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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明細 
 

基礎或實驗室研究 共 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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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作者 服務醫院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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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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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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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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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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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診相關議題 共 11 篇 
發表時間：2020年 8 月 31日(一) 13:30~15:00、15:30~16:45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樓 403會議廳 

編號 作者 服務醫院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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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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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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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2020-09 翁一銘 部立桃園 擊倒，立即後送？格鬥賽事回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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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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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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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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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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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2020-15 范程羿 
台大 

教學部 
公共心臟去顫器之部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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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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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類 共 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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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作者 服務醫院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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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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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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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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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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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2020-22 謝博堯 中國附醫 固沙草中毒造成意識改變 

 

護理師稿件 共 5 篇 
發表時間：2020年 9 月 1日(二) 15:30~17:00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樓 202會議廳 

編號 作者 服務醫院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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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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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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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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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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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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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海報論文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0年 8 月 31日(一) 08:30 ~ 2020 年 9 月 1日(二) 15:00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F  205 會議室 

註：如未依時間張貼者，不算完成發表，未張貼者秘書處會照相留存且 mail通知該

院主任及訓練計畫主持人。 
 

原著海報 共 47篇 

編號 作者 單位 標題 

P-2020-01 吳孟桓 高雄長庚 懸浮微粒的暴露與肺炎短期預後之相關性 

P-2020-02 吳孟諭 台北慈濟 
由一名救助者進行的兩種嬰兒胸外按壓技術在嬰兒心肺復蘇中

的應用：隨機對照試驗的系統評價和薈萃分析 

P-2020-03 宋之維 台大新竹 急診病人出院後門診返診之順從性分析 

P-2020-04 李青記 台南新樓 
一個南台灣縱向世代研究去調查社區菌血症的致病菌分佈與抗

藥性 

P-2020-05 李青記 台南新樓 
一個快速的急診敗血症死亡評分法(qMEDS)對於社區菌血症成

年病患預測短期死亡率之能力 

P-2020-06 杞建佑 台大醫院 急診毒物濫用病人臨床表現之性別差異 

P-2020-07 周欣慧 基隆長庚 2009 至 2018 年國際急診醫學聯合會會員國急診論文分析 

P-2020-08 林信宏 高雄長庚 
巴拉刈中毒患者使用氧氣與死亡率的關聯性：多中心回顧性研

究 

P-2020-09 邱彥維 奇美醫院 
自體免疫性結締組織病與一氧化碳中毒之關聯性：一個以全國

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究 

P-2020-10 邱義閔 高雄長庚 發燒兒童 72 小時急診返診後住院至加護病房之臨床特徵 

P-2020-11 洪麒傑 義大醫院 
利用簡易版 Pitt 菌血症分數(qPitt)預測急診肝硬化菌血症病人

死亡風險 

P-2020-12 胡松原 台中榮總 
急診老年病人非創傷性弧菌菌血症的臨床預後因子：以醫院基

礎的回顧性研究 

P-2020-13 胡松原 台中榮總 
急診創傷弧菌菌血症病人的臨床預後因子：以醫院基礎的回顧

性研究 

P-2020-14 胡家瑜 
長庚大學 

醫學系 

IDS 計畫對醫學生志願性社區服務之影響—一個台灣的質性研

究 

P-2020-15 凌典安 台大醫院 急診新興毒品濫用的臨床表現與確診分析：台大醫院經驗 

P-2020-16 凌典安 台大醫院 復甦後類固醇使用對於非電擊性心律心跳停止病人的預後分析 

P-2020-17 徐毓嶸 中國附醫 急診部門個人關鍵效能指標的反思~72 小時返回率的三年追蹤 

P-2020-18 耿祥庭 林口長庚 
運用機器學習開發並驗證僅根據心率變異度之模型以預測疑似

敗血症病患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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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單位 標題 

