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頭發表榮譽榜
臨床類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張家楷
彰化基督教

醫院
小兒創傷OHCA使用腎上腺素之時機點與死
亡率之探討

1

楊淑恩
林口長庚
紀念醫院

白蛋白優於其它新型生物標記並可早期預測
在急診疑似敗血症病患之死亡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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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醛去氫酶可藉由調節活性氧化物質與細胞
凋亡改善血管收縮素II 引發的腹主動脈瘤

1

林秋梅 新光醫院
黃酮類草藥透過抑制微小核糖核酸92a含納
的外吐小體預防動脈硬化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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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程 奇美醫院
在急診早期啟動以電腦為基礎和藥師輔助之
藥物整合可以減少高齡病人嚴重多重用藥和
潛在不適當用藥：台灣一個試驗研究

1

廖哲偉 台大醫院
高年級醫學生災難醫學教育的新好方法：立
體桌上模擬演習

2



海報發表榮譽榜-原著論文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凌典安 台大醫院
急性非法濫用物質中毒：自我報告與免疫分
析法和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法結果比較：台大
醫院經驗

特優

黃佰璋 成大醫院 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的台灣災害事件分析 特優



海報發表榮譽榜-原著論文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楊智仁 三軍總醫院
應用新型多重核酸偵測平台快速偵測下呼吸道感
染致病原

優等

賴彥妏 國泰綜合醫院
反向休克指數乘昏迷指數預測急診成年人嚴重外
傷併頭部損傷病患之死亡率

優等

鄭吉詠 高雄長庚醫院
以時間分層病例交叉研究探討空氣汙染與小兒肺
炎的關聯性

優等

黃思誠 台大教學部 院前大血管阻塞中風指標的外部驗證 優等

謝明順
臺北榮總
桃園分院

敗血症住院病人使用斯達汀類藥物是否可以降低
急性瞻望發生的風險

優等



最佳英文口頭發表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蔡適鴻 三軍總醫院
乙醛去氫酶可藉由調節活性氧化物質與細胞
凋亡改善血管收縮素II 引發的腹主動脈瘤

1

黃建程 奇美醫院
在急診早期啟動以電腦為基礎和藥師輔助之
藥物整合可以減少高齡病人嚴重多重用藥和
潛在不適當用藥：台灣一個試驗研究

2



海報發表榮譽榜-圖片展示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獎項

許庭瑜 高雄長庚
Desaturation and tachycardia after removing right internal jugular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佳作

陳香瑾 高醫 Progressive epigastric pain for several months 佳作

張鴻傑 成大醫院 Intermittent fever with right lower leg erythema and swelling for 7 days 佳作

陳佳妤 台大醫院 Severe headache for 7 days 佳作

安又勤 三總 Sharp periumbilical pain for one day 佳作

吳健愷 台大醫院 Acute vertigo followed by loss of consciousness for 15 minutes 佳作

洪家為 三總 Left lower quadrant abdomen pain on and off for 2 days 佳作

林峻甫 高雄長庚 Fever with tarry stool for several days 佳作



海報發表榮譽榜-圖片展示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獎項

徐翊庭 童綜合 Sudden onset double vision 1 hours ago 佳作

朱家汶 萬芳醫院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cough for 6 days 佳作

洪麒傑 義大醫院 Left flank pain for three days 佳作

張啟凡 中國附醫 Nausea and vomiting after head contusion an hour ago 佳作

王赫 振興醫院 Seizure with upward gaze persist about 5 minutes 佳作

宋之維 台大新竹 Chest pain and hiccup for hours followed by sudden cardiac arrest 佳作

李祐萱 亞東醫院 Chest and abdominal pain after falling from height 佳作

胡凱君 萬芳醫院 Sudden onset right flank pain since this morning 佳作



海報發表榮譽榜-圖片展示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獎項

許映晟 高雄長庚 Foreign body ingestion inadvertently noticed by the patient’s father 佳作

游茜雯 中國附醫 Sudden onset of right arm numbness and weakness since an hour ago 佳作

劉孜韻 高雄長庚 Sudden onset lower abdominal pain since one hour ago 佳作

林建甫 高雄長庚 Mild chest tightness for one month 佳作

林裴渝 童綜合
Progressive abdominal pain and abdominal distention for 2 days after a traffic 
accident

佳作

張剛瑋 高雄長庚 Palpitations for several days 佳作

陳偉剛 聯新醫院 Progressive pain over right foot for 2 days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