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急診醫學會 

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明細 

 

口頭論文發表明細 

發表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樓 403會議廳 

 

臨床 共 6篇 

發表時間：2019年 6月 28日(五) 08:30~10:00 
編號 作者 服務醫院 標題 

OP-2019-01 宋之維 台大新竹 肥胖與復甦後冠狀動脈阻塞病人預後之關聯性:多中心研究 

OP-2019-02 楊淑恩 林口長庚 
白蛋白優於其它新型生物標記並可早期預測在急診疑似敗血症
病患之死亡率 

OP-2019-03 王志宏 台大醫院 
比較不同初始氣道處理方式對於院外心跳停止的療效:系統性回
顧和網絡統合分析 

OP-2019-04 徐碩廷 亞東醫院 ALS反應時間對於台北市院外心臟停止病患存活影響 

OP-2019-05 陳鈞隆 林口長庚 高敏感心肌酵素與傳統心肌酵素的臨床應用對比分析 

OP-2019-06 張家楷 彰基 小兒創傷 OHCA使用腎上腺素之時機點與死亡率之探討 

 

基礎或實驗室研究 共 6篇 

發表時間：2019年 6月 28日(五) 13:30~15:00 
編號 作者 服務醫院 標題 

OP-2019-07 吳詩妮 台大醫院 
急救復甦後皮質醇對於心肌粒線體傷害與預後改善之評估:動物
研究 

OP-2019-08 林秋梅 新光醫院 
黃酮類草藥透過抑制微小核糖核酸 92a含納的外吐小體預防動
脈硬化生成 

OP-2019-09 蔡適鴻 三總 
乙醛去氫酶可藉由調節活性氧化物質與細胞凋亡改善血管收縮
素 II 引發的腹主動脈瘤  

OP-2019-10 王仁君 三總 高尿酸血症加重腹主動脈瘤-從人體研究、小鼠模式到細胞實驗 

OP-2019-11 徐宗賢 高雄榮總 登革病毒誘發皮膚纖維母細胞的發炎性細胞死亡 

OP-2019-12 林欣慧 高雄榮總 
誘導多功能幹細胞衍生培養基藉由抑制發炎體活性改善大腸桿
菌誘發肺損傷 

 

急診相關議題 共 7篇 

發表時間：2019年 6月 28日(五) 15:30~17:15 
編號 作者 服務醫院 標題 

OP-2019-13 黃建程 奇美醫院 
在急診早期啟動以電腦為基礎和藥師輔助之藥物整合可以減少
高齡病人嚴重多重用藥和潛在不適當用藥：台灣一個試驗研究 

OP-2019-14 詹宗諭 成大醫院 急診病人 72小時內非計畫性返診之關聯因素分析 

OP-2019-15 鍾侑庭 亞大附醫 
以電子軟體協助到院前五級檢傷之可行性評估-台中市到院前五
級檢傷試辦計畫 

OP-2019-16 王國政 部立桃園 
從區域醫院看大量傷患應變措施：羅東聖母醫院對於普悠瑪事
件面臨的困境與新生 

OP-2019-17 黃煒翔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恢復自主循環之相關因素初探-以新北
市政府消防局第五大隊為例 

OP-2019-18 徐士昌 萬芳醫院 利用多站模擬來評估醫師之多功能力 

OP-2019-19 廖哲偉 台大醫院 高年級醫學生災難醫學教育的新好方法：立體桌上模擬演習 



台灣急診醫學會 

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明細 

 

原著海報論文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19年 6月 28日(五) 8:00 ~ 2019年 6月 29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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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海報(臨床類)共 27篇 