P-2020-19 高元 奇美醫院 慢性疼痛會增加腎衰竭風險：一個全國人口性研究 

P-2020-20 張仲達 亞東醫院 5-Fluorouracil 小腸黏膜炎病理機轉之探討 

P-2020-21 張家豪 基隆長庚 以社會網路分析探討台灣急診研究作者合作關係 

P-2020-22 曹玉舲 奇美醫院 外傷性咽後血腫合併呼吸道表徵：系統性回顧曾被報告的病例 

P-2020-23 莊旺川 高雄榮總 建置即時監測之急診壅塞管理決策系統 

P-2020-24 莊柏羣 高雄長庚 龜殼花咬傷：早期施打抗蛇毒血清的益處 

P-2020-25 許庭瑜 高雄長庚 插管後病人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預後探討 

P-2020-26 許智鈞 台北馬偕 毒物引發之非心因性肺水腫之機轉、預後及預防之分析研究 

P-2020-27 郭芳里 高醫護理部 不同醫院等級醫院員工 COVID-19 期間之壓力感受調查 

P-2020-28 陳佑詳 部立桃園 EMS 在 ST 段上升心肌梗塞病患照護中的角色 

P-2020-29 陳志中 高雄榮總 急診 72 小時再回診之患者特徵關聯性評估 

P-2020-30 陳佳妤 台大醫院 
以 QRS 時間預測心跳停止急救復甦後接受目標溫控治療病人

的預後 

P-2020-31 陳彥儒 中國附醫 外傷性肝損傷會增加肝癌的風險 

P-2020-32 陳春廷 台北榮總 目標體溫管理對於院內與院外心臟驟停患者之比較 

P-2020-33 陳雲昶 台大醫院 誰適合在災難演習中擔任標準化病人，新手還是專家？ 

P-2020-34 陳瑋臻 林口長庚 兒科急診醫學教育在急診住院醫師培訓中的有效性評估 

P-2020-35 陳義憲 奇美醫院 
慢性疼痛會增加失智症風險：一個以全國人口為基礎的世代研

究 

P-2020-36 簡振宇 東元醫院 隨機分派試驗於傳統與混合心肺復甦術教學課程的不劣性研究 

P-2020-37 楊人翰 中國附醫 後送病房對急診雍塞與院內死亡率的影響 

P-2020-38 楊佩瑄 高醫護理部 醫院員工於 COVID-19 疫情期間之壓力感受及相關因素調查 

P-2020-39 劉士豪 中國附醫 痛風病患更易罹患膽結石 

P-2020-40 劉婉君 
台大新竹 

護理部 
急診病人出院三日內未預期返診之特性分析 

P-2020-41 蔡秀禎 高榮護理部 某醫學中心急診病患退掛號與醫療品質相關性探討 

P-2020-42 蔡治文 台北馬偕 老人急性中毒之地域性分析 

P-2020-43 鄭宗軒 東元護理部 電擊心律病患於短時間內送達心臟中心的存活分析 

P-2020-44 鄭富仁 高雄長庚 空氣汙染的細懸浮微粒及其成分對於小兒肺炎的短期影響 

P-2020-45 鄭登雲 奇美醫院 
慢性疼痛可能增加甲狀腺功能失調的機會：一個全國人口為基

礎的世代研究 

P-2020-46 謝志煌 林口長庚 急診電腦斷層檢查注射顯影劑對腎功能的影響 

P-2020-47 魏琳蓉 義守大學 某醫學中心生物疫災對急診病人分布變化 

 
 

  



台灣急診醫學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明細 

 

圖片展示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0年 8 月 31日(一) 08:30 ~ 2020 年 9 月 1日(二) 15:00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F Lobby 

註：如未依時間張貼者，不算完成發表，未張貼者秘書處會照相留存且 mail通知該

院主任及訓練計畫主持人。 

 
編號 姓名 單位 主訴 

Photo-01 王大衛 台北馬偕 Right flank pain since 3 hours ago 

Photo-02 王子權 中國附醫 
Initial loss of consciousness and posterior neck pain after slide down 

from truck hours ago.  

