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冬季學術討論會 病例報告海報接受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18WC-01 尤義中 萬芳醫院 小兒嚴重水腎的臨床表現：反覆腹痛以及便秘 

18WC-02 王美樺 柳營奇美 在兒童的假性蜂窩性組織炎 

18WC-03 白豐誠 三軍總醫院 中國大虎頭蜂螫傷: 病例報告 

18WC-04 石書宇 台北慈濟 神經性肺水腫: 案例報告 

18WC-05 朱昌宏 中國附醫 兒童視神經炎-病歷報告以及文獻探討 

18WC-06 朱彥蓉 中國附醫 壓力性潰瘍：另一種上消化道出血的可能原因 

18WC-07 何俊毅 中國附醫 早期診斷和處理頸椎第 6、7節骨折脫位合併脊髓壓迫 

18WC-08 何峻賢 台北馬偕 Killian-Jamieson diverticulum:一種罕見的食道憩室疾病 

18WC-09 何驊 奇美醫院 
在糖尿病患身上以未發燒的側腰痛作為初期表現的MSSA

感染 

18WC-10 吳承叡 大林慈濟 
肝硬化病人以雙側肩膀疼痛表現之頸胸椎硬腦膜外腔膿
瘍 

18WC-11 吳威霆 高雄長庚 
新型口服降血糖藥 SGLT-2 抑制劑所導致的正常血糖濃度
之酮酸中毒 

18WC-12 吳峻青 彰化基督教 以快速休克為表現之罕見自發性胃動脈瘤破裂 

18WC-13 吳凱翔 嘉義長庚 心臟節律器罕見的併發症: 晚期心臟穿孔 

18WC-14 宋之維 台大新竹 鐵釘鍛造勞工暴露於亞硝酸鹽之變性血紅蛋白血症 

18WC-15 巫昀祐 萬芳醫院 雙側丘腦中風: Percheron動脈梗塞 

18WC-16 巫星慧 高雄榮總 不典型胸痛診斷為急性心臟後壁梗塞的個案報告 

18WC-17 李上杰 嘉義長庚 魚精蛋白在中和肝素過量併發症運用案例 

18WC-18 李奕叡 台北榮總 大量服用甘草引發之嚴重高血鈉 

18WC-19 李宥霆 國泰醫院 右側第十胸椎骨內許旺氏細胞瘤以右腰痛為初始表現 

18WC-20 李柏林 台北附醫 深層靜脈栓塞以周邊動脈阻塞表現 

18WC-21 林芳瑜 中國附醫 溺水生還者的急性腎損傷與橫紋肌溶解 

18WC-22 林俊賢 雙和醫院 以局部癲癇發作合併意識障礙表現之 A型主動脈剝離 

18WC-23 林信宏 高雄長庚 
直腸癌病人使用 5-fluorouracil 化療後發生嚴重乳酸中毒
與高血氨性腦病變 

18WC-24 林建志 員林基督教 暈厥併頭部外傷為初始表現之巨大肺栓塞  

18WC-25 林建甫 高雄長庚 以突發性眼瞼下垂為主要表徵之大腦後交通動脈瘤 

18WC-26 林峻甫 高雄長庚 高度懷疑脂肪栓塞之病例討論 

18WC-27 林桂名 中國附醫 氣管食道廔管併發呼吸衰竭及意識不清 



編號 姓名 服務醫院 題目 

18WC-28 林資洋 彰化基督教 以急性意識變化和視幻覺為初始症狀之肺栓塞  

18WC-29 林鈺敏 大里仁愛 只是胃炎嗎？ 

18WC-30 林麒宏 
彰化縣 

消防局 
到院前的生命之鏈第四環—EMTP的經驗 

18WC-31 侯岳岑 台北慈濟 
內頸靜脈栓塞個案報告，Lemierre's syndrome與 Trousseau's 

syndrome之鑑別診斷 

18WC-32 施亮宇 陽大附醫 
Wunderlich症候群由自發性後腹腔血管肌肉脂肪瘤出血造
成 

18WC-33 施信安 嘉義長庚 
來急診亂的? 主訴突然不會撥電話：左優勢大腦下頂葉缺
血性中風造成古斯曼症候群 

18WC-34 紀備文 萬芳醫院 感染性動脈瘤 

18WC-35 徐國原 萬芳醫院 
藉由超音波診斷一個 A 型主動脈剝離案例以腦中風症狀
表現來院 

18WC-36 高志豪 中國附醫 臺灣大虎頭蜂螫傷引發橫紋肌溶解 

18WC-37 張昆樺 彰化基督教 喝農藥後的胸悶可能是食道傷害?還是急性心肌梗塞? 

