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急診醫學會 

2021年第十四屆第二次線上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病例報告海報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21年 10月 26日(二) 09:00 ~ 2021年 10月 27日(三) 16:00 

發表地點：全線上發表 

註：如未依時間上傳者，不算完成發表。 
 

編號 姓名 單位 標題 

CP-2021-01 王思涵 嘉義長庚 圍產期心肌病變 

CP-2021-02 王柏畫 成大醫院 小兒上腹痛併嘔吐，診斷為威爾姆氏腫瘤 

CP-2021-03 王致驊 高雄長庚 ST 波段上升心肌梗塞病人合併甲狀腺風暴 

CP-2021-04 王偉昇 彰基 
模仿肝膽相關疾病以右下肋疼痛表現的骨盆腔炎症(Fitz-

Hugh–Curtis syndrome)：一個需要在急診室克服的陷阱 

CP-2021-05 王鈺靜 成大醫院 胃扭轉-罕見且易忽略的腹痛急症 

CP-2021-06 王憶敏 高雄長庚 過敏併發急性心肌梗塞 

CP-2021-07 王耀辰 台北慈濟 
急性外傷性脊髓傷害後呼吸急促併衰竭：神經性肺水腫

病例報告 

CP-2021-08 田岳正 
北市聯醫 

和平婦幼 

個案報告：以超音波輔助 seldinger技術置入心導管鞘執

行心包膜放液 

CP-2021-09 白家嘉 高醫 天疱瘡初治療之病例報告 

CP-2021-10 向禹霖 彰基 
魚刺上海洋弧菌引發致命性軟組織壞死-床邊重點式超音

波之早期診斷及介入 

CP-2021-11 吳昕宜 亞東醫院 試管嬰兒療程後的持續腹痛及陰道出血 

CP-2021-12 吳雨恩 彰基 
乙醇也會視力喪失？以短暫視力喪失為初始表現之高代

謝酸乙醇中毒 

CP-2021-13 吳冠融 高雄榮總 腸中有腸：成人腸套疊 

CP-2021-14 呂昀峰 新店耕莘 右上臂疼痛：不願面對的男性乳癌 

CP-2021-15 李念融 成大醫院 安然無「恙」 

CP-2021-16 李思霈 彰基 
以上腹痛為初始急診表現之肺癌轉移心包膜-危急性心包

膜填塞之緊急穿刺減壓 

CP-2021-17 李柏儒 國軍桃園 創傷性腎動脈阻塞的案例報告 

CP-2021-18 李瑋恩 新光醫院 以咳嗽為主訴的一位肝膿瘍糖尿病人 

CP-2021-19 林技政 部立豐原 一罕見案例造成臨床醫師決策困境 

CP-2021-20 林育萱 彰基 以不典型腹膜炎症狀為初始表現之致死猛爆性肝炎 

CP-2021-21 林東右 高醫 橫紋肌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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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1-22 林芫安 敏盛醫院 以左下胸痛表現之肺膿瘍合併肝膿瘍案例報告 