Photo-03 王家鼎 萬芳醫院 Chest pain for 3 days  

Photo-04 王健合 基隆長庚 Penetrating head and chest trauma one hour ago 

Photo-05 王赫 振興醫院 Low back pain for 1 week 

Photo-06 田岳正 台北慈濟 Watery diarrhea and vomiting  for 3 days 

Photo-07 朱昌宏 中國附醫 Shortness of breath for two days 

Photo-08 朱家汶 萬芳醫院 Throat pain with foreign body sensation for 2 hours  

Photo-09 朱駿杰 高雄長庚 Progressive dyspnea for 3 days 

Photo-10 江旻瑩 基隆長庚 Fever for 1 day 

Photo-11 何佳潔 台北馬偕 Abdominal pain with nausea and vomiting for 2 days 

Photo-12 何俊毅 中國附醫 Chest pain and left side weakness since 1 hour ago 

Photo-13 宋之維 台大新竹 Abdominal pain with nausea, vomiting and diarrhea for 2 hours 

Photo-14 巫昀祐 萬芳醫院 Right inguinal area pain for two days 

Photo-15 李上杰 嘉義長庚 Right shoulder pain for 1 month 

Photo-16 李念融 成大醫院 Abdominal pain 

Photo-17 周孟頡 童綜合 Persist left abdominal pain was noted after trauma.  

Photo-18 周思揚 台北馬偕 Seizure attacked at home for 2 minutes   

Photo-19 官哲羽 三總 Lower abdominal pain and melena for 2 days 

Photo-20 林于淵 成大醫院 Sudden onset, persistent pain over low abdomen for one day 

Photo-21 林宇辰 林口長庚 chest pain for 2 days 

Photo-22 林育如 基隆長庚 Sore throat and difficulty swallowing since 3 days ago 

Photo-23 林芳瑜 中國附醫 Hemoptysis since an hour ago 

Photo-24 林信宏 高雄長庚 Persistent headache for 3 days 

Photo-25 林建甫 高雄長庚 Intermittent headache for one week 

Photo-26 林政翰 三總 Suicide by an intraoral gunshot 

Photo-27 林祉含 台中慈濟 Right lower chest pain after traffic accident 

Photo-28 林哲平 林口長庚 Right neck pain for 1 week 

Photo-29 林峻甫 高雄長庚 Low back pain for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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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主訴 

Photo-30 林桂名 中國附醫 Chest pain for 6 hours. 

Photo-31 邱昱塵 高醫 Conscious disturbance for 3 days 

Photo-32 邱柏叡 台北馬偕 Left scapula pain for 2 weeks 

Photo-33 侯岳岑 台北慈濟 Progressive whole abdominal pain since traffic accident 4 days ago 

Photo-34 柯穎志 台大醫院 Left wrist pain for 30 minutes 

Photo-35 洪家為 三總 Lower abdomen pain for 1 day 

Photo-36 洪嘉駿 光田醫院 Sudden-onset sharp retrosternal chest pain for 2 hours 

Photo-37 胡凱君 萬芳醫院 Abdominal pain for three days 

Photo-38 范義瑋 部立桃園 Nausea and vomiting for 2 weeks 

Photo-39 倪柏揚 台北慈濟 fever on and off for 2 days 

Photo-40 徐翊庭 童綜合 Progressing dizziness for one week. 

Photo-41 高志豪 中國附醫 Headache and dizziness for 10 months 

Photo-42 高國峯 童綜合 Epigastric pain since this morning 

Photo-43 常安安 義大醫院 Progressive swelling of face and neck for 2~3 weeks 

Photo-44 張剛瑋 高雄長庚 General weakness for several days 

Photo-45 張啟凡 中國附醫 Left arm pain for 2 days 

Photo-46 張博鈞 嘉義長庚 
Nose redeness with blister formation and pus discharge was noted 

today 

Photo-47 張智堯 嘉義長庚 Head and chest injury just now 

Photo-48 張嘉文 高醫 
Acute onset of conscious disturbance in a patient with  head 

trauma and alcohol ingestion 

Photo-49 梁凱捷 嘉義長庚 Right chest pain just now after fall down at home 

Photo-50 許建德 成大醫院 Motorcycle traffic accident just now 

Photo-51 許映晟 高雄長庚 Lower abdominal pain with hematuria for 1 day 

Photo-52 許庭瑜 高雄長庚 Abdominal pain with irritable crying intermittently for hour 

Photo-53 許智鈞 台北馬偕 Vomiting several times since 30 minutes ago. 