編號 作者 單位 標題 

P-2019-01 王仁君 三總 手術修補腹主動脈瘤與腦動脈瘤診斷關聯性 

P-2019-02 王安怡 台北附醫 
追蹤腦部電腦斷層灰白質比例之變化能預測心跳停止病患接受

目標體溫管理後之神經學預後 

P-2019-03 朱駿杰 高雄長庚 
末期腎臟病併發敗血症之病人的前次血液透析時間點 對於血

中乳酸及死亡率的影響 

P-2019-04 吳孟諭 台北慈濟 急性心肌梗塞在電腦斷層影像上的表現 

P-2019-05 吳柏翰 國泰醫院 造訪台灣急診感染老年患者的醫療支出概況 

P-2019-06 周敬堯 台北馬偕 產氣性胰臟炎的死亡危險因子 

P-2019-07 林毅 奇美醫院 重大外傷轉院病人的臨床特徵及所需的協助 

P-2019-08 邱義閔 高雄長庚 常見創傷分數對於幼兒外傷預後之預測能力分析 

P-2019-09 侯岳岑 台北慈濟 
不同機器學習模型應用於急診外傷病人之預後預測：回溯性世

代研究 

P-2019-10 凌典安 台大醫院 
急性非法濫用物質中毒：自我報告與免疫分析法和液相層析質

譜分析法結果比較：台大醫院經驗 

P-2019-11 翁一銘 部立桃園 急診病臉部表情變化暗示疼痛改善 

P-2019-12 翁一銘 部立桃園 
EMS後送 ST段上升心肌梗塞病患特徵：一間區域醫院回溯研

究 

P-2019-13 陳怡婕 奇美醫院 
糖尿病病人高血糖危症後罹患失智症的風險：一個全國性世代

研究 

P-2019-14 陳彥儒 中國附醫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機械取栓術直送本院和轉院個案的預後比較 

P-2019-15 陳殿和 奇美醫院 
風濕性關節炎與一般族群罹患腸胃道穿孔風險之比較：一個全

國性研究 

P-2019-16 黃建程 奇美醫院 
慢性疼痛會增加主要不良心腦血管事件的風險：一個在亞洲進

行的全國性人口研究 

P-2019-17 黃思誠 台大教學部 院前大血管阻塞中風指標的外部驗證  

P-2019-18 黃竑勝 奇美醫院 
風濕性關節炎病人罹患糖尿病的風險：一個亞洲全國性世代研

究 

P-2019-19 楊智仁 三總 應用新型多重核酸偵測平台快速偵測下呼吸道感染致病原 

P-2019-20 葉咨妤 台中榮總 老人的弧菌感染症之微生物學、臨床表現、處置和預後：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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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單位 標題 

朔性觀察研究 

P-2019-21 葉咨妤 台中榮總 氣腫性腎盂腎炎的臨床表現、處置和預後：一回朔性觀察研究 

P-2019-22 賴彥妏 國泰醫院 
反向休克指數乘昏迷指數預測急診成年人嚴重外傷併頭部損傷

病患之死亡率 

P-2019-23 謝明順 北榮桃園 
敗血症住院病人使用斯達汀類藥物是否可以降低急性瞻望發生

的風險  

P-2019-24 謝博堯 中國附醫 Ｋ他命麻醉藥造成嘔吐與年齡之相關性 

P-2019-25 蘇志民 高雄長庚 使用機器學習來預測急診敗血症病患的死亡率 

P-2019-26 蘇昱彰 台北馬偕 紫色尿袋症候群尿液酸鹼值與細菌的關係 

P-2019-27 蘇昱彰 台北馬偕 老人之氣腫性胰臟炎 

 

原著海報(急診類)共 7篇 

編號 作者 單位 標題 

P-2019-28 吳俐瑩 高醫後醫 個人化困難氣道模擬訓練之前瞻性研究 

P-2019-29 高元 奇美醫院 
高血糖危症與帕金森氏症之關聯性：一個以全國人口為基礎的

世代研究 

P-2019-30 張仲達 亞東醫院 唾液腺炎與下頷骨壞死之關聯性：全人口資料庫研究 

P-2019-31 黃佰璋 成大醫院 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的台灣災害事件分析 

P-2019-32 廖育聲 光田醫院 如何預防住院醫師工作過勞：文獻綜述 

P-2019-33 鄭吉詠 高雄長庚 以時間分層病例交叉研究探討空氣汙染與小兒肺炎的關聯性 

P-2019-34 鄭富仁 高雄長庚 空氣汙染與到院前心跳停止的關聯性: 是否有特別敏感的族群? 

