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海報論文通過一覽表

序號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結果

SRA01 SR03 弘光科技大學 賴蓉星 太極拳訓練改善中高齡者下肢肌力之實證評讀 優良

SRA02 SR04 嘉義基督教醫院 謝伶瑜 穴位按摩對於改善病患便秘問題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優良

SRA03 SR05 國軍高雄總醫院 王育鵑 頭皮冷卻是否能降低接受化療病人的掉髮 優良

SRA04 SR08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李美銀
Body imag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cancer: A meta synthesis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findings 優良

SRA05 SR13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朱惠珍 實證方式探討海藻酸鹽類敷料對於糖尿病足部潰瘍之影響 優良

SRA06 SR15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 張綺紋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on fatigu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cancer 優良

SRB01 SR01 台北榮總 柯莉珊 預立照護計畫對於住院老人之成效

SRB02 SR06 國軍高雄總醫院 王育鵑 口含冰塊對降低接受化療病人產生口腔黏膜炎之成效

SRB03 SR07 台北榮總 宋桂容 HPV自我採檢可否有效提高婦女子宮頸癌篩檢率之探討

SRB04 SR09 台北榮總 楊美華 癌症病人居家化學治療照護之系統性文獻整合

SRB05 SR11 台北榮總 鄒茵茵 食道癌病人空腸造瘻照護指引之建立與評值

SRB06 SR12 台大醫院 王筱珮 介入性措施對家庭主要照顧者角色轉銜之成效

SRB07 SR14 台北榮總 陳玉萍 運動應用於紅斑性狼瘡病人之系統性文獻分析

SRB08 SR16 萬芳醫院 陳若蘋 母親聲音對早產兒生命徵象穩定之影響

SRB09 SR17 三軍總醫院 蔡曉婷 運用實証護理探討按摩對於緩解癌症病人不適症狀之成效

系統性文獻分析類 (15篇, 通過率 : 88%)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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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結果

EBRA01 EBR01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黃智榆 罹患癌症病童的母親不確定感、家庭韌力與生活品質之相關性 優良

EBRA02 EBR03 台北榮總 王佩琮 「提示移除尿管」降低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之專案 優良

EBRA03 EBR11 台南新樓醫院 鄭美陽 腹部按摩是否能改善便秘症狀 優良

EBRA04 EBR14 成大醫院 李沂芝 運用刮痧或徒手按摩對改善產婦之脹奶不適是否有差異 優良

EBRA05 EBR24 成大醫院 陳貞如 改變管灌技術之流程是否會影響鼻胃管阻塞之風險? 優良

EBRA06 EBR25 台北榮總 李延慧 餵食母乳減緩新生兒接受侵入性措施疼痛之護理專案 優良

EBRA07 EBR28 台北榮總 沈青青 建立接受緩和療護之癌末兒童疼痛照護之臨床指引 優良

EBRA08 EBR30 陽明附醫 賴妙娟 運用「最大無菌屏障」於中心靜脈導管置入以降低血流感染率 優良

EBRA09 EBR34 三軍總醫院 孫吟蓁 家庭賦權護理計劃對於重症病人及其家屬心理困擾和急性壓力感受之成效 優良

EBRB01 EBR02 台中榮總 黃彌淑 支氣管炎的兒童使用吸入治療（hypertonic saline與epinephrine）是否可降低住院天數？

EBRB02 EBR04 成大醫院 王嘉蓉 腎臟科防跌方案之成效

EBRB03 EBR05 台北榮總 彭雪芳 比較非營養性吸吮、口服母乳及寧握之組合措施對早產兒接受足跟扎血之減痛成效

EBRB04 EBR07 成大醫院 郭雪敏 南部某醫學中心實證護理讀書會護理單位推展模式之建構與成效評值

EBRB05 EBR09 馬偕醫院 蔡榮美 實證健康照護多元學習課程對護理種子老師知識、態度及行為之成效探討

EBRB06 EBR10 馬偕醫院 蔡榮美 產後母嬰早期肌膚接觸是否可提升純母乳持續哺餵率之探討

實證應用或研究類 (28篇, 通過率80%)E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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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結果

EBRB07 EBR12 嘉南療養院 梁淑華 運用情緒因應團體提昇精神科急性住院病人之情緒管理

EBRB08 EBR15 成大醫院 蘇怡華 發展成人使用氣管內管口腔護理之實證照護指引

EBRB09 EBR16 屏東基督教醫院 蔡玉梅 加強口腔護理是否可降低插氣管內管病人相關肺炎的發生率

EBRB10 EBR20 台南新樓醫院 林婉如 動脈穿刺部位使用改良式止血帶是否比徒手加壓更能提升止血率

EBRB11 EBR21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朱惠珍 以實證方法探討使用不同敷料於住院糖尿病足部潰瘍傷口之影響