Photo-54 郭彥廷 嘉義長庚 Left eye proptosis for one month 

Photo-55 郭峻延 中國附醫 Right lower abdominal pain for 1 month 

Photo-56 陳佑詳 部立桃園 Chest pain after a traffic accident about 20 minutes ago 

Photo-57 陳佳妤 台大醫院 Sudden onset of right weakness half hour ago  

Photo-58 陳玠銘 亞東醫院 Left wrist pain after traffic accident 

Photo-59 陳亭延 花蓮慈濟 Intermittent abdominal pain with change of afflicted area for 1 week 

Photo-60 陳亮甫 萬芳醫院 
Fever for 1 day, skin rash for 2 days and bilateral legs weakness for 2 

weeks 

Photo-61 陳奕融 嘉基 Fever and whole abdominal pain for one day. 

Photo-62 陳昱愷 林口長庚 face pain for one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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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主訴 

Photo-63 陳柏安 亞東醫院 Neck discomfort and difficult to swallowing after lunch today 

Photo-64 陳柏樵 中國附醫 Left 3rd finger swelling after stabbing wound by raw fish for one day 

Photo-65 陳為庭 萬芳醫院 Progressive right side chest wall pain for 3 days 

Photo-66 陳紹鈞 北醫 
Tachycardia and hyperglycemia noted this morning at community 

nurse's visitation this morning. 

Photo-67 陳鈞隆 林口長庚 Fever up to 38.5 degrees Celcius 

Photo-68 陳瑋臻 林口長庚 Consciousness change in a car for a day 

Photo-69 陳祺偉 高醫 
Severe neck pain with progressive bilateral arm numbness and 

radiated pain for 10 days. 

Photo-70 陳嘉珊 亞東醫院 Pain over right pelvis region after traffic accident 

Photo-71 陳麒中 振興醫院 Young female with sudden onset of lower abdominal pain 

Photo-72 陳麒心 台大醫院 Dry cough for 3 weeks 

Photo-73 傅詩茹 高雄長庚 Sudden conscious disturbance since 30 mins ago 

Photo-74 彭鈐澤 北榮蘇澳 
Progressively abdomen fullness, poor appetite with nausea and 

vomiting for three days. 

Photo-75 游茜雯 中國附醫 Severe headache and vomiting for 2 days. 

Photo-76 黃世惠 嘉義長庚 Acute onset bilateral blurred vision tonight 

Photo-77 黃俊翔 台大醫院 Chest pain for about 2 weeks 

Photo-78 黃俊諺 亞東醫院 右上臂紅腫 3~4 天 

Photo-79 黃俊諺 高醫 right hand numbness after traffic accident for 1 day 

Photo-80 黃柏堯 中國附醫 
Right eye pain and eyebrow laceration wound after violent assault 

tonight 

Photo-81 黃暄凱 嘉義長庚 A car driver had abdomen pain after traffic accident 

Photo-82 黃翰祥 義大醫院 Right upper quadrant( RUQ) pain for one week 

Photo-83 楊永葉 義大醫院 Left arm swelling for 2 weeks 

Photo-84 楊智仁 三總澎湖 Left flank pain for several days. 

Photo-85 楊智皓 萬芳醫院 Accidently drink soap water this morning  

Photo-86 楊登堯 新光醫院 Abdominal pain with nausea and vomiting for 2 days 

Photo-87 楊穎 高雄長庚 Progressive left thigh pain for 3 days 

Photo-88 葉哲銘 亞東醫院 Sore throat for 2 days 

Photo-89 葉衡 林口長庚 Sudden onset of right flank pain for about 3 hours 

Photo-90 廖宏基 中國附醫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after acute onset of shortness of 

breath 

Photo-91 廖偉翔 台北馬偕 Syncope for 10 minutes 

Photo-92 廖培宏 童綜合 Acute severe occipital headache for 2 hours  

Photo-93 劉宇鈞 部立雙和 Bloody vomitus for 1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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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94 劉易安 秀傳醫院 Left-sided chest pain and left thigh pain after motor vehicle collision. 