18WC-38 張珈娸 彰化基督教 感染性心內膜炎瓣膜置換術後之罕見自發性腎臟出血 

18WC-39 張家楷 彰化基督教 廣泛腦部微小出血: 元兇還是意外發現？ 

18WC-40 張智堯 嘉義長庚 布朗－斯夸氏症候群的病例探討 

18WC-41 曹靖芳 彰化基督教 由於左胃動脈分支破裂引起的自發性腹腔積血 

18WC-42 梁凱捷 嘉義長庚 吃蚱蜢！有沒有搞錯！ 

18WC-43 莊承儒 嘉義長庚 以心包膜積液做為表現的甲狀腺低下案例 

18WC-44 莊鴻宇 台北馬偕 急性精神錯亂表現於Moyamoya患者身上的初期症狀 

18WC-45 許至勇 童綜合 一個罕見復發自發性氣胸的原因 - 肺淋巴管平滑肌瘤 

18WC-46 許家晟 三軍總醫院 
藥物濫用者使用一氧化二氮(笑氣)抑制骨髓造血功能:案例
報告 

18WC-47 許景棠 國泰醫院 貓抓傷致左側橈動脈假性動脈瘤併瘻管 

18WC-48 郭峻延 中國附醫 難治性流鼻血與原發性高醛固酮症的案例分析 

18WC-49 陳冠傑 台北慈濟 膽囊大腸瘻管造成之膽石性腸阻塞及降結腸之膽結石 

18WC-50 陳品洋 
彰化縣 

消防局 
到院前 5分鐘的炸彈-缺血性胸痛個案案例 

18WC-51 陳昱侖 高雄長庚 主動脈剝離之個案以無胸痛之肢體無力表現 

18WC-52 陳昱芝 彰化基督教 自發性膽道出血併心跳停止–急診罕見但致命之個案報告 

18WC-53 陳柏樵 中國附醫 
腦內出血的病患在影像上發現偽陽性蜘蛛膜下腔出血的
臨床案例報告 

18WC-54 陳為庭 萬芳醫院 急性胰臟炎合併闌尾炎 

18WC-55 陳香瑾 高雄附醫 
突然的眼睛失明—一個末期腎臟疾病病人罕見的尿毒症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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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WC-56 陳勝德 台北馬偕 以急性中風表現的左側鎖骨下動脈栓塞的案例報告 

18WC-57 陳顥仁 彰化基督教 
只是腸胃炎卻在急診室突然視力喪失 ? – 急速惡化之紅
斑性狼瘡視神經炎 

18WC-58 彭鈐澤 北榮蘇澳 誤食因得克以致變性血紅素血症 

18WC-59 黃旭楷 義大醫院 腦靜脈竇栓塞：一名 27歲女性頭痛的罕見病因 

18WC-60 黃怡婷 高雄長庚 致命的糞便腸炎 

18WC-61 黃昱棖 彰化基督教 
頭部電腦斷層初判陰性是否仍要觀察？快速惡化之遲發
性硬腦膜下出血 – 案例報告 

18WC-62 黃柏堯 中國附醫 自發性眼球後出血 

18WC-63 黃國禎 高雄長庚 
罕見案例報告：冷凝球蛋白性血管炎引起顱內動脈狹窄導
致雙側大範圍腦梗塞 

18WC-64 楊人翰 中國附醫 以暈厥及中風症狀表現之心臟腫瘤 

18WC-65 楊馥綺 童綜合 急性右腿疼痛和無力：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 

18WC-66 溫竣凱 高雄附醫 Carbamazepine中毒個案報告 

18WC-67 賈國華 彰化基督教 以急性精神疾病為初始表現的胼胝體梗塞- 病例報告 

18WC-68 劉姝均 台中慈濟 
以突發性足部麻痛表現之膕動脈瘤併血栓形成引發急性
膕動脈梗塞 

18WC-69 劉偉群 員林基督教 非傳統風險因子? 輕度肥胖青年之急性心肌梗塞 

18WC-70 潘美玉 高雄附醫 
毒蛇咬傷導致腔室症候群及施打抗蛇毒血清導致過敏性
休克之病例報告 

18WC-71 蔡孟軒 童綜合 高嗜伊紅性血球症 

18WC-72 蔡緻儀 台北慈濟 以右側腰痛表現的盲腸炎併後腹腔膿腫 

18WC-73 鄭子恒 林口長庚 大劑量 carisoprodol過量時之不對稱斜視 

18WC-74 鄭玉榕 三軍總醫院 
雙重連續性去顫成功緩解頑固性心室震顫並回復自發性
循環之案例報導 

18WC-75 鄭閔瑋 童綜合 甲殼類海鮮過敏導致急性呼吸道阻塞 

18WC-76 謝博堯 中國附醫 固沙草中毒作用在海馬迴引發的逆向失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