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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編號 主題 區間碼
發表

語言
論文標題(中文) 姓名 服務單位

P001 新冠肺炎專區 P1 中文 負壓隔離病房護理人員人力培訓運用 陳淑純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

P002 新冠肺炎專區 P1 中文
探討精神科日間留院護理人員在面對新冠肺炎爆發之

因應策略
李宜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P003 新冠肺炎專區 P1 中文 文獻回顧COVID-19引起護理人員心理壓力之探討 李玉雯 健仁醫院

P004 新冠肺炎專區 P1 中文
醫院護理人員在COVID-19抗疫期間的感受及因應方式

探討
王琬詳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

理部

P005 新冠肺炎專區 P1 中文 社區民眾COVID-19預防性健康行為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楊嘉玲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P006 新冠肺炎專區 P1 英文
應用高擬真模擬情境提升護生於新冠肺炎感染患者人

工插管之學習成效
彭逸稘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

P007 新冠肺炎專區 P1 中文
比較來自家人親友與專業人員對加護病房家屬之社會

支持於COVID-19台灣爆發期間
林樺豫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P008 新冠肺炎專區 P1 中文
探討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之接案經驗-以中區某集中

檢疫所為例
林梅珠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P009 新冠肺炎專區 P1 中文
探討新型冠狀病毒之死亡要因：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

合分析
施采吟 三軍總醫院

P010 成人護理 P2 英文 探討低血糖處理行為之預測因子 黃美娟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P011 成人護理 P2 中文
肝癌末期患者身體心像改變、憂鬱症狀與生活品質的

相關性
江純瑛 義守大學護理學系

P012 成人護理 P2 中文
運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於脊椎手術病人的成

果初探
陳怡君 臺北榮民總醫院

P013 成人護理 P2 英文
台灣南部醫院人類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與C 型肝炎共

同感染者之肝炎分型分析
鄭佩芬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P014 成人護理 P2 中文 肝癌病人失志、憂鬱及生命意義相關探討 梁家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



第卅七次護理研究論文發表會一般海報發表名冊 110.8.2

發表編號 主題 區間碼
發表

語言
論文標題(中文) 姓名 服務單位

P015 成人護理 P2 中文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靈性安適與靈性照顧能力之相關性

研究
洪玉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P016 成人護理 P2 英文 運用健康識能及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大腸鏡檢用藥選擇 陳麗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護理部

P017 成人護理 P2 中文
新進護理人員對遺體護理的知識、態度及自我效能之

相關因素探討
余美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P018 成人護理 P2 中文 探討影響男性脊髓損傷患者之性生活的相關因素 張淑玲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P019 成人護理 P2 中文 運動訓練於慢性腎臟病病人之成效 孫婉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P020 成人護理 P2 中文
心跳停止並接受目標體溫管理的成人病患存活預測之

分析
吳孟貞 高雄榮民總醫院

P021 成人護理 P2 中文
一般人與叢發性頭痛病人之焦慮、憂鬱及生活品質之

相關探討
曾凱郁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

P022 成人護理 P2 中文 疼痛評估工具於住院老人之相關性探討 陳惠君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P023 成人護理 P2 英文
行動影音衛教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使用藥物吸

入器成效
楊嘉林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P024 成人護理 P2 中文 中式疼痛臉譜評估工具效度檢定 黃惠美 臺中榮民總醫院

P025 成人護理 P2 中文 術後住院病人之人格特質對急性疼痛感受之分析 洪麗玲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P026 成人護理 P2 中文
加護病房末期病患家屬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

同意）書之經驗
鄭惠瑩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P027 成人護理 P2 中文
探討預防性敷料介入使用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重症患

者降低壓力性損傷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
黃映綺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P028 成人護理 P2 中文
標準化流程提升健診中心顧客大腸鏡檢查腸道清潔度

之成效探討
徐嘉羚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健

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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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9 成人護理 P2 中文
急診病患家屬和急診護理師面對醫師告知病情情境感

受之差異
陳思惠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P030 成人護理 P2 中文
導入醫病共享決策接受內視鏡下肢靜脈曲張手術病人

之滿意度及忠誠度分析
王乙茜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P031 護理領導與管理 P3 中文
南部某醫學中心醫護人員轉任意願及相關影響因素研

究
楊佩瑄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P032 護理領導與管理 P3 中文 探討護理人員工作負荷、復原力及相關影響因素 廖如文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P033 護理領導與管理 P3 英文 女性護理人員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及相關因素探討 許琳婷 開南大學

P034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探討性早熟兒童BMI值與同儕關係及自我概念之相關