Photo-95 劉品 西園醫院 Left flank pain and dysuria for one day 

Photo-96 劉姝均 台中慈濟 Wheezing and dyspnea since chicken bone choking 2 days ago 

Photo-97 歐昊卓 三總 Fever and right hand tremor for 2 days 

Photo-98 蔡孟峰 中國附醫 Shortness of breath after traffic accident 3 days ago 

Photo-99 蔡治文 台北馬偕 Acute onset LLQ abdominal pain for 2 hours 

Photo-100 蔡緻儀 台北慈濟 Epigastric pain for 2 days 

Photo-101 鄭雯媚 基隆長庚 Facial pain for one hour after traffic accident 

Photo-102 鄭諺璜 秀傳醫院 Fever with cough and sputum for more than seven days 

Photo-103 蕭羽庭 嘉基 Fever and diarrhea for 3 days 

Photo-104 謝見杰 亞東醫院 
Sudden onset of hemoptysis with short of breath presented in the 

morning  

Photo-105 簡亨羽 台大雲林 Headache for 1 day 

Photo-106 顏傑青 林口長庚 Right submandibular swelling noted for 3 days 

Photo-107 羅子承 林口長庚 Chest pain after motor vehicle collision 

Photo-108 蘇江翰 奇美醫院 Lower abdominal dull pain for 12 hours 

Photo-109 蘇利昇 成大醫院 Low back pain and soreness for 10 days. 

Photo-110 蘇昱嘉 亞東醫院 Consciousness disturbance for two days. 

Photo-111 鐘壬鴻 童綜合 Chest discomfort for one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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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0年 8 月 31日(一) 08:30 ~ 2020 年 9 月 1日(一) 15:00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F Lobby 

