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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護理研究成果暨護理創新競賽發表會 

【繼續教育積分專業申請中】 

(本課程為公開徵求論文之護理學術研討會，如經審查通過其積分兩倍計) 
壹、活動宗旨：為鼓勵護理人員積極參與學術研究、激發創新及改進護理技術、用品或照

護模式等，進而提升病人服務品質，特邀請今年度護理研究成果暨護理

創新競賽獲獎者，進行成果發表。 

貳、舉辦時間：10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 9:20~14:40 

參、辦理地點：亞東紀念醫院 14 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2 段 21 號南棟 14 樓(可容納 250 人) 

肆、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亞東紀念醫院護理部 

伍、活動議程： 

時    間 活動內容 發表者 主持人 

 9:00～9:20 報到 亞東醫院護理部 

 9:20～9:30 致歡迎詞 

 

發表會簡介及說明 

周繡玲    主    任 

高靖秋    理 事 長 

 高啟雯   副主任委員 

09:30~09:50 護理研究成果得獎作品分享(1) 黃琪津 行政主辦 高啟雯 副主任委員 

09:50~10:10 護理研究成果得獎作品分享(2) 陳逸玲 副護理長 高啟雯 副主任委員 

10:10~10:30 護理研究成果得獎作品分享(3) 張秀如  教 授 高啟雯 副主任委員 

10:30~10:50 休      息 

10:50~11:10 綜合討論 發表人、主持人 

11:10~11:30 護理創新得獎作品分享(1) 徐曉雲 副護理長 周繡玲 主任委員 

11:30~11:50 護理創新得獎作品分享(2) 簡啟峰 護理師 周繡玲 主任委員 

11:50~13:20 午餐(下午簽到 13:00過後) 

13:20~13:40 護理創新得獎作品分享(3) 黃毓薇 護理師 周繡玲 主任委員 

13:40~14:00 護理創新得獎作品分享(4) 周佩君 督導長 周繡玲 主任委員 

14:00~14:20 護理創新得獎作品分享(5) 孫婉娜 護理長 周繡玲 主任委員 

14:20~14:40 綜合討論 發表人、主持人 

9:20~14:40 海報展示 護理研究暨護理創新競賽 

佳作作品 

14：40~ 賦歸及簽退（線上填寫滿意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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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講師簡介(按課程順序) 

周繡玲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暨護理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亞東紀念醫院護理部主任 

高靖秋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高啟雯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暨護理研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琪津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醫院行政中心公共事務關係室行政主辦 

陳逸玲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副護理長 

張秀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徐曉雲  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部副護理長 

簡啟峰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護理師 

黃毓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師 

周佩君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督導長 

孫婉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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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護理研究成果競賽得獎作品名單 

序號 
申請人第

1 作者 
服務機關 作品名稱 獎項 

1 黃琪津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口長庚醫院 

Effects of Web-based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ymptom Distress of Initially Diagnosed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A 

Randomiz 

優良 

2 陳逸玲 臺中榮民總醫院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Fathers of 

Hospitalized Preterm Infants on Paternal Support and 

Attachment 1 Month After Discharge 

優良 

3 張秀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ineal pain and postpartum 

depressive symptoms: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優良 

4 鈕淑芬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

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Effects of Nocturnal Sleep Quality on Diurnal Cortisol 

Profiles and Attention in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佳作 

5 鄧秀琴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

興醫院 

Walking with controlled breathing improves exercise 

tolerance, anxiety,and quality of life in heart failure pati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佳作 

6 曹英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

濟大學 

Auricular acupressure: Reducing side-effects of 

chemotherapy in women with ovarian cancer 
佳作 

7 林幼麗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口長庚醫院 

A Multidisciplinary Program Reduces Over 24 Hours of 

Physical Restraint in Neurolo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佳作 

8 陳美芳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 

Efficacy of a Horticultural Activity Program for Reducing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in Older Residents of Nursing 

Homes in Taiwan 

佳作 

9 陳嬿今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mong HIV-infected Men in the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Era: A Nation-wide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in Taiwan, 2000-2011 

佳作 

10 江淑華 臺北榮民總醫院 
Change in symptom clusters in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A longitudinal study 
佳作 

11 廖惠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 

Reduced Risks of Both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Strokes in 

Nurses: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in Taiwan 
佳作 

12 吳竹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口長庚醫院 

Work Stress, Resilience,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Life 

Among Nurses Caring for Mass Burn Casualty Patients After 

Formosa Color Dust Explosion 

佳作 

13 郭乃慈 臺北榮民總醫院 

The influence of partner involvement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 body image and decision regret among women 

receiving breast reconstruction 

佳作 

14 林碧珠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

系 

Knee joint function, walking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within 

6 week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佳作 

15 闕可欣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護理學

系 

Effects of Auricular Acupressure on Sleep Quality, Anxiety, 

and Depressed Mood in RN-BSN Students With Sleep 

Disturbance 

佳作 

16 陳麗琴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

北長庚紀念醫院 

Workplace violence against emergency nurses in Taiwan: A 

phenomenographic study.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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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護理創新競賽得獎作品名單 

序號 
申請人 
第 1作者 

服務機關 作品名稱 獎項 

1 徐曉雲 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加護病房執行病人早期復健活動
之創新照護流程 

優良 

2 簡啟峰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伸縮式抽痰管套組 優良 

3 黃毓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母乳哺給讚」行動 APP 優良 

4 周佩君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由你來管~人工血管決策輔助模型 優良 

5 孫婉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蜂鳴式胸瓶固定器 優良 

6 莊憶萱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改良式餵食器 佳作 

7 呂淑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呼吸器管路 Easy-go 佳作 

8 陸姿吟 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e療大觀園--護理智慧改善照護品
質 

佳作 

9 林祝君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生命繫生命安全針具 佳作 

10 楊薏泠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Bar新打開-新生兒條碼手圈 佳作 

11 賴宜萍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親子共讀~影音學堂」QR code 佳作 

12 林思妤 臺北榮民總醫院 
布步相倚、暖暖相隨 ~ 二合一待
產輔助巾助妳好生! 

佳作 

13 許翊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有你罩、安全到」~透析管路防
護罩 

佳作 

14 黃美茜 亞東紀念醫院 滴答滴答 call me what? 佳作 

15 蔡雪雅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一尺搞定胰然自在(胰島素施打間
距表) 

佳作 

16 吳宛臻 亞東紀念醫院 管路排排站 佳作 

17 陳玫君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多用途防護袋 佳作 

18 康瑞蘭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醫院 領巾冰敷帶 佳作 

19 丁鈺庭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多「員」照護，LINE@ APP 學習一
把罩 

佳作 

20 呂芝慧 臺北榮民總醫院 
金剛不壞鐵布衫，全面防護「氣墊
心」 

佳作 

21 盧雅莉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一點就通-心電圖好好玩 佳作 

22 呂紡柔 亞東紀念醫院 帶你一起唱情歌 佳作 

23 王美瑩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安心趴趴走－創新娃娃車活動式
點滴架固定套 

佳作 

24 謝雲涵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點班 E點靈-急救車行動點班 APP 佳作 

25 李美珠 亞東紀念醫院 白天裡的黑夜～兩罩光 佳作 

26 張玉君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壓傷評估拉拉筆 佳作 

27 蕭惠澤 亞東紀念醫院 緊緊扣住 P把罩 佳作 

28 楊靜怡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醫院 
俯臥趴趴 GO、恢復視力 SO EASY--
活動式趴臥桌 

佳作 

29 謝春蘭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醫院 
縮短急診內科檢傷 3-5級出院病人
滯留時間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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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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