 

 

 

 

 

  



台灣急診醫學會 

第十三屆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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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 28日(五) 8:00 ~ 2019年 6月 29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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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合 基隆長庚 Hemorrhagic blisters of bilateral legs for one day. 

Photo-02 王培諭 成大醫院 
Diffused abdominal discomfort with watery diarrhea for 4-5 

days.  

Photo-03 王赫 振興醫院 Seizure with upward gaze persist about 5 minutes 

Photo-04 白豐誠 三總 Dull pain over left lower quadrant for one day.  

Photo-05 石書宇 台北慈濟 Intermittent fever for 10 days 

Photo-06 安又勤 三總 Sharp periumbilical pain for one day 

Photo-07 朱昌宏 中國附醫 Left chest pain since last night 

Photo-08 朱彥蓉 中國附醫 Right lower limb swelling for several days 

Photo-09 朱家汶 萬芳醫院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cough for 6 days.  

Photo-10 江采蓮 雙和醫院 Vaginal bleeding and lower abdominal pain for 1 day. 

Photo-11 何俊毅 中國附醫 Right side otorrhea after head injury for 2 days 

Photo-12 吳建宏 雲林長庚 Shortness of breath after thoracic trauma one hour ago. 

Photo-13 吳健愷 台大醫院 Acute vertigo followed by loss of consciousness for 15 minutes 

Photo-14 吳睿恆 義大醫院 Left elbow pain for 1 day 

Photo-15 吳銘展 高醫 Epigastric pain for several days 

Photo-16 宋之維 台大新竹 
Chest pain and hiccup for hours followed by sudden cardiac 

arrest  

Photo-17 李上杰 嘉義長庚 Intermittent fever for 1 week 

Photo-18 李念融 成大醫院 Fever with low abdominal dull pain for several days 

Photo-19 李建衡 嘉基 Dyspnea for 10 days. 

Photo-20 李祐萱 亞東醫院 Chest and abdominal pain after falling from height 

Photo-21 林于淵 成大醫院 Acute abdominal pain for hours 

Photo-22 林加恩 台北馬偕 Fever and chest pain for 2 days 

Photo-23 林芳瑜 中國附醫 Abdominal fullness and pain since 2 days ago 

Photo-24 林金翰 中國附醫 Progressive right abdominal pain for 3 days 

Photo-25 林信宏 高雄長庚 Chest tightness for several days 

Photo-26 林建甫 高雄長庚 Mild chest tightness for one month 

Photo-27 林家慶 聯新醫院 Intermittent right lower abdominal pain for 3 days 

Photo-28 林峻甫 高雄長庚 Fever with tarry stool for several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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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主訴 

Photo-29 林裴渝 童綜合醫院 
Progressive abdominal pain and abdominal distention for 2 days 

after a traffic accident. 

Photo-30 林錦生 聯新醫院 Vomiting several times after head contusion since 3 hours ago. 

Photo-31 洪家為 三總 Left lower quadrant abdomen pain on and off for 2 days 

Photo-32 洪嘉駿 國軍高雄 Shortness of breath since this morning. 

Photo-33 洪鵬傑 高雄長庚 Progressive chest pain for one day 

Photo-34 洪麒傑 義大醫院 Left flank pain for three days 

Photo-35 胡凱君 萬芳醫院 Sudden onset right flank pain since this morning 

Photo-36 徐國原 萬芳醫院 Abdominal pain for 4 days 

Photo-37 徐翊庭 童綜合醫院 Sudden onset double vision 1 hours ago. 