性
張怡惠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P035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父母紀錄新生兒腸絞痛症狀表現之分析 黃羿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P036 婦幼健康護理 P4 英文 氣功於青少女經前症狀之成效 陳惠敏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

P037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親子同室醫療共決政策對產後住院期間親子同室型態

與產後母乳哺餵率之影響
洪筱瑩 國立成功大學

P038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探討親子運動方案對產後婦女壓力與疲憊之成效： 一

項隨機對照試驗
王儷諭 三軍總醫院

P039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探討新生兒住院後哺餵型態之概況 薛佳錡 大葉大學

P040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台灣新移民對燒燙傷知識及緊急處理之研究 林佳樺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

P041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脊椎側彎患者生活質量評估問卷之信效度檢定 許貞媛 大葉大學護理學系

P042 婦幼健康護理 P4 英文 APP介入對青少女避孕知識成效之探究 張靖梅 弘光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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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3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個案管理模式降低第四孕期產後憂鬱發生之成效 葉如燕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婦產部

P044 婦幼健康護理 P4 英文
準備懷孕婦女月經表現、孕前健康管理及睡眠品質對

懷孕結果影響:前瞻性研究
陳姿伶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助產系

P045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執行臍帶乾燥護理對新生兒臍帶脫離時間之成效：系

統性文獻回顧暨統合分析
謝伶瑜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P046 婦幼健康護理 P4 英文
強化護理人員和助產師改善周產期憂鬱能力之有效心

理培訓： 系統性回顧暨統合分析
王翠宏 弘光科技大學

P047 婦幼健康護理 P4 英文 探討父母焦慮程度與各年齡層兒童氣喘控制之相關性 陳昭誼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

P048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樂得兒生產照護模式對待產婦疼痛與生產經驗之成效

探討
何渼樺 新竹國泰醫院

P049 婦幼健康護理 P4 英文 放鬆訓練方案對改善住院安胎婦女的焦慮成效 劉美君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P050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兒童虐待性頭部創傷預防介入措施之成效：系統性文

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吳珮聿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P051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減輕婦女哺乳期乳房腫脹之有效照護措施-系統性文

獻回顧
張淑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護理部

P052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以病人和家庭為中心照護發展早產兒父母增能計畫 王沛茹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P053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母親的兒時負向經驗對心理健康與親職效能之影響 李貞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P054 婦幼健康護理 P4 中文 運用童具化診具提升學齡前住院病童噴霧治療完成率 楊蕙寧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P055 實證健康照護 P5 英文 探討運動訓練對糖尿病足潰瘍傷口癒合之成效？ 黃明絹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P056 實證健康照護 P5 英文 醫病共享決策是否能降低病人焦慮及相關因素探討 酒小蕙 臺北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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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7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瀕死病人使用Scopolamine是否能降低瀕死囉音？ 蘇佳美 臺中榮民總醫院

P058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以實證方式探討成年男性攝取黃豆製品與痛風發生率

的關聯性
劉芝妤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P059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地中海飲食對於改善阿茲海默氏症病人之認知功能缺

損之成效探討
鍾逸霏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P060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苦瓜胜肽於第二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黃靜惠 屏東基督教醫院

P061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以系統性文獻探討靈氣療法於糖尿病人末梢神經疼痛

之護理應用
陳詩佩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P062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生酮飲食對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影響–系統性文獻回

顧
毛佩玲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

興建經營

P063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肺結核病患在治療期間補充維生素 D3，是否可縮短

痰液陰轉時間?
林珊如 臺中榮民總醫院

P064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探討第一型糖尿病青少年的生活品質與HbA1c之相關

性：系統性文獻回顧
洪銘佳 臺中榮民總醫院

P065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音樂療法與糖尿病患者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陳琦媛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護理部

P066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阻力運動是否有助於思覺失調症患者精神病症狀因應 陳彥霖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P067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組合式手部運動於血液透析自體動靜脈瘻管功能之效

益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王玉秀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P068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音樂治療是否能提升阿茲海默氏症患者的認知功能 劉郁蘭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研究所

P069 實證健康照護 P5 英文 比較重症患者早期與晚期執行氣切對呼吸器脫離成效 賴美卉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P070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運用實證探討音樂介入是否可改善住院憂鬱症病患之

焦慮症狀
李偲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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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71 實證健康照護 P5 英文
實證健康照護多元學習課程對二技助產系護理學生提

