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急診醫學會 

2022年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病例報告海報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2年 8月 7日(日) 08:00 ~ 2022年 8月 8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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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單位 標題 

CP-2022-01 王柏元 中山附醫 一名在車禍後右肩疼痛的男性-肩關節後側脫臼 

CP-2022-02 王柏畫 成大醫院 創傷病人的內科疾病 

CP-2022-03 王舒禾 台北馬偕 
一個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合併非 ST上升型心肌梗塞

案例 

CP-2022-04 王耀辰 台北慈濟 28歲男性喝酒後猝死：WPW症候群合併心室顫動 

CP-2022-05 成協真  萬芳醫院 
以重積癲癇為初始表現的主動脈剝離：一個病例報

告 

CP-2022-06 江亭慧 台北榮總 發炎膽囊附近的快閃族-肝門靜脈栓塞 

CP-2022-07 江瑜軒 國軍桃園 罕見右側腹痛原-巨大發炎性膽囊 

CP-2022-08 何佳潔 台北馬偕 
急性下半身癱瘓為表現的非創傷性脊髓梗塞之個案

報告 

CP-2022-09 何達宇 中山附醫 上腸系膜動脈症候群：罕見的腸阻塞病因 

CP-2022-10 吳妍萱 國泰醫院 
藥物引起的急性肌張力障礙，以顳顎關節脫臼為表

現 

CP-2022-11 呂昀峰 耕莘醫院  
別急著電我，我只是長得像 VT：急性高血鉀心電圖

變化 

CP-2022-12 李柏儒 國軍桃園 創傷性睪丸移位的案例報告 

CP-2022-13 林世展 成大醫院 顯影劑外滲所致手部急性腔室症候群 

CP-2022-14 林孟皜 耕莘醫院  牙科治療後引起縱膈腔氣腫 

CP-2022-15 林芫安 敏盛醫院 以昏厥和低血糖為表現之急性膽道炎案例報告 

CP-2022-16 林金生 高醫 Verapamil敏感性心室頻脈：病例報告  

CP-2022-17 林昱均 中國附醫 周產期心肌病變合併安非他命濫用之案例分享 

CP-2022-18 林珊如 聯醫和平 
92歲女性院前心臟停止經急救恢復心律，診斷為

Type B主動脈剝離案例 

CP-2022-19 林茂森 李綜合 
原發性血小板過多症表現出臀筋膜腔室症候群之個

案報告 

CP-2022-20 邵慧君 中國附醫 
照顧一位低血糖性腦病變的器官捐贈患者之急診護

理經驗 

CP-2022-21 柯淑芬 高醫 爆衝與當機-甲狀腺毒症個案報告 

CP-2022-22 洪銘聰 烏日林新 急診專科護理師在重大外傷病患處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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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2-23 范程羿 台大新竹 
一名下肢骨折病患突然意識改變：被遺漏的頸椎脫