Photo-38 高國峰 童綜合醫院 Headache for 2 weeks 

Photo-39 張剛瑋 高雄長庚 Palpitations for several days 

Photo-40 張啟凡 中國附醫 Nausea and vomiting after head contusion an hour ago 

Photo-41 張博鈞 嘉義長庚 Acute onset slurred speech was noted 5 hours ago 

Photo-42 張鴻傑 成大醫院 
Intermittent fever with right lower leg erythema and swelling for 

7 days 

Photo-43 梁凱捷 嘉義長庚 Nausea and vomiting for 3-4 days 

Photo-44 莊承儒 嘉義長庚 Intermtitent epigastric pain for 1 day 

Photo-45 許映晟 高雄長庚 
Foreign body ingestion inadvertently noticed by the patient’s 

father  

Photo-46 許庭瑜 高雄長庚 
Desaturation and tachycardia after removing right internal 

jugular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Photo-47 許智皓 義大醫院 Acute abdominal pain for one day 

Photo-48 郭峻延 中國附醫 Bloody vomiting for one day 

Photo-49 郭書誠 北醫 Fever and malaise noted half – day ago. 

Photo-50 陳佳妤 台大醫院 Severe headache for 7 days 

Photo-51 陳冠傑 台北慈濟 Back and abdominal pain for 1-2 weeks 

Photo-52 陳宣安 部立澎湖 Fever and change of consciousness for near one day. 

Photo-53 陳柏安 亞東醫院 Vomiting twice since morning 

Photo-54 陳為庭 萬芳醫院 Sore throat and dysphagia for a day 

Photo-55 陳香瑾 高醫 Progressive epigastric pain for several months  

Photo-56 陳偉剛 聯新醫院 Progressive pain over right foot for 2 days  

Photo-57 陳煥文 嘉義長庚 Acute onset low abdominal pain for hours 

Photo-58 陳穆緯 林口長庚 Lower abdominal cramping pain for 3 days. 

Photo-59 曾志雄 亞東醫院 Right flank pain for 1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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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主訴 

Photo-60 游茜雯 中國附醫 
Sudden onset of right arm numbness and weakness since an hour 

ago 

Photo-61 黃世惠 嘉義長庚 
Gradually onset upper abdominal pain for one day, in 

progression 

Photo-62 黃怡婷  高雄長庚 Right side limbs weakness for 1 hour 

Photo-63 黃俊諺 亞東醫院 一小時前左腳扭到 

Photo-64 葉哲銘 亞東醫院 Progressive abdominal pain for 1 week 

Photo-65 葉碧瑜 光田醫院 Severe abdomen pain after involved in traffic accident. 

Photo-66 廖沿萱 林口長庚 Fever with headache for 2 days 

Photo-67 廖柏翔 台北榮總 Fever and lower abdominal pain for one day 

Photo-68 廖晨皓 台北馬偕 Progressive scalp swelling for 4 days 

Photo-69 劉人魁 亞東醫院 Sudden onset bilateral upper limbs weakness for 1 hour 

Photo-70 劉士豪 中國附醫 Fever on and off and anal pain for 1 week, dyspnea for 1 day 

Photo-71 劉世清 新竹馬偕 
Poor appetite, epigastria to chest pain with radiating to back for 

day 

Photo-72 劉孜韻 高雄長庚 Sudden onset lower abdominal pain since one hour ago 

Photo-73 劉祐彰 奇美醫院 Right neck pain for one day 

Photo-74 蔡斗元 大林慈濟 Sudden onset of left facial palsy for one day 

Photo-75 蔡孟軒 童綜合醫院 Abdominal pain and vomiting since today morning 

Photo-76 蔡信合 嘉基 Chest pain and bleeding from the gastrostomy for 2 days 

Photo-77 蔡銘仁 嘉基 Fever and consciousness change since this morning 

Photo-78 蔡鎔阡 台南新樓 
Right side abdominal pain with radiation to flank area for 2-3 

days. 

