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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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G14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文綾 生活方式的介入是否能使慢性精神疾病病人體重下降 金獎 

13 G09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李宜玟 
運動合併補充維生素 D 加鈣劑是否可提升住院老年人下肢骨骼肌肉功

能？ 
銀獎 

12 G10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楊淑惠 比較手術病人有無凝膠指甲對指尖血氧之影響 銀獎 

1 G06 高雄榮民總醫院 劉靜芳 縫合表淺性撕裂傷注射局部麻醉前冰敷是否可以降低疼痛？ 銅獎 

3 G11 臺中榮民總醫院 洪淑真 產後哺乳婦女以穴位刮痧療法是否能改善乳房腫脹？ 銅獎 

5 G05 高雄榮民總醫院 余佳珍 小丑醫師介入是否可改善兒童住院的疼痛及焦慮？ 銅獎 

15 G12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陳家貞 多元策略可否提升護理人員洗手完整率 佳作獎 

10 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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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獎 

11 G0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賴怡如 
手術過程介入主動式加溫系統是否能有效維持病人體溫及改善手術病人併

發症的發生呢？ 
佳作獎 

8 G1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謝佩欣 呼吸肌無力病人使用咳痰機是否有助於降低肺部合併症發生 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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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組競賽 

2 G04 嘉義基督教醫院 謝伶瑜 綠茶水漱口改善口腔癌治療所致之口腔黏膜炎成效 潛力獎 

7 G01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邱曼婷 肌內效對於癌症末期病人減少淋巴水腫之成效 潛力獎 

4 G08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林于真 

探討應用新型心電圖監視儀(zoll medical)對於到院前死亡病人(out-hospital 

cardia arrest, OHCA)是否有助於恢復自發性循環(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ROSC)之成效 

潛力獎 

9 G07 臺北榮民總醫院 酒小蕙 提升門診病人血壓測量正確性-實證品質改善專案 潛力獎 

6 G02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田曉芸 負壓傷口治療對糖尿病人足部潰瘍癒合之成效 潛力獎 

【壓力性損傷】主題組競賽 

3 T0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陳乃菁 
『運用跨領域團隊暨遠距照護模組提升居家三級以上壓力性損傷傷口癒合

成效』 
金獎 

2 T05 臺中榮民總醫院 葉文婷 使用氣管內管固定器改善加護病房氣管內管引起壓力性損傷之成效 銀獎 

1 T02 臺北榮民總醫院 詹雅惠 運用組合式照護降低內科病房病人因壓力性損傷發生率之成效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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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海報：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SR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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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獎 

SRA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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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SRA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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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SR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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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獎 

優良海報：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EBRA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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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獎 

EBRA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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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EBRA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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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EBRA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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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獎 

優良海報：實證讀書報告類 

EBN1A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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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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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1A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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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EBN1A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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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EBN1A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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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EBN1A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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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EBN1A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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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優良海報：實證案例分析類 

EBN2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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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獎 

EBN2A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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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海報新增加碼主題：「中心靜脈導管血流感染與封閉式靜脈輸液系統」相關的實證議題 

SRB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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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獎 

SRB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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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EBN1B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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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