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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19WC-01 王子權 中國附醫 
恢復自發性循環之病人併心電圖 ST 段上升最終診斷為顱

內出血 

19WC-02 王妍方 雙和醫院 腹部鈍傷後延遲性膀胱破裂 

19WC-03 王耀辰 台北慈濟 
年輕女性雙側卵巢畸胎瘤合併右側卵巢扭轉以腹部腫塊

表現 

19WC-04 史鈜升 彰基 
不只是癲癇?以癲癇為急診初始表現之急性主動脈剝離-容

易成為陷阱之案例報告 

19WC-05 朱哲民 彰基 坐上的不是椅子而是奶瓶，一個罕見的直腸異物案例 

19WC-06 江佳玟 敏盛醫院 穿過鐮狀韌帶之內脫疝 

19WC-07 何驊 奇美醫院 從深頸部感染快速進展的下行性壞死性縱膈腔炎 

19WC-08 吳孟諭 雙和醫院 甲狀腺亢進伴隨心房震顫 

19WC-09 吳承叡 大林慈濟 以僵直症狀表現之自體免疫性腦炎 

19WC-10 吳東穎 彰基 
以嘔吐和腹瀉為急診初始症狀之急性腎臟梗塞-少見案例

報告 

19WC-11 吳晨瑋 奇美醫院 救心?傷心? 胸外心臟按摩導致的心臟損傷病例報告 

19WC-12 呂偉禎 雙和醫院 口服嗎啡用於肝細胞癌病患止痛所造成之急性肝腦病變 

19WC-13 李上杰 嘉義長庚 吃完牡蠣後陰莖異常勃起 

19WC-14 李季恆 奇美醫院 罕見膽結石造成的腸阻塞 

19WC-15 李岱安 秀傳醫院 87歲女性噁心嘔吐及腹痛 

19WC-16 李垂樫 大林慈濟 中樞性暈眩症模仿周邊性暈眩症 

19WC-17 杞建佑 台大醫院 
以血漿藥物濃度評估血液灌流對烏頭鹼中毒病人治療之

成效 

19WC-18 周煜旋 彰基 
支離破碎的食道:食道破裂合併瀰漫性縱膈腔膿瘍-一個罕

見的病例報告 

19WC-19 周鴻杰 彰基 
免疫正常年輕男性不尋常背痛-脊柱直立肌膿瘍併靜脈血

栓：案例報告與文獻回顧 

19WC-20 林侑昇 彰基 
偉大的模仿者！以急性意識障礙與癲癇為表現的可逆性

後腦病變 

19WC-21 林宗炫 彰基 
甲狀腺風暴導致多器官衰竭及心跳停止-使用葉克膜和連

續性靜靜脈血液過濾成功救回的案例報告 

19WC-22 林俊賢 雙和醫院 頸動脈大爆炸 

19WC-23 林祉含 台中慈濟 
以心房顫動併快速心室速率表現之針灸所致的單側張力

性氣血胸：病例報告 



編號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19WC-24 林哲仰 彰基 
只是感冒? 以 ST 波段上升為表現併心因性休克之不典型

急性心肌炎的病例 

19WC-25 林栩帆 台北馬偕 套狀撕脫創傷 

19WC-26 林裴渝 童綜合 急性陰囊疼痛腫大:急性胰臟炎少見的併發症 

19WC-27 林靜敏 彰基 無發燒病患同時急性中風及肺水腫:心內膜炎之罕見表現 

19WC-28 姜懿軒 彰基 
雙足嚴重氫氟酸接觸性中毒-以鈣離子藥物血管注射併局

部治療仍無法阻止軟組織壞死之案例報告 

19WC-29 施樸 大林慈濟 喝熱水導致喉咽部熱灼傷 

19WC-30 紀君儒 雙和醫院 以Midazolam及 Propofol緩解症狀之心因性非癲癇性發作 

19WC-31 徐卓聖 彰基 
以頭暈為初始表現的非 ST 上升心肌梗塞-罕見心臟破裂個

案報告 

19WC-32 徐翊庭 童綜合 
小心"雙側" 急性青光眼發作，雙側急性青光眼為表現之原

田氏症-急性虹膜炎-病例報告 

19WC-33 郝建杰 彰基 
見微知著：僅以右下肢”感覺怪異”和超高血壓為初始急診

表現之腦出血。 

19WC-34 張昆樺 彰基 
甲狀腺風暴造成之頑固性心室頻脈-重複電擊併葉克膜支

持之個案報告 

19WC-35 張長元 中國附醫 
腎動脈狹窄造成之高血壓危象以黃斑部病變作為症狀的

臨床案例報告 

19WC-36 張珈娸 彰基 
吐鮮血並非全是上消化道出血? 以吐血及休克為初始表現

之缺血性壞死大腸炎-案例報告 

19WC-37 張揚 彰基 致命的隱形殺手-罕見獨立性內髂動脈瘤破裂之案例 

19WC-38 張智堯 嘉義長庚 一個感染性腦血管瘤病例報告 

19WC-39 張闈墨 彰基 
以胸背環狀疼痛為急診初始表現之鎖骨上之巨大淋巴結-

竟是癌末症狀?一個罕見且容易誤判之案例報告 

19WC-40 梁凱捷 嘉義長庚 EKG透玄機！論高血鉀危症是否可由 EKG提前判斷? 