Photo-79 鍾稟彥 北醫 Left arm forearm pain noted this afternoon after suicide attempt 

Photo-80 羅子承 林口長庚 Sudden onset abdominal pain for hours 

Photo-81 關曉雯 雙和醫院 Acute changes in mental status noted since 30 mins ago 

 

 

  



台灣急診醫學會 

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明細 

 

病例報告發表明細 

 

發表時間：2019年 6月 28日(五) 8:00 ~ 2019年 6月 29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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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 尤義中 萬芳醫院 下腔大靜脈血栓：致命性的阻塞性休克 

CP-2019-02 王大衛 台北馬偕 以消化道出血表現的缺血性腸壞死 

CP-2019-03 王貝琇 台大醫院 高處墜落後休克且 FAST陰性病人 

CP-2019-04 王家鼎 萬芳醫院 頸部創傷伴隨延遲性複視 

CP-2019-05 王培諭 成大醫院 別再急性腸胃炎：偽膜性大腸炎 

CP-2019-06 王琪麟 高雄榮總 
潰瘍性大腸炎:電腦斷層診斷為疑似偽膜性結腸炎之個案報

告 

CP-2019-07 王琮翰 義大醫院 粟粒性肺結核併發雙側肺動脈栓塞 

CP-2019-08 王業亨 光田醫院 
深部靜脈栓塞引發肺栓塞之皮膚表現如瘀點和紫澱：個案報

告 

CP-2019-09 王赫 振興醫院 與死神同行心肌梗塞後心臟破裂在急診存活-案例報告 

CP-2019-10 田岳正 台北慈濟 
血管腔內主動脈瘤修復術後第一型 A血管內腔滲漏以發燒

與呼吸道感染表現 

CP-2019-11 朱昌宏 中國附醫 中年女性腹痛，診斷為上腸系膜動脈及左股靜脈栓塞 

CP-2019-12 何玉婉 北醫 出院即刻死亡: 急性肺動脈栓塞 

CP-2019-13 吳佩珊 大林慈濟 「我快要昏倒了！」--大腸憩室導致急性下消化道出血 

CP-2019-14 吳威霆 高雄長庚 以頭暈表現為主訴的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CP-2019-15 吳晨瑋 奇美醫院 
槍擊的非直接傷害導致脊髓受傷及半身截癱:病例報告與文

獻回顧 

CP-2019-16 宋之維 台大新竹 青少年反覆吞食頭髮導致毛髮糞石引起腸套疊 

CP-2019-17 巫昀祐 萬芳醫院 比腕力的小男孩 

CP-2019-18 李上杰 嘉義長庚 醫生，我的嘴巴怎麼了？破傷風免疫球蛋白使用經驗 

CP-2019-19 李安阜 台大醫院 年輕男性車禍後出現在右腹股溝的腫塊 

CP-2019-20 李孟育 義大醫院 不僅是急性闌尾炎 

CP-2019-21 李俊翰 彰基 以癲癇為主要表現的主動脈剝離 

CP-2019-22 李勛華 光田醫院 經雙腦半球及腦室自傷槍傷-案例報告 

CP-2019-23 周宜平 高雄榮總 
成功治療電腦斷層指引之肺穿刺切片併發之致命性全身氣

栓:病例報告 

CP-2019-24 孟煜翔 台北榮總 老年人服用 dabigatran併發脾腎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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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19-25 官哲羽 三總 
糖尿病酮酸中毒合併甲狀腺機能亢進患者接受常規靜脈胰島

素治療，出現急劇低血鉀。 

CP-2019-26 林乃慧 台北馬偕 以蜂窩性組織炎為表現的瀰漫大 B細胞淋巴瘤 

CP-2019-27 林予婷 亞東醫院 罕見導致癲癇的原因 - Fahr氏症候群 

CP-2019-28 林加恩 台北馬偕 非典型胸痛與敗血症 

CP-2019-29 林杏麟 高雄榮總 降主動脈與肺動脈之婁管引起之胸痛-案例討論 

CP-2019-30 林芫安 敏盛醫院 一位女士以急性腹痛和腹水為表現，最後診斷為腹膜炎 

CP-2019-31 林政翰 三總 不尋常的頭痛: 由視神經髓鞘厚度輔助診斷腦膜炎 

CP-2019-32 林茂森 
李綜合醫

院 
近端橈骨幹骨折合併後骨間神經損傷之個案報告 

CP-2019-33 林栩帆 台北馬偕 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併發血管炎及小腸穿孔 