CP-2021-23 林金生 高醫 嚴重出血的紅斑性狼瘡患者 

CP-2021-24 林俊賢 雙和醫院 非抽蓄性癲癇重積狀態 

CP-2021-25 林珊如 
北市聯醫 

和平婦幼 

隱形的警示-一名 70歲男子的繼發性缺血性中風伴主動

脈夾層 

CP-2021-26 林茂森 李綜合 遠端橈尺關節半脫位之個案報告 

CP-2021-27 林哲佑 台北馬偕 小兒創傷全身性皮下氣腫的個案報告 

CP-2021-28 林献哲 高雄榮總 心臟節律器導致的心臟穿孔併左側血胸 

CP-2021-29 林農陞 國軍桃園 焦點式超音波在一困難插管病人上之應用 

CP-2021-30 姜尚佑 
全方位 

救護車 
蘭嶼低血容休克患者空中轉送輸血預後良好案例 

CP-2021-31 施雅筑 彰基 
以上腹痛為初始表現的甲狀腺風暴：一個少見的病例報

告 

CP-2021-32 柯淑芬 高醫 以單側上肢無力表現之 Type A胸主動脈剝離病例報告 

CP-2021-33 洪嘉駿 光田醫院 經大網膜腸系膜疝氣併小腸壞死：罕見病例報告 

CP-2021-34 范程羿 台大新竹 同時表現之急性腦中風與急性 ST節段上升心肌梗塞 

CP-2021-35 范義瑋 部立桃園 咽部膿瘍的罕見併發症 

CP-2021-36 茆盛庭 彰基 
腹膜透析導管引流出血色液體為表現之罕見自發性脾臟

出血 

CP-2021-37 凌典安 台大醫院 
再次目標溫控療法對於急救復甦後的重積癲癇治療成

效：病例報告 

CP-2021-38 凌嘉蔚 成大醫院 嗜鉻細胞瘤引發心肌病變之病例報告 

CP-2021-39 宮敬為 高雄榮總 病例報告：以腹瀉嘔吐表現的上腸繫膜假性血管瘤破裂 

CP-2021-40 徐克強 三總 
臺東離島低血容休克個案報告：空中醫療輸血標準作業

程序 

CP-2021-41 徐翊庭 童綜合 
治療兩難：出血性低血容同時引發急性中風和急性心肌

梗塞: 案例報告 

CP-2021-42 張文彥 彰基 
年輕男性不尋常體重減輕與腹痛-上腸系膜動脈症候群同

時合併胡桃夾症候群 

CP-2021-43 張仕全 嘉基 以心悸、嘔吐與腹瀉為表現的甲狀腺風暴 

CP-2021-44 張長元 中國附醫 亞硝酸鈉造成變性血紅素的臨床案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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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1-45 張品元 高醫 一氧化碳中毒之病例報告 

CP-2021-46 張耕輔 高雄榮總 以急性頭暈和嘔吐表現的基底動脈阻塞 

CP-2021-47 張維珈 彰基 
POCUS的應用：在皮膚炎的病人早期診斷感染性心內膜

炎 

CP-2021-48 曹靖芳 彰基 疑似胃鏡檢查後引發的上腸系膜動脈剝離 

CP-2021-49 粘暐峰 烏日林新 胸部外傷，在地區醫院治療開放性氣胸病患 

CP-2021-50 莊承儒 高市聯醫 急診可能遇到的外傷陷阱 

CP-2021-51 莊承勳 中山附醫 發燒合併急性瞻妄：檳榔王中毒案例報告 

CP-2021-52 莊柏羣 高雄長庚 鎖鍊蛇咬傷的自身經驗 

CP-2021-53 許建德 成大醫院 乙醯胺酚中毒引發早期高乳酸血症與意識昏迷案例報告 

CP-2021-54 郭彥廷 嘉義長庚 冰凍三尺－低體溫不單純 

CP-2021-55 郭郁欣 成大醫院 致命的克雷白氏肺炎菌感染性主動脈炎 

CP-2021-56 郭寧 北醫 顱內動脈瘤導致之單獨動眼神經麻痺 

CP-2021-57 陳天恩 雙和醫院 以急性腹痛表現之高度懷疑冷凝集素綜合症 

CP-2021-58 陳世正 北市聯醫和平 Artery of Perchenon（AOP）動脈中風 

CP-2021-59 陳仕豪 成大醫院 騎車自摔後的半身偏癱 

CP-2021-60 陳佑詳 部立桃園 這次的頭痛不一樣 

CP-2021-61 陳孝綱 天晟醫院 心臟手術後敗血性休克最後診斷為胸骨膿瘍感染 

CP-2021-62 陳杏宜 烏日林新 照護一位失智症低體溫個案的急診護理經驗 

CP-2021-63 陳秀玲 澄清中港 偉大的模仿者-急性肺栓塞 

CP-2021-64 陳育新 台中榮總 腹主動脈瘤病人的胃腸道檢查是安全的嗎 

CP-2021-65 陳佳妤 台大醫院 一位年輕女性右上腹痛一星期 

CP-2021-66 陳俊穎 高雄長庚 抗膽鹼類藥物中毒 

CP-2021-67 陳宣佑 彰基 葡萄園的致命陷阱-罕見二氯乙醇中毒存活案例報告 

CP-2021-68 陳翔俊 台中榮總 蜘蛛膜下腔出血以似 ST段上升心肌梗塞表現 

CP-2021-69 陳嘉珊 亞東醫院 以電腦斷層血管攝影術即時診斷成人梅克爾憩室 

CP-2021-70 陳璿仁 高醫 死神沼上你，不會有感覺 

CP-2021-71 彭鈐澤 北榮蘇澳 化膿性肝膿瘍破裂以致肋膜蓄膿 

CP-2021-72 黃世惠 嘉義長庚 你知道因得克嗎？ 

CP-2021-73 黃明仁 林口長庚 視力模糊、複視、及痛性眼外肌麻痺的中年男性 

CP-2021-74 黃俊翔 台大醫院 非動脈瘤感染性主動脈炎引起之心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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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1-75 黃思誠 林口長庚 以新產生的腹水及腸胃道症狀表現之紅斑性狼瘡 