升實證能力之成效：以中文版夫勒斯諾量表評估
蔡榮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

偕紀念醫院

P072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以實證護理探討蠶絲蛋白敷料於乳癌患者放射性皮膚

炎應用之成效
林昱辰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

學興建經營) 護理部

P073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比較新型敷料與傳統敷料對壓傷傷口預防的成效 簡郁芬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

P074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吹風式加溫毯預防術後低體溫之成效：前驅研究 羅伊婷 中臺科技大學

P075 實證健康照護 P5 中文
核心肌群運動訓練改善護理師下背痛之成效— 系統性

文獻回顧暨統合分析
賴蕙君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P076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發展一個理論指導憂鬱症患者復原 孫凡軻 義守大學護理學系

P077 精神衛生護理 P6 英文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兒童父母的照顧經驗探討 陳瑩黛 高雄醫學大學

P078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抗精神病藥物長效針劑對思覺失調症患者日常及社會

功能及疾病預後之影響
黃宣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P079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探討憂鬱症病人生命意義的經驗 曾奕云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微創血管介入中心

P080 精神衛生護理 P6 英文 中文版精神衛生護理師身體健康態度量表之驗證研究 曾雯琦 國防醫學院

P081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某性侵害強制治療專區「性侵害加害人護理照護模

式」之探討
陳昱利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P082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送醫困境量表發展及信效度檢定 林幼喻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P083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精神科護理師提升思覺失調病人遵囑服藥之經驗 林美伶 弘光科技大學

P084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思覺失調症患者社會功能與生活品質-有無使用社區

精神復健之比較
陳韻如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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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編號 主題 區間碼
發表

語言
論文標題(中文) 姓名 服務單位

P085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精神科慢性病人接受職業復健：護理人員之觀點 潘再鎔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P086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探討難治型憂鬱症個案之配偶角色對復元歷程之影響 程靖容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P087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探討參與社區服務對精神科成人日間留院個案自信之

成效
林嘉美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P088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某醫院自殺通報個案現況調查 黃冠錦 高雄榮民總醫院

P089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整合性戒菸照護模式應用於藥癮治療之個案 李淑華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P090 精神衛生護理 P6 中文
分析老年認知障礙患者與照顧者日常生活線上數位應

用程式之內涵
郭曉倫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

興建經營

P091 護理教育 P7 中文 關懷照護模式於社區護理實習之教學與應用 陳鈺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P092 護理教育 P7 中文
建構與應用「i-STAR App」於護理學生「兒科護理

學」課程之成效探討
黃惠滿 慈濟科技大學

P093 護理教育 P7 英文 護理實習學生實習階段憂鬱狀況之探討 朱桂慧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

P094 護理教育 P7 中文
基於電腦化概念圖的護理人員交班培訓模式之建立與

成效分析
張純純 聖保祿醫院

P095 護理教育 P7 中文
探討運用問題導向學習(PBL)於臨床實習個案溝通教

學之成效分析
陳靜紋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P096 護理教育 P7 中文 護生感恩態度與關懷行為之相關性研究 侯本昕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P097 護理教育 P7 中文
五專護理科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學習動機及需求滿

足之探討
孫惠玲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P098 護理教育 P7 中文
臨床護理實習指導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學自我效能之研

究
吳佩玲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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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編號 主題 區間碼
發表

語言
論文標題(中文) 姓名 服務單位

P099 護理教育 P7 中文 運用個案管理模式於心臟衰竭患者照護之成效 林彣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P100 護理教育 P7 中文 創新桌遊於精神科護理實習課程成效之探討 吳佳珊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P101 護理教育 P7 中文
初次實習護生的人格特質、壓力感受與因應行為之相

關性探討
藺寶珍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P102 護理教育 P7 中文
改變醫院護理人員對於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的認知、

態度、與表現
許鈺萩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P103 護理教育 P7 中文 團隊導向學習於專科護理師訓練課程之應用 陳安貞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P104 護理教育 P7 中文 探討高年級護生對於臨床情境教學的學習態度 洪詩涵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護理科

P105 護理教育 P7 中文 探討護理畢業生學習投入對國家考試結果的影響 高嘉蔚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P106 護理教育 P7 中文
翻轉教學應用於五專護理科護生兒科入院護理學習成

效之研究
林怡君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P107 護理教育 P7 中文
大專護理學生實證護理知識、態度、行為及實證實務

自我效能之探討
蘇清菁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

P108 護理教育 P7 中文 精神復健機構服務學習活動對專科學生之影響 陳微拉 正修科技大學

P109 護理教育 P7 英文 對於護生支持新手媽媽母乳哺餵的期待及經驗 楊淑斐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

