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冬季學術討論會 

病例報告海報接受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標題 

20WC-01 尤義中 萬芳醫院 年長女性發燒合併腹脹：個案報告 

20WC-02 方智鴻 國泰醫院 血尿和右腰痛，最後診斷為急性腎臟梗塞 

20WC-03 王宇宏 彰基 
不穩定之心房顫動誘發急性腎栓塞併雙下肢體急性缺血 -以同

步整流治療之罕見案例 

20WC-04 王致驊 高雄長庚 孕婦的小腸阻塞 

20WC-05 王紹安 北醫 69歲女性膝蓋壓傷後造成膝膕動脈血栓 

20WC-06 王憶敏 高雄長庚 乙醯胺酚導致的猛爆性肝衰竭 

20WC-07 朱昌宏 中國附醫 
44 歲女性有頭暈噁心嘔吐，以及耳朵旁邊有疹子的情況已經

兩天 

20WC-08 呂家筑 中國附醫 一位水腦個案發燒 

20WC-09 李上杰 嘉義長庚 電擊傷的診斷陷阱 

20WC-10 李柏林 北醫 酒鬼胰臟炎的陷阱 

20WC-11 李得維 彰基 
小紅棗核吞入竟導致食道膿瘍併破裂? -容易被輕忽的個案報

告 

20WC-12 李晧宇 台北榮總 輸尿管鏡碎石術後併發腎臟包膜下血腫與膿瘍 

20WC-13 周孟頡 童綜合 一位無過去病史之年輕女性心跳過速最後診斷為甲狀腺風暴 

20WC-14 周煜旋 彰基 生死轉捩點:一個以打嗝表現主動脈剝離的年輕案例 

20WC-15 林乃慧 臺北馬偕 以中風表現的可逆性後腦病變症候群 

20WC-16 林亮竹 高醫 60歲女性胸痛 

20WC-17 林品安 彰基 
院前 80分鐘高品質 CPR併葉克膜輔助血液動力支持-能有良

好神經學預後存活之少見案例報告 

20WC-18 林映辰 彰基 肝膿瘍竟是由胃癌穿孔破裂至肝臟所引發--罕見病例報告 

20WC-19 林祉賢 彰基 以不明熱來做為初始表現的亞急性 A型主動脈剝離 

20WC-20 林哲仰 彰基 腹痛伴隨冷汗之不尋常上腸繫膜動脈剝離 

20WC-21 林資洋 彰基 以下腹痛為初始表現之成年人臍尿管殘留症-罕見病例報告 

20WC-22 林農陞 國軍桃園 一個發生在不常見位置的消化道穿孔的案例報告 

20WC-23 林裴渝 童綜合 
使用新型降血糖藥物-SGLT2 inhibitors引起的正常血糖值糖尿

病酮酸中毒 

20WC-24 邱宇苹 彰基 少見以反覆嚴重胸痛表現之攝護腺癌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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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C-25 邱彥維 奇美醫院 中年男性突發胸痛 