註：如未依時間張貼者，不算完成發表，未張貼者秘書處會照相留存且 mail通知該

院主任及訓練計畫主持人。 

 
編號 姓名 單位 標題 

CP-2020-01 丁筠 彰基 疑似尿路結石的症狀? 罕見主動脈血栓併自發性脾梗塞 

CP-2020-02 尤義中 萬芳醫院 發生在免疫正常者身上的腰椎骨髓炎：個案報告 

CP-2020-03 王重鈞 高醫 54 歲女性到院前心跳停止，最後診斷為肺動脈剝離 

CP-2020-04 王健合 基隆長庚 續發於克雷伯氏肺炎菌肝膿瘍的內生性眼內炎 

CP-2020-05 王耀辰 台北慈濟 巨細胞病毒性腸炎合併淋巴瘤以小腸穿孔表現 

CP-2020-06 史鈜升 彰基 
是甲醇中毒？還是農藥中毒(因滅汀)？－以視力模糊為線索之

少見案例報告 

CP-2020-07 石書宇 台北慈濟 勃氏淋巴瘤所引發的兒童急性腸套疊 

CP-2020-08 佘其軒 奇美醫院 背部鈍傷後肺氣瘤之案例報告 

CP-2020-09 余承嚴 新光醫院 急性白血病造成的突發性無痛性單側視力模糊 

CP-2020-10 吳尚儒 彰基 
沒有任何觸發因子的自發性縱膈腔氣腫，一個罕見，容易誤

導的案例 

CP-2020-11 吳承恩 三總 多處骨折之老嫗突發性呼吸衰竭及意識改變。 

CP-2020-12 吳俊佐 高雄長庚 疑似桶人症候群之臨床表現：個案報告 

CP-2020-13 吳俊穎 高雄榮總 腹腔鏡 Roux-en-Y 胃繞道手術後併發彼得森型腹內疝 

CP-2020-14 吳峻青 彰基 脂肪栓塞到處亂竄？肺動脈和腦部同時梗塞的罕見病例 

CP-2020-15 宋之維 台大新竹 血管內血栓抽吸再灌流策略於急性腸缺血之應用 

CP-2020-16 李上杰 嘉義長庚 日本腦炎案例分享 

CP-2020-17 李承勳 台北馬偕 因急性胰臟發炎引發之 ST 段上升心肌梗塞：個案報告 

CP-2020-18 李昕珉 奇美醫院 
無痛且無病史可循之牙籤胃穿孔：一個急診極具挑戰性的診

斷 

CP-2020-19 李俊翰 彰基 手肘脫臼後造成的次發性肱動脈血栓及腔室症候群 

CP-2020-20 李姿芳 彰基 尿液巴拉刈呈偽陽性反應的金太歲中毒 

CP-2020-21 李柏林 北醫 以多次昏倒為表現的嗜鉻細胞瘤 

CP-2020-22 李勛華 光田醫院 兒童腹腔鏡闌尾切除術後的糞石所導致的肝膿瘍-案例報告 

CP-2020-23 李瑋恩 新光醫院 克雷伯式肺炎菌肝膿瘍併發敗血性肺栓塞及腦部膿瘍 

CP-2020-24 李嘉恩 彰基 
無發燒持續的下背痛為初始症狀 - 快速進展且致命的腰大肌

膿瘍的案例報告 

CP-2020-25 李榮真 
高醫 

護理部 
非典型表現之 SARS-CoV-2 感染案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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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0-26 李靜宜 高醫 包囊性腹膜硬化症病人之腸穿孔與肝門靜脈呈現氣體 

CP-2020-27 周煜旋 彰基 
誰是真正的凶手? 盲腸炎引發病人敗血性休克竟暗藏著肝膿

瘍 

CP-2020-28 周嘉駿 彰基 大量巴拉刈混合酒精攝入– 少見存活案例報告 

CP-2020-29 周鴻杰 彰基 
以半側肢體無力類似中風表現的日本腦炎：案例報告與文獻

回顧 

CP-2020-30 林乃慧 台北馬偕 以週邊型暈眩來表現的急性多發性神經炎 

CP-2020-31 林佑誠 萬芳醫院 無菌性腦膜炎合併尿滯留：一種少見合併症 

CP-2020-32 林芫安 
敏盛 

護理部 

一位女性以急性腹痛和急性肝炎為表現，最後診斷為出血性

胰臟炎導致十二指腸阻塞 

CP-2020-33 林昱惠 奇美醫院 一個頸部鈍傷後聲音沙啞的病人 

CP-2020-34 林羿辰 成大醫院 四十二歲女性，新診斷之糖尿病併有產氣性腎盂腎炎 

CP-2020-35 林茂森 
大甲 

李綜合 
血栓形成之動靜脈人工血管引起遠端動脈栓塞之個案報告 

CP-2020-36 林靜敏 彰基 罕見的超巨型糞石引起急性複雜性闌尾炎 

CP-2020-37 邱彥維 奇美醫院 復發性瘧疾：不完全治療後兩個月復發之罕見案例報告 

CP-2020-38 柯建瑀 台北慈濟 雙側嚴重肺栓塞以急性腹症表現：罕見個案報告 

CP-2020-39 柯淑芬 
高醫 

護理部 

於急診快速且有效降低連枷胸病人疼痛之創新方法：案例報

告 

CP-2020-40 洪正倫 台北慈濟 
嗜伊紅性心內膜炎在心臟斷層掃描上的影像表現-罕見個案報

告 

CP-2020-41 洪瑋汝 彰基 
罕見的致命腸胃炎? 孕婦以腹痛及嘔吐為表現的沾粘性腸阻

塞 

CP-2020-42 洪嘉駿 光田醫院 張力性胸腔蓄膿表現為心電圖廣泛性 ST 段上升 

CP-2020-43 范義瑋 部立桃園 紅斑性狼瘡相關之可逆性後部腦病綜合徵 

CP-2020-44 凌嘉蔚 成大醫院 格林-巴利症候群咽頸臂變異型之案例報告 

CP-2020-45 徐守謙 羅東聖母 
持續性有脈搏心室性心律不整無法由同步整流壓制下來，反

而使用藥物化學性整流成功 

CP-2020-46 張永逸 花蓮慈濟 食用盤古蟾蜍後中毒，出現意識不清及心搏過緩 

CP-2020-47 張育瑞 彰基 以急性癲癇為表現之脂肪栓塞症候群 

CP-2020-48 張長元 中國附醫 胺基甲酸鹽中毒產生間期症候群的臨床案例報告 

CP-2020-49 張祐禎 新光醫院 錨定效應：主動脈剝離被忽視為消化性潰瘍疼痛 

CP-2020-50 張博鈞 嘉義長庚 50 歲低血鈉患者治療後併發滲透性去髓鞘症候群 

CP-2020-51 張智堯 嘉義長庚 3 小時內中風且有用新型抗凝血劑的病人，可不可以打 tPA ? 