19WC-41 梁雅欽 大林慈濟 年輕女性表現為急性譫妄，最終診斷為枕顳葉腦梗塞 

19WC-42 莊承儒 嘉義長庚 沒有 ST elevation的胸痛，你的心臟科醫師會買單嗎 

19WC-43 郭建緯 新竹馬偕 罕見的胸痛原因-經皮脊椎成形術併發瓣膜損傷 

19WC-44 陳伯榕 奇美醫院 
以子宮動脈栓塞成功治療子宮頸管妊娠併發大量出血：一

個案報告 

19WC-45 陳冠至 彰基 
以 ST 波段上升為表現之右心室腫瘤-一個罕見且容易誤判

的案例 

19WC-46 陳奕融 彰基 結石還是血腫？自發性非創傷性腎臟出血-罕見案例報告 

19WC-47 陳昱芝 彰基 
以致命敗血性多重肺栓塞為急診初始表現之克雷伯氏肺

炎菌感染-個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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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WC-48 陳畇澔 台北慈濟 胼胝體壓部梗塞以暈眩表現 

19WC-49 陳淑娟 柳營奇美 你相信嗎，子宮肌瘤竟然會造成嵌閉性臍疝氣 

19WC-50 陳愉安 彰基 
艱困的急診治療決策-危及生命的年輕孕婦下肢靜脈栓塞

治療 

19WC-51 陳煥文 嘉義長庚 無法輕忽的反覆性頭痛 

19WC-52 陳顥仁 彰基 持續 20天治療不好的腹痛?結果是毛地黃中毒! 

19WC-53 彭湛歡 國泰醫院 非典型 A型主動脈剝離以雙下肢痠痛為初始表現 

19WC-54 彭鈐澤 北榮蘇澳 以疼痛腹部腫塊為表現之疤痕子宮內膜異位症 

19WC-55 黃世惠 嘉義長庚 心導管完血壓掉，原來心臟破了洞!! 

19WC-56 黃昱棖 彰基 
複雜性輸卵管卵巢膿瘍引發之次發性闌尾炎-一個在診斷

和解釋都具挑戰之案例報告 

19WC-57 黃暄凱 嘉義長庚 反覆發生的多型性心室性心律不整 

19WC-58 黃聖嘉 彰基 致命性心包膜出血填塞-中央靜脈導管相關之罕見併發症 

19WC-59 黃懷寬 台北慈濟 心室顫動病人以癲癇發作為表現 

19WC-60 楊亞芝 台北慈濟 
瀰漫性巨大 B細胞淋巴瘤以局部神經學症狀表現：個案報

告 

19WC-61 楊鎧亘 北醫 魚刺導致腸穿孔的二階段處置 

19WC-62 楊馥綺 童綜合 紅斑性狼瘡年輕人心肌梗塞 

19WC-63 葉小菡 彰基 
心電圖呈現急性下壁 ST 上升之巨大肺栓塞-院內心跳休止

並急救成功之案例報告 

19WC-64 葉朗龍 童綜合 誤吞圖釘卡氣管 

19WC-65 賈國華 彰基 類鼻疽菌血症導致敗血性肺栓塞-罕見病例報告 

19WC-66 廖晉賢 國泰醫院 卡西酮中毒的影像及神經學表現模仿一氧化碳中毒 

19WC-67 廖健鈞 彰基 
以單側腰痛為初始表現之髂腰肌膿瘍併脊椎侵犯-容易成

為陷阱之病例報告 

19WC-68 齊維揚 台北馬偕 一個穿刺傷造成心包膜填塞 

19WC-69 劉易安 秀傳醫院 外傷後腹股溝疝氣破裂病例報告 

19WC-70 劉浩熏 奇美醫院 縱膈腔壞死性轉移淋巴結病變導致上腔靜脈症候群 

19WC-71 歐書維 彰基 
黃金三小時內的偏癱及意識障礙是初始症狀?致命性心室

顫動之急性冠心症-案例報告 

19WC-72 蔡印庭 彰基 
致命的魚刺!魚刺造成腸胃道穿孔併敗血性休克:一個容易

誤判的案例報告 

19WC-73 蔡孟軒 童綜合 食生魚片後海洋弧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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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WC-74 蔡宗融 彰基 吐血後的十二指腸破裂併發自然性食道破裂 

19WC-75 鄭諺璜 秀傳醫院 
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造影術術後的張力性氣胸及氣腹病

例報告 

19WC-76 蕭宇澤 台大醫院 後膈腳腔出血於高處墜落後:病例報告 

19WC-77 蕭渼程 彰基 
健康成人嘔吐之胸痛竟是食道破裂 - 致死率極高的自發

性食道穿孔(Boerhaave's syndrome)-個案報告 

19WC-78 賴俊瑋 彰基 
以心電圖 ST 段上升為初始表現之不典型危急高血鉀-院內

心跳休止併葉克膜救回之病例報告 

19WC-79 謝孟廷 振興醫院 未消化香菇造成腸阻塞 

19WC-80 羅勝哲 彰基 
咽後膿腫深入侵犯頸椎-以半邊癱瘓為急診初始表現症狀

的罕見病例 

19WC-81 籃傑 中山附醫 老年男性陰囊腫脹及疼痛–腹股溝疝氣併缺血性腸壞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