 現場展出 EBN2048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冠汝 使用母乳緩解視網膜病變檢查疼痛之案例分析

EBN2B021 現場展出 EBN2051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陳珮涵 執行靜脈注射病童使用手機轉移注意力是否更有效降低疼痛程度？

EBN2B022 現場展出 EBN2056 臺北榮民總醫院 劉季平 運用正念認知治療改善憂鬱症病人 憂鬱症狀之案例分析

EBN2B023 現場展出 EBN2062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宛貞 音樂治療是否可以降低化療病人的焦慮

EBN2B024 現場展出 EBN2065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陳彥羽 化療病人使用glutamine是否可以降低口腔粘膜炎情形

EBN2B025 現場展出 EBN2066 三軍總醫院 葉雅馨 現實導向治療對於失智症老人認知功能改善之成效

EBN2B026 現場展出 EBN2067 臺北榮民總醫院 林紓妤 兒童在進行靜脈穿刺前，先予皮膚局部麻醉劑使用是否能降低疼痛感？

EBN2B027 現場展出 EBN2068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翎郡 運用誘發深呼吸器是否可改善肺部切除手術後病人肺部擴張之情形

EBN2B028 現場展出 EBN207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邱于珍 產後婦女使用穴位輕刮療法是否能改善乳房脹痛？

EBN2B029 現場展出 EBN2074 臺北榮民總醫院 張秀能 婦癌手術後病人給予音樂治療降低手術後疼痛之案例分析

EBN2C001 電子刊載 EBN2007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泓旭 早期復健改善腰椎術後病人下背痛之案例分析

EBN2C002 電子刊載 EBN2011 三軍總醫院 林桂如 使用傷口敷料及局部塗抹藥劑是否能有效幫助壓傷病人傷口癒合？

EBN2C003 電子刊載 EBN2012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謝雅雯 運用風扇改善癌症病人呼吸困難症狀之案例分析

EBN2C004 電子刊載 EBN2014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黃敏勤
以實證手法探討經口糞便微生物移植，與大腸鏡移植對於困難梭狀芽孢桿菌感染

症復發成效

EBN2C005 電子刊載 EBN2015 臺北榮民總醫院 蔡欣昊 急症病人是否常規使用氧氣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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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2C006 電子刊載 EBN2019 三軍總醫院 李宜靜 吞嚥困難患者採安全進食/喝水策略是否可預防吸入性肺炎？

EBN2C007 電子刊載 EBN2020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昱廷 成年病人使用護膚產品是否能預防失禁性皮膚炎

EBN2C008 電子刊載 EBN2026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家芬 運用口腔清潔組合照護改善腦部出血併口腔異味病人之案例分析

EBN2C009 電子刊載 EBN2028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徐淑芬 一位心臟衰竭病人執行以家庭為基礎的心臟復原運動之健康成效

EBN2C010 電子刊載 EBN2038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許錦淳
肺癌高風險族群利用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做肺癌篩檢，是否比胸部X光較能早期

發現肺癌？

EBN2C011 電子刊載 EBN2055 三軍總醫院 簡佳誼 運用音樂治療是否能改善睡眠品質？

EBN2C012 電子刊載 EBN2057 三軍總醫院 陳麗芬 運動是否能改善接受放射治療之乳癌病人的疲憊程度？

EBN2C013 電子刊載 EBN2063 臺北榮民總醫院 韓采璇 穴位按壓是否能降低手術病人術後疼痛之案例分析

EBN2C014 電子刊載 EBN2064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江嘉尉 一位食道重建術後併發乳糜胸患者使用放射線治療對減少胸管引流量之成效

EBN2C015 電子刊載 EBN2069 臺北榮民總醫院 楊家雯 照護一位肝移植術後病人運用方塊踏步運動預防跌倒之案例分析

EBN2C016 電子刊載 EBN2070 臺北榮民總醫院 王裕豪 使用口腔冷療法預防化療病人口腔黏膜炎之案例分析

EBN2C017 電子刊載 EBN2071 臺北榮民總醫院 吳婉君 光照療法介入是否改善失智症睡眠障礙

EBN2C018 電子刊載 EBN2075 臺中榮民總醫院 柯愛鈴 神經外科病人經皮股動脈穿刺術使用血管閉合裝置與手動加壓比較之成效探討

EBN2C019 電子刊載 EBN2076 彰化基督教醫院 曾淑怡 接受腹部手術對於採取腹腔鏡手術是否比傳統式手術較能降低手術部位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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