EBRB12 EBR22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朱惠珍 運用Hydrogel和Hydrocolloid改善第4級放射性皮膚炎之成效探討

EBRB13 EBR23 台北榮總 鄭慧娟 音樂治療對老人憂鬱之成效探討

EBRB14 EBR26 台北榮總 明金蓮 建立本土化Port-A管路照護之臨床指引

EBRB15 EBR29 陽明附醫 邱映婷 接受放射療法的癌症患者使用局部蘆薈凝膠能否降低皮膚炎的發生

EBRB16 EBR31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彭慈恩 脫離呼吸器患者使用PSV和T-piece何種方式拔管成功率較高？

EBRB17 EBR32 台北榮總 鍾淑媛 音樂治療對肺結核隔離病人之焦慮、壓力與生理反應之成效探討

EBRB18 EBR33 台北榮總 鍾淑媛 探討臨床護理人員之不同特性對工作壓力與體適能的影響

EBRB19 EBR35 台北榮總 周碧琪 運用精神分裂症病人家屬之心理衛生教育團體降低再復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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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結果

EBNA01 EBN02 台北榮總 彭巧君 吞嚥困難的病患採下巴向下姿勢吞嚥是否可預防吸入性肺炎 優良

EBNA02 EBN03 台北榮總 王心亭 硫酸鎂可否減緩病人頭痛程度 優良

EBNA03 EBN04 台北榮總 楊容妃 音樂療法是否能減緩失智症病人焦慮 優良

EBNA04 EBN12 台北榮總 陳世珩 肺炎病人使用胸腔物理治療能否使肺炎情形改善 優良

EBNA05 EBN13 台北榮總 莊佩旻 按摩是否可以改善失眠病人的睡眠品質 優良

EBNA06 EBN14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張淑玲 脊髓損傷患者執行敲壓尿膀胱訓練是否會造成泌尿系統功能損傷？ 優良

EBNA07 EBN23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吳姿蓉 運動訓練是否能預防老人因跌倒而造成的傷害？ 優良

EBNA08 EBN32 中山醫學大學 許文怡 檢查前給藥是否可以有效降低婦女乳房攝影檢查的疼痛? 優良

EBNA09 EBN35 台北榮總 呂千媚 照光治療對失智症患者之睡眠障礙改善效果探討 優良

EBNA10 EBN40 陽明附醫 賴妙娟 縮短導尿管留置天數是否能降低院內泌尿道感染率? 優良

EBNA11 EBN41 台中榮總 黃惠美 執行多重介入性措施是否可降低中心導管血流感染？ 優良

EBNA12 EBN43 奇美醫院 辜漢章 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於術中使用含抗生素之骨水泥是否能降低術後深部感染率？ 優良

EBNA13 EBN44 台南新樓醫院 楊雅雯 臥床病人使用減壓水球是否可預防壓瘡發生 優良

EBNA14 EBN46 台北榮總 王舒羿 執行袋鼠式護理使早產兒體重增加之實證探討 優良

EBNA15 EBN48 台北榮總 胡家溱 口腔運動增加早產兒口腔進食能力之實證探討 優良

實證讀書報告或實證案例分析類 (55篇, 通過率82%)E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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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結果

EBNA16 EBN58 台北榮總 王笙安 急性尿潴留病人使用α-blocker製劑是否可以成功移除導尿管 優良

EBNA17 EBN61 台北榮總 李慧盈 運動於心臟衰竭病人生活品質之成效探討 優良

EBNB01 EBN01 台北榮總 陳昱憲 親水性敷料之使用是否有助於傷口癒合

EBNB02 EBN05 台北榮總 王晏駿 神經性膀胱造成泌尿道感染使用蔓越莓成效

EBNB03 EBN06 台北榮總 吳雅婷 壓瘡傷口使用水性膠體敷料(Hydrocolloid)換藥是否能促進傷口癒合

EBNB04 EBN07 國防醫學院護理所 張君如 音樂療法對呼吸器使用者的焦慮生理與心理反應之成效

EBNB05 EBN08 台北榮總 張婕妤 腿部運動是否能降低老年人跌倒

EBNB06 EBN09 台北榮總 呂岱蓮 病人行大腸鏡檢前以跨日分劑量法行腸道準備，是否較單日全劑量法有較佳效果?

