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頭發表榮譽榜-住院醫師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莊柏羣 高雄長庚 毒蛇血清皮膚測試與過敏相關性 1

宋之維 台大新竹 緊急冠狀動脈攝影可改善心跳停止病人之預後--不論初始心律為可電擊與否 2

徐士昌 萬芳醫院
評估鞘氨醇-1-磷酸結合C反應蛋白作為區分社區性肺炎及慢性阻塞性肺病
之生物標誌物

3

林宏禧 台灣大學 緊急冠狀動脈血管攝影改善無ST波段上升之心因性心跳停止病人預後 佳作

林資洋 彰基 非創傷OHCA病人心衰竭之危險因子評估 佳作

凌典安 台大醫院 急診Ephylone濫用病人的臨床表現與定量尿液分析 佳作



口頭發表榮譽榜-主治醫師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黃建程 奇美醫院
於醫療資訊系統使用大數據驅動與機器學習以即時預測急診高齡流感病人
之預後

1

王志宏 台大醫院 成人胸廓大小以及結構與院內心跳停止預後間的關係:回溯性分析 2

陳思州 三總 Carvedilol藉調控增加膽固醇外流降低血管動脈硬化 2

李國彰 奇美醫院 以機器學習建立外傷病人的預後預測模型 佳作

周維國 台大醫院 醫院災難應變的通訊工具：哪個比較好？ 佳作

鄭吉詠 高雄長庚 血中乳酸濃度在肝硬化病人敗血症之角色 佳作



原著論文海報榮譽榜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陳𧰟晴 中國新竹 DA-CPR在台灣地區城鄉的差異及成效 1

廖文翊 三總
2-Methoxyestradiol經由向上調節Annexin A1表現來保護缺血再灌流引
起之急性肺損傷

2

劉孜韻 高雄長庚 冠狀動脈疾病風險評估對急診胸痛病人去向之影響 3

黃建程 奇美醫院 一氧化碳中毒對乳癌風險之影響：一個以全國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究 佳作

蔡宜達 三總 縱貫整合災難醫學與軍陣醫學於醫學系學生: 先導性研究 佳作

鄭富仁 高雄長庚 有害空氣汙染對ST段上升心肌梗塞之短期影響: 是否有特別敏感的族群? 佳作



圖片展示海報榮譽榜-1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名次

巫梓綺 秀傳醫院 Left abdominal pain for 6 hours 特優

林桂名 中國附醫 Progressive pain and swelling of right scrotum for 2 weeks 特優

邱禹睿 北醫 Anterior chest pain for 1 day 特優

張啟凡 中國附醫 General malaise and poor appetite for 5 days 特優

陳麒心 台大新竹 Drowsy consciousness for 3 days 特優

齊英仁 高雄長庚 Cardiac arrest and ROSC several hours ago. 特優



圖片展示海報榮譽榜-2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名次

安又勤 三總 Dyspnea for 3 days 佳作

何俊毅 中國附醫 Fever with chills for 1 day, accompanied with dry cough 佳作

何郁玠 奇美醫院 Abdominal pain after breakfast this morning 佳作

李孟謙 高雄長庚 Acute onset chest pain in the evening 佳作

林佑誠 萬芳醫院 Left groin pain for half a day 佳作

林建甫 高雄長庚 Vomiting blood today 佳作



圖片展示海報榮譽榜-3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名次

凃松昀 大林慈濟 Progressed sore throat for 2 days 佳作

洪家為 三總
Painless neck mass gradually growing in recent 2 weeks with low 
grade fever

佳作

徐翊庭 童綜合 Intermittent epigastric pain with black stool for 2 weeks. 佳作

張博鈞 嘉義長庚 Right leg swelling was noted for 2 weeks 佳作

郭峻延 中國附醫 Syncope several times in 1 month 佳作

陳為庭 萬芳醫院 Suffered from mild sore throat since last night 佳作



圖片展示海報榮譽榜-4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名次

陳香瑾 高醫 Sudden onset left lower limb swelling , tenderness and cyanosis 佳作

陳閎鈺 義大醫院 Productive cough with chest pain for 2days 佳作

陳煥文 嘉義長庚 Shortness of breath for 2 weeks 佳作

游茜雯 中國附醫 Fever for one day 佳作

蔡孟峰 中國附醫 Periumbilical pain since this afternoon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