CP-2019-34 林桂名 中國附醫 摸不到的疝氣(閉孔疝氣)導致的腸阻塞 

CP-2019-35 林進偉 台北榮總 孩童頭皮下廣泛性血腫 

CP-2019-36 邱柏叡 台北馬偕 老年人便血的罕見原因：腸套疊 

CP-2019-37 邵上智 敏盛醫院 
使用葉克膜於 A型流感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案例報

告 

CP-2019-38 柯建瑀 台北慈濟 膽石性腸阻塞以糞石嵌塞表現：罕見個案報告 

CP-2019-39 洪正倫 台北慈濟 
年輕男性雙下肢無力合併左下肢麻木，診斷為 Leriche氏症

候群 

CP-2019-40 洪家為 三總 中年女性急性腸胃炎，最後診斷為甲狀腺風暴 

CP-2019-41 倪柏揚 台北慈濟 因為胃心包膜廔管的膿心包膜炎 

CP-2019-42 唐慧菁 彰基 膝關節脫臼-Dimple sign 個案報告 

CP-2019-43 高志豪 中國附醫 腹痛合併皮膚病徵表現的異位型紫質症 

CP-2019-44 張釗慎 義大醫院 一名急性腹痛的 20歲女性腸扭轉的罕見原因 

CP-2019-45 張博鈞 嘉義長庚 39歲血友病患者突發無創傷性腦出血 

CP-2019-46 張博閔 高醫 過度伸展後頸椎骨刺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受損 

CP-2019-47 張嘉文 高醫 腹主動脈阻塞性疾病初期可能只表現非特異性的腸胃道症狀 

CP-2019-48 張簡宏暐 高雄榮總 急性 A型主動脈剝離併心包填塞 

CP-2019-49 莊承儒 嘉義長庚 輸血後的呼吸急促 

CP-2019-50 莊春葉 敏盛醫院 急性自發性頸椎硬腦膜外血腫之罕見病例 

CP-2019-51 莫心怡 雙和醫院 因蜂蟞而多重器官衰竭的個案 

CP-2019-52 許弘璟 新光醫院 以缺血性腦中風表現的新型隱球菌腦膜腦炎 

CP-2019-53 許凱婷 彰基 
院內心臟驟停經復甦 30分鐘後成功存活且無神經學損傷之

個案報告 

CP-2019-54 許博翔 高雄榮總 大片肺栓塞於急診緊急接受導管介入治療之個案 

CP-2019-55 許智鈞 台北馬偕 
抗病毒藥物- Valacyclovir過量於常規血液透析老人之神經毒

性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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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19-56 許耀升 台北慈濟 年輕肺炎的陷阱:愛滋病與肺囊蟲肺炎 

