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頭發表榮譽榜-住院醫師組(COVID-19)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王莨惟 臺大醫院 流感疫苗覆蓋率大於40%對COVID-19大流行的保護作用 1

黃堅泰 臺大醫院 新冠肺炎期間醫師與護理師心理壓力之比較 2

吳奕儒 臺大醫院
COVID-19與流行性感冒住院病患之臨床特徵與結果－跨國比較性世代
研究

佳作

黃嗣翔 臺大醫院 類固醇治療新冠肺炎：使用傾向分數分析中國及意大利兩國之世代研究 佳作

廖哲偉 臺大醫院
緊急救護派遣因應傳染病爆發變更報案訊問於到院前心跳驟停案件的遵
從性

佳作



口頭發表榮譽榜-住院醫師組(基礎與急診相關類)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張家楷 彰基
研發到院前專用微型心肌酵素晶片—生物素-鏈黴親和素系統之應用(動
物心肌梗塞模式實驗)

1

陳香瑾 高醫 急診辨識與延誤辨識肺結核病人的相關因子 2

林劭雍 臺大醫院 是否急診處置會影響72小時內返診病人的病情與動向? 佳作

郭峻延 中國附醫 玉山國家公園2008至2019年間之山地緊急救護分析 佳作

張浩明 台北榮總 評估矽酸鈉複合物抑制台灣龜殼花蛇毒所引發出血症狀之能力 佳作



口頭發表榮譽榜-住院醫師組(臨床類)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張珈娸 彰基 OHCA倖存者長期存活後新發生之併發症及其發生時機 1

李怡緻 台北榮總
以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探討凝血酶複合濃縮物在創傷性凝血功能異常之應
用

2

石祐林 臺大醫院 使用系統文獻回顧以及網絡統合分析研究急性闌尾炎的首選預防性抗生素治療 佳作

邱彥維 奇美醫院
高齡病人退化性關節炎與泌尿道感染之關聯性：一個以全國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
究

佳作

范程羿 臺大新竹 血液培養陰性與陽性是否影響死亡率：一個多中心治療權重倒數機率世代分析 佳作

陳怡婕 奇美醫院 共病是輕微外傷性顱內出血病人的預後因子 佳作

蔡鴻維 北醫 發展一個快速評估複雜性闌尾炎的診斷工具：效度研究 佳作



口頭發表榮譽榜-主治醫師組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黃建程 奇美醫院
一氧化碳中毒會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風險：一個以動物實驗來驗證流行病學發現的
研究

1

陳冠甫 基隆長庚
新冠肺炎(COVID-19)在不同年齡、時期及國家之不同症狀、共病、及嚴重性分佈：
一個系統性回顧及統合分析

2

林冠合 中國附醫
Src介導17β-雌二醇和雌激素受體-α透過PI3K-Akt途徑緩和β-腎上腺素誘發心肌
細胞凋亡

佳作

陳椿宜 彰基 由復甦後之尿液分析-預測院前心跳停止患者的存活率與神經學預後 佳作

黃偉春 高雄榮總 ST段上升型心肌梗塞病人救護車到院前用藥之成效 佳作

楊智仁 三總 台灣急診專科醫師與非急診專科醫師在急診室執業上之差異 佳作



原著論文海報榮譽榜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名次

江亭慧 台大教學部 肝臟型脂肪酸結合蛋白預測急性腎損傷的準確性-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1

胡凱君 萬芳醫院 虛擬實境解剖訓練對超音波能力發展之影響 2

陳怡婕 奇美醫院 一個醫學中心急診處理心臟驟停的成效 3

顏立成 台北榮總
急診燒燙傷病人吸入性傷害風險因子分析：2015年八仙塵爆嚴重傷燙傷病人之
回溯性研究

佳作

陳國泰 奇美醫院 藉由到院時的特徵，以機器學習方式發展一套外傷病人的預後預測模型 佳作

徐佳靖 三總 新冠肺炎對於災難醫學教育的影響: 針對實務操作的混合模式 佳作



圖片展示海報榮譽榜-1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名次

凃松昀 大林慈濟 Chest pain for 2 days 特優

張智堯 嘉義長庚 Left shoulder pain for 1 month 特優

楊承翰 林口長庚 Right side neck pain for 5 days 特優

溫偉康 振興醫院
Sudden onset of severe headache followed by syncope half an 
hour ago

特優

潘茹涵 台北慈濟 Lower back pain with mild fever for 3 days 特優



圖片展示海報榮譽榜-2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名次

王思涵 嘉義長庚 Lower abdominal pain for 1 day 佳作

吳俊佐 高雄長庚
Right flank pain when riding motorcycle hitting with other car 1 
day ago

佳作

吳昶翰 高醫 Left lower quadrant abdomen dull pain for 3 days 佳作

林信宏 高雄長庚 Right cheek got swelling progressively for one day 佳作

林進偉 台北榮總 Disturbance of consciousness after traffic accident one hour ago 佳作

洪家為 三總 Sudden onset right lower quadrant abdominal pain for 1 day 佳作



圖片展示海報榮譽榜-3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名次

洪鵬傑 高雄長庚 Vomiting and decreased appetite for 2 days 佳作

范閎皓 雙和醫院 Abdominal pain for 2 days 佳作

徐翊庭 童綜合 Abdominal cramping pain with vomiting for 3 days 佳作

高志豪 中國附醫 Dysphagia for 10 days 佳作

高國峯 童綜合 General weakness was noted for several month 佳作

陳佑詳 部立桃園 Intermittent fever for two weeks after giving birth 佳作



圖片展示海報榮譽榜-4
姓名 服務醫院 主訴 名次

曾于庭 新光醫院 Sudden abdominal pain during video conference 佳作

黃世惠 嘉義長庚 Bilateral lower limbs edema noted for 2 days 佳作

黃思誠 林口長庚 Progressive headache for 3 days 佳作

黃暄凱 嘉義長庚 Whole abdomen pain for several days 佳作

葉宗閔 中國附醫 Left leg swelling for 3 days 佳作

蘇育德 三總 Abdominal pain with nausea and vomiting for 1 day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