CP-2020-52 張靖宜 
中國附醫

護理部 
以髂腰肌自發性出血為表現的後天性血友病 

CP-2020-53 張瓅文 奇美醫院 頸椎外傷後的咽後血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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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0-54 梁凱捷 嘉義長庚 心房顫動？隨意降心律小心出事！ 

CP-2020-55 許建德 成大醫院 口服補充左旋肉鹼治療急性帝拔癲中毒患者個案報告 

CP-2020-56 郭冠志 台北馬偕 老年人自發性膀胱破裂的個案報告 

CP-2020-57 郭寧 北醫 上腸胃道出血，最後診斷為主動脈腸道瘻管 

CP-2020-58 陳仕豪 成大醫院 年輕女性急性腹痛，最後診斷為卵巢腫瘤破裂 

CP-2020-59 陳加倫 高雄榮總 魚卵塊造成高齡者食道完全阻塞 

CP-2020-60 陳如佳 中國附醫 自發性脊髓硬膜外血腫模仿落枕 

CP-2020-61 陳佑詳 部立桃園 搶救致命的腹痛 

CP-2020-62 陳佳儀 高雄榮總 以敗血症表現的脊椎硬腦膜外膿腫 

CP-2020-63 陳怡婕 奇美醫院 憂鬱症女性反覆因頭痛就診，竟是寄生蟲性腦膜炎 

CP-2020-64 陳怡璇 花蓮慈濟 緊急支氣管鏡在吸入性肺炎的治療 

CP-2020-65 陳冠傑 台北慈濟 容易被忽視的 De Winter 症候群 

CP-2020-66 陳彥光 彰基 以無發燒併非典型之左側轉移性疼痛來表現之肝膿瘍 

CP-2020-67 陳柏霖 彰基 尿液巴拉刈檢測呈現陰性的巴拉刈中毒 

CP-2020-68 陳畇澔 台北慈濟 氨甲蝶呤中毒以上腹痛表現：罕見個案報告 

CP-2020-69 陳香瑾 高醫 
嚴重低血鈉的精神科病人讓診斷抗精神病藥物惡性症候群更

加困難 

CP-2020-70 陳麒中 振興醫院 68 歲男性早上數度昏厥 

CP-2020-71 陳麒心 台大新竹 
以單側肢體無力為初始症狀的感染性心內膜炎合併系統性栓

塞 

CP-2020-72 陳豔晴 
中國新竹 

護理部 
台灣馬桑果-可口誘人的致命毒物 

CP-2020-73 陳豔晴 
中國新竹 

護理部 
容易輕忽的致命心律— Wellens’ syndrome 

CP-2020-74 彭鈐澤 北榮蘇澳 新型抗凝劑治療下之慢性心房顫動合併急性脾腎栓塞 

CP-2020-75 曾奐元 高雄榮總 快速進展的肺結核膿胸 

CP-2020-76 馮再偉 林口長庚 電腦斷層導引肺切片相關之空氣栓塞 

CP-2020-77 黃上軒 台中榮總 嗜伊紅性白血球肺炎以疑似粟粒型結核為表現的老年病人 

CP-2020-78 黃世惠 嘉義長庚 懷孕一點都不簡單！ 

CP-2020-79 黃品焱 高雄榮總 暈厥的元凶:主動脈瘤破裂 

CP-2020-80 黃敏勤 
高醫 

護理部 
以膠凍狀腹水呈現的腹膜偽黏液瘤案例報告 

CP-2020-81 黃紹朋 成大醫院 吐得你嫑嫑的─極後區綜合症 

CP-2020-82 黃暄凱 嘉義長庚 急性心肌梗塞表現於右位心病患 

CP-2020-83 黃緯珽 彰基 
DA-CPR 使得急救 54 分鐘之院前心跳停止病人有良好神經學

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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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0-84 黃懷寬 台北慈濟 過敏性休克併發急性心肌梗塞 

