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著論文口頭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0 年 8 月 31 日(一) 09:00~10:15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 樓 403 會議廳 

組別 編號 報告者 服務醫院 標題 報告時間 

基 

礎 

或 

實 

驗 

室 

研 

究 

OP-2020-01 林秋梅 新光醫院 
白楊素在心肌缺血的模式下抑制微小泡外吐

的微小核糖核酸 92a 並促進 KLF2 
09:00~09:15 

OP-2020-02 林冠合 中國附醫 
水蛭萃取物對於抗高血壓藥誘導之心肌肥大

和纖維化之潛在心臟保護探討 
09:15~09:30 

OP-2020-03 黃建程 奇美醫院 
一氧化碳中毒後會增加鬱血性心衰竭的風

險：一個由大數據到基礎實驗的研究 
09:30~09:45 

OP-2020-04 張運德 高雄榮總 
幹細胞分泌液與頭孢曲松協同作用改善細菌

感染引發敗血性急性肺損傷 
09:45~10:00 

OP-2020-05 陳冠甫 基隆長庚 
人類 A 型流行性感冒病毒之演化樹標記及臨

床嚴重度分析 
10:00~10:15 

 

  



原著論文口頭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0 年 8 月 31 日(一) 13:30~15:00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 樓 403 會議廳 

組別 編號 報告者 服務醫院 標題 報告時間 

急 

診 

相 

關 

議 

題 

I 

OP-2020-06 張玉喆 林口長庚 
探究急診醫師的專業認同：一個 Q 方法的研

究 
13:30~13:45 

OP-2020-07 朱彥蓉 中國附醫 以人工智慧預測急診非預期再回診之研究 13:45~14:00 

OP-2020-08 楊尚樵 
桃園市 

消防局 

高效能心肺復甦術訓練能提高到院前猝死病

患急救時的壓胸品質 
14:00~14:15 

OP-2020-09 翁一銘 部立桃園 擊倒，立即後送？格鬥賽事回溯分析 14:15~14:30 

OP-2020-10 黃建程 奇美醫院 
以AI結合醫療資訊系統及時預測急診胸痛病

人之不良心臟事件 
14:30~14:45 

OP-2020-11 陳則豪 台北馬偕 
急診病患非醫療需求之量化分析：一個醫學

中心經驗 
14:45~15:00 

 



原著論文口頭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0 年 8 月 31 日(一) 15:30~16:45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 樓 403 會議廳 

組別 編號 報告者 服務醫院 標題 報告時間 

急 
診 

相 

關 
議 

題 

II 

OP-2020-12 周維國 台大醫院 
在災難演習中扮演模擬病人，也能和參演者

一樣有收穫嗎？ 
15:30~15:45 

OP-2020-13 陳俊維 台大醫院 
心跳停止病患接受派遣員持續線上指導 CPR

壓胸的神經學預後相關性 
15:45~16:00 

OP-2020-14 廖哲偉 台大醫院 

派遣員持續線上指導 CPR 壓胸直到救護員接

手可改善到院前心跳驟停之心室顫動病患的
神經學預後 

16:00~16:15 

OP-2020-15 范程羿 
台大 

教學部 
公共心臟去顫器之部署策略 16:15~16:30 

OP-2020-16 李欣諭 
台大 
教學部 

老人與兒童族群在急診返診中存在較高之疾
病惡化風險 

16:30~16:45 

 



原著論文口頭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0 年 9 月 1 日(二) 09:00~10:30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 樓 403 會議廳 

組別 編號 報告者 服務醫院 標題 報告時間 

臨 

床 

類 

OP-2020-17 李宥霆 國泰醫院 
國家早期預警分數(NEWS)是一個預測老年

人感染流感入住加護病房的有效工具 
09:00~09:15 

OP-2020-18 廖柏翔 台北榮總 

急診燒燙傷病人以 Revised Baux score 預測

住院期間菌血症之發生：2015 年八仙塵爆嚴
重傷燙傷病人之回溯性研究 

09:15~09:30 

OP-2020-19 陳冠甫 基隆長庚 
疾病的進程是使用生物標記和症狀來預測敗

血症相關死亡之重要因子 
09:30~09:45 

OP-2020-20 陳麒心 台大新竹 
電腦斷層是否能作為新型冠狀病毒主要診斷
工具？使用統合分析評估證據 

09:45~10:00 

OP-2020-21 朱昌宏 中國附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於一月底到三

月初的新冠病毒篩檢經驗 
10:00~10:15 

OP-2020-22 謝博堯 中國附醫 固沙草中毒造成意識改變 10:15~10:30 

 



原著論文口頭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0 年 9 月 1 日(二) 16:00~17:30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 樓 202 會議廳 

組別 編號 報告者 服務醫院 標題 報告時間 

護 

理 
師 

類 

OP-2020-23 李素玉 林長護理部 
急診室內，病患與醫護人員的比率與心臟

驟停的發生率之間的相關因素分析 
16:00~16:15 

OP-2020-24 李佩玲 高醫護理部 使用機器學習於到院前預測檢傷級數 16:15~16:30 

OP-2020-25 張淑美 高醫護理部 
介入資訊化配床機制改善急診病人 48 小

時待床率之成效 
16:30~16:45 

OP-2020-26 張采靖 林長護理部 
分析高年級小學生與成人的心肺復甦術學

習的差異 
16:45~17:00 

OP-2020-27 李素玉 林長護理部 
協助高海拔登山活動之醫療志工的經驗探

討 
17:00~17:15 

最佳口頭發表表揚 17:15~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