P110 護理教育 P7 中文
護理人員運用有效的溝通與心理支持模式於臨床照護

病人之成效
林麗英 高雄榮民總醫院

P111 護理教育 P7 英文
能力導向翻轉學習教學模式對專科學校護理學生自我

導向學習、批判性思考及護理技能的成效
蕭秋月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

P112 護理教育 P7 中文 運用同儕教學於中心導管照護技能之學習成效 藍雅渝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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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編號 主題 區間碼
發表

語言
論文標題(中文) 姓名 服務單位

P113 護理教育 P7 英文
台灣護理學生文化知識、文化意識、文化敏銳度、文

化照護技能的相關性
呂宜珍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

P114 護理教育 P7 中文 提升加護病房護理人員醫護臨床教學活動之參與率 陳詩韻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

祿醫院

P115 護理教育 P7 中文 運用電影教學於精神衛生教育:以在職護理學生為例 闕可欣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護理學

系

P116 護理教育 P7 中文
護理系學生代間服務學習在基本護理學及老人態度之

成效
孫嘉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P117 護理工作環境 P8 中文 探討護理人員臨床工作時間的管理 林嘉凌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P118 護理工作環境 P8 中文 臨床護理人員遭遇職場暴力之經驗探討 方憶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P119 護理工作環境 P8 中文
在職進修護理人員壓力因應、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幸

福感之相關性研究
陳月芬 台塑生醫i醫健康診所

P120 護理工作環境 P8 英文 破繭重生~新進人員面對不文明行為對待之心路歷程 劉芊葳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護理部

P121 護理工作環境 P8 中文
探討新進護理人員自覺壓力、工作需求、社會支持與

離職傾向的相關性
林彤妍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護理科

P122 護理工作環境 P8 中文
以「銅鑼浴」探討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職業疲勞及睡

眠品質之成效
王怡文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P123 護理工作環境 P8 中文
護理人員薪資福利滿意度、工作壓力與留任意願相關

性之探討
林丹琪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P124 社區護理 P9 英文
持續規律運動、醫生遠離你：40歲以上族群持續使用

健身房之探討
林詩淩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P125 社區護理 P9 中文
結合公私部門社會資源 運用地毯式搜索治療C肝成效

探討
王紅英

苗栗縣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

醫院

P126 社區護理 P9 中文
接受乳房攝影篩檢中老年女性罹患乳癌之風險因子探

討
余采眉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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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語言
論文標題(中文) 姓名 服務單位

P127 社區護理 P9 中文 創新教育桌遊的可行性 黃慧莉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P128 社區護理 P9 中文 探討戒菸門診個案電子煙使用意圖及相關因素 宣崇愛 三軍總醫院

P129 中醫護理 P10 中文 運用手作艾草包參與預防登革熱之滿意度 黃瀞渝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P130 中醫護理 P10 中文
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檢視穴位按摩在第二型糖尿病血糖

控制
林欣燕

高雄市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附設阮綜合

產後護理之家

P131 中醫護理 P10 中文 系統性文獻回顧針灸對於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之改善 黃竹佑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P132 中醫護理 P10 中文 中醫部異常事件通報分析 謝玉惠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院品質

管理中心

P133 中醫護理 P10 中文
穴位按壓於血液透析患者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暨

統合分析
陳孟勤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P134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提升手術室護理師手術壓力性損傷

照護能力
楊曜蓮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

理部

P135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照顧服務員之病人安全態度調查：比較描述性研究 謝秀梅 台南新樓醫院

P136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探討住院病人跌倒事件之危險因子分析 陳似錦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護

理部

P137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英文 提升胸腔引流管路之照護-以APSS構面教育訓練為例 郭乃瑜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

P138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產後護理機構人員火災緊急應變行為之初探 李容雙 亞洲大學

P139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脆弱性骨折患者接受急性後期整合照護之成效 劉桂瑛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

P140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護理人員人工血管照護知識及行為之影響因素探討 李月萍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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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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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1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探討北部某教學醫院中看護的職場疲勞與工作特質及

相關因子關聯性研究
張凱雁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護

理部

P142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住院病人簡版跌倒風險篩檢表之篩檢效能及臨床成效 楊春穎 高雄榮民總醫院

P143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探討急診留觀病人留滯超過48小時之影響因素 莊惠玲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P144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探究影響病人安全文化狀態之重要 影響因子-以南部

某區域教學醫院護理人員為例
黃秋玲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P145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專科護理師照護服務品質之研究: 以南部某區域醫院

