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頭發表榮譽榜
基礎或實驗室研究類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蔡適鴻 三軍總醫院
鈣化轉錄因子RUNX2微核醣核酸424322轉化
生長因子-β訊息途徑於主動脈瘤之病理機轉
分子關聯性與新的治療契機

1

林秋梅 新光醫院
Catalpol減緩高糖血管硬化鼠在發炎因子與
微小核糖核酸92表現

2



口頭發表榮譽榜
急診醫學相關類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林皓陽 臺大醫院
我國公共場所早期電擊案例之流行病學與預
後分析

1

顏瑞昇 臺大醫院
到院前心跳停止存活者的長期生存生活品質
與醫療成本

2



口頭發表榮譽榜
臨床類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陳冠甫 基隆長庚醫院
以心律變異度分析使用機器學習來預測敗血
症惡化傾向

1

宋之維
臺大醫院
新竹分院

冠狀動脈阻塞嚴重度與心跳停止經復甦後病
人神經學預後之關聯性多中心研究

2



海報發表榮譽榜-原著論文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獎項

藍晧珉 林口長庚醫院
新穎生物標誌表現出相較前降鈣素更具潛力
的敗血症(Sepsis-3)診斷價值：一個系統性回
顧及網絡統合分析

特優

張鈞傑 臺大醫院
多年持續全面實施調度員協助心肺復甦指引
對旁觀者心肺復甦率與院外心臟驟停病患存
活的影響

特優



海報發表榮譽榜-原著論文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獎項

邱郁方 臺灣大學
公共場所自動體外電擊器最佳佈建策略之空間資料分析：
以台北市為例

優等

陳冠甫 基隆長庚醫院 以臨床特徵使用機器學習來預測流行性感冒感染 優等

謝明順
臺北榮總
桃園分院

高血壓藥物與敗血症預後的關聯性分析，ACEI跟ARB與其
他藥物在敗血性休克下的比較

優等

薛承君 林口長庚醫院
急診部門敗血症死亡率評分一個預測急診成人腎膿瘍病
人預後之創新評估工具

優等

王暉智 臺大醫院 距離對急診病人至急救責任醫院就醫的影響 優等

鍾睿元 國泰醫院 休克指數可預測急診高齡流感病人之死亡 優等

謝志成 成大醫院 細胞激素ST2預測老年重症登革熱病患之預後 優等



海報發表榮譽榜-圖片展示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獎項

洪家為 三軍總醫院 Abdominal fullness and vomiting with fresh blood 佳作

李孟謙 高雄長庚醫院 Low back pain with bilateral lower limbs weakness for 2 days 佳作

鄭吉詠 高雄長庚醫院 Intermittent chest pain for 3 days. 佳作

李維鈞 奇美醫院
Fever off and on ( with a maximum temperature of 40.8℃) , mild 
cough and vague epigastric discomfort for 5 days.

佳作

黃怡婷 高雄長庚醫院 Chest pain for 1 to 2 days. 佳作

朱駿杰 高雄長庚醫院 Acute bilateral lower limbs weakness developed 2 hours ago 佳作

宋之維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Left lower abdominal pain for one week 佳作

徐鴻麟 奇美醫院 Vomiting several times and sudden onset epigastric pain for 2 hours 佳作



海報發表榮譽榜-圖片展示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獎項

宋元朗 基隆長庚醫院 Left neck pain and sore throat for 1 week 佳作

邱楓瀚 三軍總醫院 Poor digestion with intermittent vomiting for several days 佳作

施樸 大林慈濟醫院 Right chest wall pain for about 2 weeks. 佳作

黃琬茹 林口長庚醫院 Urine retention today 佳作

李祐萱 亞東醫院 Progressive right flank and low back pain for 2 days 佳作

洪睿甫 大林慈濟醫院 Dyspnea for 2 days 佳作

楊永葉 義大醫院 Headache, neck pain and chest pain after traffic collision 佳作

劉冠廷 中國附醫 Left facial asymmetry following with left face and ear pain for 5 days. 佳作

劉祐彰 奇美醫院 Abdominal pain with vomiting for two days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