位 

CP-2022-24 徐銘宏 嘉基 自發性脊隨硬腦膜外血腫 

CP-2022-25 翁梓華 台北馬偕 前大腦動脈與中大腦動脈分水嶺梗塞之個案報告 

CP-2022-26 郝建杰 彰基 
隱藏在腹內的無聲殺手：80歲男性僅以上腹脹痛為

初始表現之感染性腹主動脈瘤合併膿瘍 

CP-2022-27 馬壽德 童綜合 急性肺栓塞轉院治療 

CP-2022-28 張至廷 台大醫院 初始以頸部疼痛症狀表現之年輕中風男性 

CP-2022-29 張君頤 新光醫院 困難診斷：股骨及骨盆骨折併發腦部脂肪栓塞 

CP-2022-30 張品元 高醫 一位使用氯化鉀自殺之案例 

CP-2022-31 張嘉文 高雄小港 
一個關於 Sjögren's syndrome罕見但致命的腹痛鑑

別診斷 

CP-2022-32 莊承儒 高雄聯醫 以腸胃炎做為表現的肝膿瘍 

CP-2022-33 許雅棠 中國附醫 
潛在的殺手：腹部鈍傷造成延遲性腸穿孔之個案報

告 

CP-2022-34 陳芮瑩 成大醫院 以左大腿腫脹表現的胰臟炎併發症 

CP-2022-35 陳冠至 彰基 
脊椎硬腦膜外膿腫-在不明熱容易在急診被遺漏的鑑

別診斷 

CP-2022-36 陳彥中 義大醫院 腹壁皮下組織的腦脊髓液偽囊腫 

CP-2022-37 陳韋勳 中國附醫 想不到、看不到、補不到-血胸的大陷阱 

CP-2022-38 陳家熙 聖馬爾定 
副甲狀腺機能亢進併嚴重高鈣血症合併橫紋肌溶解

症之家庭主婦：病例報告 

CP-2022-39 陳義憲 佳里奇美 一位老太太的腸套疊 

CP-2022-40 陳璿仁 高醫 
急性缺血性中風的病人之整合性醫療照顧從急診開

始 

CP-2022-41 麥漢倫 高醫社服室 
一個急診社工以安寧療護模式介入非預期死亡之個

案 

CP-2022-42 湛政中 部立桃園 太瘦也會肚子痛？小心胡桃鉗症候群！ 

CP-2022-43 黃子嘉 中山附醫 急性胰臟炎併發急性心肌梗塞 

CP-2022-44 黃怡甄 高醫 
一位非典型徵狀之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接受血栓溶解

劑施打案例 

CP-2022-45 黃俊諺 高雄小港 67歲男性上腹痛 

CP-2022-46 黃建翔 台中慈濟 主動脈症候群的表現 

CP-2022-47 黃柏偉 奇美醫院 與毛髮相關的急性腹痛 

CP-2022-48 黃聖心 萬芳醫院 外傷性氣管撕裂傷的氣道處置 

CP-2022-49 黃聖揚 台北慈濟 成人開放性動脈導管：罕見個案報告 



台灣急診醫學會 

2022年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病例報告海報發表明細 
 

編號 作者 單位 標題 

CP-2022-50 黃碩焜 台大新竹 37歲男性伴隨認知功能減退及尿失禁 

CP-2022-51 楊玉如 光田醫院 巨大脾動瘤自發性破裂-案例報告 

CP-2022-52 楊亞芝 台北慈濟 流感疫苗誘發過敏性紫斑症：個案報告 

CP-2022-53 楊承翰 林口長庚 逾四年穿腸魚刺深植脾臟 

CP-2022-54 楊菁 台北慈濟 62歲女性胸悶冒冷汗  

CP-2022-55 廖文琦 高醫 一位反覆服用 Inderal自殺之案例報告 

CP-2022-56 廖玉珍 敏盛醫院 
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後膽結石脫落至腹腔併發肝下膿

瘍 

CP-2022-57 廖健鈞 彰基 

不只是電解質異常!以突發性肌肉無力併頑固性低血

鉀為表現之甲狀腺毒性週期性麻痹-容易誤診之病例

報告 

CP-2022-58 劉浩熏 奇美醫院 僅以下肢感覺異常為表現的急性主動脈剝離 

CP-2022-59 潘美玉 高醫 
因未繫安全帶自撞電線桿導致降主動脈剝離之病例

報告 

CP-2022-60 蔡宜軒 烏日林新 
經由 EMS 送來急診的急性視力喪失患者，疑為

Metformin造成乳酸酸中毒所致 

CP-2022-61 鄭力云 童綜合 二十歲印尼男性上腹與左腰痛 

CP-2022-62 鄭宇廷 高醫 案例報告：氫氧化銅的毒性 

CP-2022-63 鄭宛竺 敏盛醫院 以不同菌株表現之肺膿瘍合併腎膿瘍案例報告 

CP-2022-64 鄭益誠 高醫 與上腸繫膜動脈症候群相關的高血糖高滲透壓狀態 

CP-2022-65 鄭涵 成大醫院 
進展快速的會陰部及生殖器壞死性筋膜炎-佛尼爾氏

症 

CP-2022-66 鍾明錦 台中榮總 
克雷伯氏肺炎桿菌引起之產氣性膀胱炎及尿路敗血

症併發雙側腰大肌膿瘍及椎管積氣 

CP-2022-67 鍾錡粢 中山附醫 不容易正確診斷的前臂骨折 

CP-2022-68 顏孟鐸 萬芳醫院 多處蜂螫後引起之嚴重併發症之死亡個案 

CP-2022-69 譚弘熙 奇美醫院 22天大男嬰持續嘔吐 

CP-2022-70 蘇柏熙 烏日林新 胸痛頭暈的車禍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