20WC-26 邱翊碩 台大醫院 自發性頸部皮下氣腫 

20WC-27 姜懿軒 彰基 
以下肢無力和發音困難為初始表現之栓塞性血小板低下紫斑

症 

20WC-28 洪嘉駿 光田醫院 原發性硬膜內脊髓膜外室管膜細胞瘤:罕見病例報告 

20WC-29 紀君儒 雙和醫院 雌性激素所導致的急性胰臟炎 

20WC-30 范程羿 台大新竹 以意識障礙表現之低血糖，最終診斷為轉移性肝細胞癌 

20WC-31 徐卓聖 彰基 以右上腹痛為初始表現之上腸繫膜動脈剝離 

20WC-32 郝建杰 彰基 
致命的模仿者：僅以右上腹痛為初始急診表現之腰椎術後 10

天自發性腰動脈出血 

20WC-33 高嘉君 彰基 腹股溝陰囊疝氣內容物竟是膀胱 - 一個罕見案例報告 

20WC-34 張仲達 亞東醫院 
感染性脊椎炎及椎間盤炎在慢性病患者之快速惡化：病例報

告 

20WC-35 張昱 國泰醫院 誤食水果籽造成腸道穿孔 

20WC-36 張揚 彰基 以慢性腹痛為表現之罕見感染性主動脈瘤 

20WC-37 張智堯 嘉義長庚 甲狀腺急症 

20WC-38 張嘉敏 大林慈濟 經皮心肺輔助法在急性肺栓塞的應用 

20WC-39 梁凱捷 嘉義長庚 寬心也寬心電圖，TCA中毒解毒劑反而要命！ 

20WC-40 許至勇 童綜合 一個結腸腺癌合併十二指腸瘻管的病例 

20WC-41 許哲元 彰基 
咳嗽引起嚴重腹痛? 少見的自發性腹外斜肌出血須被考慮--案

例報告 

20WC-42 郭彥廷 嘉義長庚 少見的複視成因－內側縱束症候群 

20WC-43 陳佑詳 部立桃園 露營後意識改變 

20WC-44 陳冠至 彰基 
特發性分支內左心室頻脈-容易誤判為心室上心搏過速之急診

陷阱 

20WC-45 陳為庭 萬芳醫院 嵌閉性直腸脫垂之緊急處理 

20WC-46 陳雲昶 台大醫院 靜脈竇栓塞：從手麻到癲癇發作 

20WC-47 陳豐鎮 三總 合法銷售的娛樂性用藥中毒 

20WC-48 陳麒中 振興醫院 越來越喘的男性 

20WC-49 陳顥仁 彰基 未知的副作用?接受臭氧療法後發生變性血紅素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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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C-50 黃弘欣 中國附醫 局部麻醉系統性中毒造成心搏過緩及低血壓 

20WC-51 黃昱棖 彰基 
運動場上即刻使用 AED至完整神經學預後出院—從 AED裡

看到的成功救援 

20WC-52 黃柏霖 彰基 
以右髖關節疼痛及頭暈為初始表現之罕見右後腹腔自發性出

血 

20WC-53 葉衡 林口長庚 急診診斷陷阱—一位頭痛數天的中年男子 

20WC-54 廖玉珍 敏盛醫院 急性顏面神經麻痺為表現，最後診斷為肺癌併腦部轉移 

20WC-55 廖健鈞 彰基 
以急性意識改變與呼吸窘迫為初始表現之變性血紅素血症-罕

見案例報告 

20WC-56 漳晏廷 彰基 
一個容易誤判的案例:相對較慢心律表現之 2:1心房撲動其心

電圖近似竇性心搏過速 

20WC-57 潘岳群 高雄長庚 主動脈腸道廔管併腹主動脈瘤破裂所致上消化道出血 

20WC-58 潘彥成 中國附醫 造成一位無過去病史之年輕女性腹痛腹瀉之罕見原因 

20WC-59 潘美玉 高醫 變性血紅素血症中毒之病例報告 

20WC-60 潘詣翔 北醫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相關之成人腸套疊 

20WC-61 蔡元淳 中國附醫 來自脊髓隱晦的第一槍：橫斷性脊髓炎案例報告 

20WC-62 蔡正儀 國泰醫院 容易被忽視的腦室腹腔分流管滑脫併發症：腸穿孔 

20WC-63 蔡季璇 台北慈濟 孕婦主動脈剝離 

20WC-64 蕭任佐 高雄長庚 腎衰竭與呼吸急促的診斷陷阱 

20WC-65 賴俊榮 彰基 罕見起源自胰臟所衍伸的腰肌膿瘍 

20WC-66 簡士超 台北馬偕 一個 41歲男人有急性發作漸進性雙腳疼痛 

20WC-67 羅勝哲 光田醫院 自發性縱膈腔氣腫:青壯年病患急性胸痛的重要鑑別診斷 

20WC-68 鐘國禎 台中榮總 急性冠心症發生在疑似心臟鈍傷的多重外傷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