EBNB07 EBN15 天主教若瑟醫院 林燕萍
服用鈣離子阻斷劑的高血壓病人使用期間有吃柑橘類水果比未吃柑橘類水果者更易影
響藥物代謝率下降

EBNB08 EBN16 台北榮總 張玉霞 使用低體溫措施能否改善創傷性損傷病人之神經功能

EBNB09 EBN17 台北榮總 連佳慧 失禁病人使用保護膜是否能降低皮膚炎發生率

EBNB10 EBN18 台北榮總 吳亞璇 運用生物回饋訓練是否可以改善慢性便秘？

EBNB11 EBN19 國立成功大學 田于廷 口腔刺激是否能促進早產兒的口腔餵食成效？

EBNB12 EBN20 成大醫院 林宇慧 應用Glutamine於嚴重口腔黏膜損傷病患之照護經驗

EBNB13 EBN21 嘉義基督教醫院 蕭亞欣
血液透析合併高血磷患者使用ALUMINUM HYDROXIDE與CALCIUM CARBONATE對
降低血清中磷酸鹽濃度成效的比較

EBNB14 EBN22 台北榮總 林晏妦 一位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病人之護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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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NB15 EBN24 台北榮總 巫怡蓮 使用益生菌是否能有效改善偽膜性腸炎引起之腹瀉

EBNB16 EBN25 台北榮總 卓美妤 老年人練習太極拳是否能降低跌倒發生率

EBNB17 EBN26 台北榮總 廖詠萱 熱水足浴對於緩解癌症病人失眠、疲憊症狀之臨床應用

EBNB18 EBN27 成大醫院 蔡佳吟 使用穴道按摩腕帶刺激內關穴位改善接受化學治療引致噁心嘔吐之護理經驗

EBNB19 EBN28 台北榮總 黃韋茹 方塊跨步訓練是否能降低老人跌倒發生率

EBNB20 EBN29 台北榮總 陳佩遙 以瑜珈改善癌症病人失眠問題

EBNB21 EBN31 台北榮總 方韻芝 探討音樂治療對外科手術術後病人緩解疼痛的成效

EBNB22 EBN33 台中榮總 陳雅惠 含銀是否比不含銀的敷料能縮減下肢潰瘍的範圍？

EBNB23 EBN34 台北榮總 薩子穎 羊水過少的孕婦增加攝水量能否增加羊水量指數

EBNB24 EBN36 台北榮總 邱筱雯 下背痛病人接受腰椎牽引治療對疼痛緩解之成效探討

EBNB25 EBN37 台北榮總 黃郁筑 溫的灌洗液是否改善手術病人體溫的喪失

EBNB26 EBN38 台南新樓醫院 吳雅惠 搖籃曲音樂的介入是否可促進早產兒的統合行為與發展?

EBNB27 EBN39 台北榮總 廖怡婷 走路運動是否能改善第二型糖尿病病人之糖化血色素？

EBNB28 EBN42 台北榮總 林玉蘭 局部塗抹蜂蜜是否可減緩頭頸癌症病人接受放射治療所引起之口腔黏膜炎

EBNB29 EBN47 台北榮總 李宜佩 俯臥位是否可改善早產兒的氧合狀況?

EBNB30 EBN49 成大醫院 黃慧珍 姿勢改變對於執行肋膜沾粘術的藥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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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機構 姓名 篇名 結果

EBNB31 EBN54 台北榮總 王霰邡 溫水拭浴降低病童體溫之實證探討

EBNB32 EBN55 台北榮總 洪盈馨 接受放射線治療之病人使用蜂蜜是否有助於改善口腔黏膜炎?

EBNB33 EBN59 台北榮總 黃郁媚 對短期留置導尿管的病人於10~12pm移除導尿管是否可降低再插管率?

EBNB34 EBN62 成大醫院 沈怡欣
鼻胃管灌食病人管灌Esomeprazole是否較Lansoprazole oral disintegrating tablets容易造成
鼻胃管阻塞

EBNB35 EBN63 台北榮總 蕭琬瑜 口腔護理應用於口腔黏膜炎病人之成效

EBNB36 EBN65 台北榮總 張尹汝 接受開顱手術不剃髮是否會增加手術部位感染率？

EBNB37 EBN66 台北榮總 賴櫻壬 嬰幼兒使用尿袋或單導收集是否影響尿液培養的結果?

EBNB38 EBN67 台北榮總 宋雁妮 食用黑棗是否可改善排便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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