為例
許淑惠 郭綜合醫院

P146
病人安全與照護

品質
P11 中文

探討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對簽署DNR認知與照顧DNR病

人態度
陳惠姿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枊營奇美醫院

P147 慢性病照護 P12 中文
糖尿病患之健康素養、血糖控制與認知功能之相關性

探討-以某醫學中心第二型糖尿病中老年患者為例
賴怡君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P148 慢性病照護 P12 中文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使用吸入器之正確性及相

關因素探討
溫宛虹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P149 慢性病照護 P12 中文 C肝全口服抗病毒藥於透析患者治療成效 莊碧霞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護

理部

P150 慢性病照護 P12 中文 第二型糖尿病人之內外控性格及自我照顧活動之探討 趙明玲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P151 慢性病照護 P12 中文
運用自我效能理論為基礎的身體運動方案提升血液透

析病人健康之成效：隨機對照試驗
吳毓慧 三軍總醫院

P152 慢性病照護 P12 中文
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第二型糖尿病患糖化血色素影

響: 縱貫性研究
林怡貞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P153 癌症護理 P13 中文 穴位按壓對大腸直腸癌病人手術後腸蠕動之成效 林幸雅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

P154 癌症護理 P13 英文 為何是我?一位父親初次罹患癌症之心路歷程 黃馨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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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5 癌症護理 P13 中文
腫瘤個案管理師主導E化存活照護計畫對乳癌婦女治

療相關生活品質之成效
洪彩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P156 癌症護理 P13 中文
緩和鎮靜治療之末期病人家屬顧慮因素及決策過程探

討
許靜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P157 癌症護理 P13 中文 運用24小時電話護理諮詢服務於胰臟癌病人之成效 廖玉貞 臺中榮民總醫院

P158 癌症護理 P13 中文 攝護腺癌病人接受荷爾蒙治療居家護理指導需求探討 歐妃雅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P159 癌症護理 P13 中文
卵巢癌病人的焦慮、憂鬱、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之相

關性探討
葉月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P160 癌症護理 P13 中文
醫護人員對預立醫療指示之知識、態度和行為意向及

其相關因素探討
陳嘉琪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護理部

P161 癌症護理 P13 中文
緩和醫療家庭諮詢會議對於DNR簽署與安寧照護資源

使用相關性探討
林慧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護理科

P162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影響老年人衰弱相關因素之探討 陳琳嬿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P163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台灣地區老年人健康狀況與住院醫療資源利用之相關

研究
賴品欣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P164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推動阻抗型運動以提升社區銀髮族肌肉力量與體能改

善之行動研究
薛榕樺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經營)

P165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居家主要照顧者照護品質及照護技能自我評值相關探

討
林淑琴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P166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從出院準備銜接長照2.0與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分析長

照服務需求
范晶智 恩主公醫院

P167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出院準備服務銜接長照2.0護理人員認知情形與執行意

願之探究
陳靜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

P168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研究-以台中市長照2.0為例 林玟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12



第卅七次護理研究論文發表會一般海報發表名冊 110.8.2

發表編號 主題 區間碼
發表

語言
論文標題(中文) 姓名 服務單位

P169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英文
日間光照對社區老人之身體活動和憂鬱程度的相關性

研究
唐婉珣 大葉大學

P170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衰弱高齡急性後期整合照護成效-以南部某醫學中心

為例
陳金琳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

P171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英文 腦中風患者復健期之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子之研究 王寶珍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P172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英文 退化性膝關節炎術後恢復與主要照顧者之相關性 陳伊伶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P173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死亡態度對臺灣社區老人善終選擇之 影響研究 楊珠陽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P174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使用創新尿管固定貼提升居家個案及照顧者之滿意度 賴馨怡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P175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量裁式照護計畫於失智症照顧者的負荷成效 彭立民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P176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老人譫妄系統文獻回顧 葉春杏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P177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英文 失智老人文獻回顧 夏瀠鍹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科

P178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英文 長照機構人員協助失智者預立醫療照護決策課程成效 楊雅萍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P179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運用功能與行為焦點照護於長期照顧機構失智長者 張素嫺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P180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英文 探討影響民眾對失智症知識與照護態度之相關因素 杜帷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P181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英文
高齡脊椎手術病人術前憂鬱傾向與術後生活品質之探

討
林曼玲 臺北榮民總醫院

P182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65歲以上老人退化性膝關節炎術前症狀困擾之探討 趙珮玉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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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3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社區老人肌少症篩檢工具驗證性研究 林雅凰 中國醫藥大學

P184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照顧服務員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因素探討 陳怡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P185 老人及長照護理 P14 中文 越南籍看護工涵化、涵化壓力及生活品質的探討 施筱筠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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