CP-2021-76 黃嗣翔 台大醫院 病例報告：以非手術方式處理創傷性甲狀腺出血 

CP-2021-77 黃暄凱 嘉義長庚 65歲女性突然雙下肢無力 

CP-2021-78 楊育豪 高雄榮總 以 ST上升型心肌梗塞呈現的蜘蛛網下出血 

CP-2021-79 楊亞芝 台北慈濟 真性紅血球增多症引發急性腦梗塞：個案報告 

CP-2021-80 楊登堯 新光醫院 漏斗胸導致胸痛和呼吸困難：一個常被遺忘的診斷 

CP-2021-81 溫偉康 振興醫院 化膿性肝膿瘍所引起的眼內炎 

CP-2021-82 葉哲銘 亞東醫院 以陰道出血為就診主述之術後肝門-腸系膜靜脈栓塞 

CP-2021-83 廖玉珍 敏盛醫院 下腸胃道出血，最後診斷為阿米巴性結腸炎 

CP-2021-84 廖志江 嘉基 罕見臨床表現的 GISTs 

CP-2021-85 劉冠廷 高醫 
在疑似硫化氫中毒之院外心臟停止病人急救期間給予硝

酸鈉 

CP-2021-86 劉維珺 彰基 
胸壁及腋下大量膿瘍併雙側廣泛性肺節結－難以早期診

斷之克雷伯氏桿菌感染 

CP-2021-87 劉璟蓉 新店耕莘 Ｂ型流感併可逆性胼胝體壓部腦病變之病例報告 

CP-2021-88 劉曜增 高雄榮總 清潔劑的毒煙：隱藏在細節裡的肺栓塞 

CP-2021-89 潘美玉 高醫 沼氣中毒-硫化氫中毒病例報告 

CP-2021-90 蔡元淳 中國附醫 一位血管變異病人的胸部鈍傷罕見併發症 

CP-2021-91 蔡永倫 台北馬偕 以發燒與意識改變為最初表現之感染性動脈瘤破裂 

CP-2021-92 蔡亦勛 新光醫院 肝膿瘍抽吸併發肝臟破裂 

CP-2021-93 蔡治文 台北馬偕 非類固醇抗發炎藥誘發之肌躍症 

CP-2021-94 鄧允武 聯新醫院 遊樂園緊急醫療救護探討：以小人國樂園為例 

CP-2021-95 鄭穎培 中國附醫 產後腹痛-腹水的迷思 

CP-2021-96 蕭文惠 高醫 兒童車禍所致心臟鈍傷合併肝臟裂傷-病例報告 

CP-2021-97 蕭勝邦 中國附醫 一個不常見的置放尿管後的併發症 

CP-2021-98 賴宜欣 中山附醫 以糖尿病酮酸血症為初期表現的腎臟旁膿瘍 

CP-2021-99 賴雨濃 天晟醫院 胸椎間盤炎合併右腰大肌膿瘍 

CP-2021-100 戴笠修 中山附醫 中年男性嚴重上腹痛 

CP-2021-101 謝旻益 新店耕莘 肺腺癌以上背痛及頸部疼痛表現  

CP-2021-102 鍾錡粢 中山附醫 一位腹痛並血尿的男性個案 

CP-2021-103 韓儒 成大醫院 Linezolid造成之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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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21-104 簡亨羽 台大雲林 Metronidazole相關的罕見副作用-小腦性共濟失調 

CP-2021-105 羅勝哲 光田醫院 眼眶底骨折：頭部外傷後視力模糊的重要鑑別診斷 

CP-2021-106 譚弘熙 奇美醫院 50歲男性暫時性失憶 

CP-2021-107 籃傑 中山附醫 顯影劑於皮下之血管外漏 

CP-2021-108 蘇年盈 北醫 十七歲青少年-三環抗憂鬱劑中毒個案報告 

CP-2021-109 蘇育德 三總 臀部跛行的男子 

CP-2021-110 蘇柏熙 烏日林新 頸椎損傷，機車意外不能忽略的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