CP-2020-85 楊亞芝 台北慈濟 亞急性小腦梗塞以前庭神經炎表現：個案報告 

CP-2020-86 楊庭豪 林口長庚 心臟除顫器導極穿孔導致右心室破裂合併心包膜填塞 

CP-2020-87 楊馥綺 童綜合 第一次癲癇發作，診斷食道癌腦部轉移 

CP-2020-88 溫正揚 台中榮總 以反覆大量肺栓塞及右心室血栓為表現之血管內膜肉瘤 

CP-2020-89 葉哲銘 亞東醫院 扭轉的胃，罕見老人腹痛之案例報告 

CP-2020-90 廖玉珍 
敏盛 

護理部 

一位女士以急性腹痛為表現，最後診斷為肝胰管壺腹括約肌

功能障礙 

CP-2020-91 廖育瑩 柳營奇美 以 Valsalva 氏竇動脈瘤來表現的貝西氏病患者 

CP-2020-92 廖晨皓 台北馬偕 於無脈搏電氣活動之病人急救時在超音波下發現心臟搏動 

CP-2020-93 齊英仁 高雄長庚 自由潛水後的急性肺水腫 

CP-2020-94 劉佩伶 
高醫 

護理部 
以 Leukemia cutis 表現之急性骨髓白血病案例報告  

CP-2020-95 劉品 西園醫院 76 歲男性右下腹痛輻射至右腰 

CP-2020-96 劉瀚徽 彰基 艱困的決定—危及生命的年輕孕婦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CP-2020-97 劉耀華 小港醫院 子宮內膜惡性腫瘤侵入直腸、子宮及膀胱之病例報告 

CP-2020-98 歐陽豪 彰基 
年輕糖尿病女性以上腹痛為表現之非膿尿產氣性膀胱炎：少

見案例報告 

CP-2020-99 潘美玉 
高醫 

護理部 
火災現場救出之偽外傷性到院前心肺休止之案例報告 

CP-2020-100 潘美玉 
高醫 

護理部 
百步蛇咬傷：病例報告 

CP-2020-101 蔡永倫 台北馬偕 急診超音波診斷之肝膿瘍合併氣腹 

CP-2020-102 蔡孟軒 童綜合 基底核中風引起的手指失認證 

CP-2020-103 蔡明達 高雄長庚 年輕男性以頭暈表現的後壁心肌梗塞 

CP-2020-104 蔡惠婷 
高醫護理

部 
以肺膿瘍表現之急性白血病髓外浸潤的特殊案例 

CP-2020-105 蔣育瑋 彰基 
宵夜吃到腿軟--似周邊動脈阻塞性表現之不典型甲狀腺毒性週

期麻痺症 

CP-2020-106 鄭諺璜 秀傳醫院 
似缺血性中風的自發性頸部硬腦膜外出血併急性發作的單側

偏癱 

CP-2020-107 蕭宇澤 台大醫院 診斷上的陷阱：糖尿病酮酸血症和甲狀腺風暴並存 

CP-2020-108 蕭郁愷 高雄榮總 梭狀芽孢桿菌氣性壞疽在頸部壞死轉移性淋巴結 

CP-2020-109 蕭渼程 彰基 
不只是心悸! 以心房頻脈為初始表現的闌尾破裂併腹內膿瘍 

－容易誤診之病例報告 

CP-2020-110 錢燁誠 奇美醫院 缺血性腸炎：紅斑性狼瘡血管炎所致之罕見案例報告 

CP-2020-111 謝佳銘 台中榮總 年輕女性以嚴重肢體缺血為表現的抗磷脂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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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0-112 謝旻益 耕莘醫院 二分髕骨在急診容易造成誤診為骨折 

CP-2020-113 謝豪 部立雙和 案例報告：肺出血以冠心症表現 

CP-2020-114 簡士超 台北馬偕 一個男人反復性口齒不清鋪清併意識障礙 

CP-2020-115 譚漢彬 奇美醫院 剖腹產後雙側肺栓塞 

CP-2020-116 關曉雯 部立雙和 罕見骨盆腔骨折的併發症 : 腸子破裂 

CP-2020-117 蘇年盈 北醫 十二歲青少年-鹽酸二苯胺明中毒個案報告 

CP-2020-118 蘇昱嘉 亞東醫院 成人腹痛合併腫塊的罕見原因：自發性腹直肌鞘血腫 

CP-2020-119 蘇昱彰 台北馬偕 發燒之五十一歲女性伴隨咳嗽肩痛與暈厥 

CP-2020-120 蘇詠中 高雄榮總 外傷性胸鎖關節後脫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