CP-2019-57 郭昕喬 三總 成功拯救亞硝酸鈉中毒長時間心跳停止患者 

CP-2019-58 郭冠志 台北馬偕 自發性縱膈腔氣腫: 糖尿病酮酸中毒的少見表現 

CP-2019-59 郭郁欣 成大醫院 
胸部鈍傷造成外傷性主動脈剝離破裂合併縱膈腔積血及頸部

血腫之案例報告 

CP-2019-60 陳冠宗 中山附醫 外傷性肩關節後脫位 

CP-2019-61 陳則豪 台北慈濟 大量蜂螫後多重器官衰竭的個案報告 

CP-2019-62 陳宣安 部立澎湖 恙蟲病併發胃穿孔 

CP-2019-63 陳彥佑 嘉基 以認知功能障礙表現的神經性梅毒 

CP-2019-64 陳惇羿 高雄榮總 
以雙側腰痛表現之金黃色葡萄球菌菌血症合併感染性脊椎椎

間盤炎: 個案報告 

CP-2019-65 陳紹鈞 北醫 不尋常位置的胰臟假性囊腫 

CP-2019-66 陳雲昶 台大醫院 體外心臟按摩器械相關之肝臟撕裂傷 

CP-2019-67 陳煥文 嘉義長庚 致命的皮疹 

CP-2019-68 陳祺偉 高醫 魚刺引起結腸穿孔以便秘為主訴 

CP-2019-69 陳嘉珊 亞東醫院 不可忽視的致命性打嗝 

CP-2019-70 陳寬 高雄榮總 
以肺炎為初步表現之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性心內膜炎之個案

報告 

CP-2019-71 曾暐昕 高雄榮總 
初步懷疑為子宮腫瘤合併肋膜積水之葡萄胎併甲狀腺亢進個

案報告 

CP-2019-72 黃世惠 嘉義長庚 喝養氣人蔘後頭暈！？一點也不稀奇啊 

CP-2019-73 黃佳俊 台中榮總 多囊性腎病變破裂接受動脈栓塞 

CP-2019-74 黃柏堯 中國附醫 生殖泌尿道異物 

CP-2019-75 黃紹朋 成大醫院 刻骨銘心的脊椎損傷─僵直性脊椎炎病人創傷後的晚發癱瘓 

CP-2019-76 黃漢群 嘉基 自發性單獨腹腔動脈幹剝離合併脾臟梗塞 

CP-2019-77 楊世逸 台北馬偕 以血胸表現的創傷性心臟破裂 

CP-2019-78 楊嘉慧 彰基 因車禍而引發的大片中風-一個罕見的病例 

CP-2019-79 溫竣凱 高醫 因外傷導致的第一、第二頸椎間脫位 

CP-2019-80 葉宇航 
市聯醫中

興 
坐骨神經痛表現之轉移性前列腺癌 

CP-2019-81 廖志江 嘉基 阿拉伯彎刀症候群 

CP-2019-82 廖靜彗 彰基 
頸椎硬脊膜外膿瘍以典型中風症狀為初始表現:一個罕見病

例報告 

CP-2019-83 齊維揚 台北馬偕 輸入環症候群─一個致命卻隱晦的疾病 

CP-2019-84 劉宇鈞 雙和醫院 惡性高血壓導致的可逆性後腦病變症候群 

CP-2019-85 劉姝均 台中慈濟 
以突發性節癱表現之腹主動脈壁內血腫引發脊髓梗塞及前脊

髓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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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019-86 劉曜增 高雄榮總 硬皮症病人合併右心房栓塞：病例報告 

CP-2019-87 潘明 敏盛醫院 低血鉀與甲狀腺機能亢進導致 QT間距延長:病例報告 

CP-2019-88 蔡治文 台北馬偕 
以下腹痛表現之自發性腹內膀胱破裂 : 子宮頸癌放射治療

之晚期併發症 

CP-2019-89 蔡秉融 光田醫院 雙重連續性去顫電擊於院外心跳停止頑固型心室顫動 

CP-2019-90 蔡緻儀 台北慈濟 以上腹痛為初始表現的胸椎骨髓性肉瘤 

CP-2019-91 蔡穎為 台北慈濟 低鉀血症模仿中央脊髓綜合徵 

CP-2019-92 鄧允武 聯新醫院 過敏性休克引發急性冠心症(Kounis syndrome) 

CP-2019-93 蕭宇澤 台大醫院 後隔腳腔出血於高處墜落後休克且 FAST陰性病人 

CP-2019-94 賴明宏 新光醫院 新興物質濫用與亞急性脊髓合併退化症：一氧化二氮中毒 

CP-2019-95 駱書羽 聯新醫院 烏頭鹼中毒個案報告 

CP-2019-96 戴笠修 中山附醫 中年男性上腹痛 - 自發性小網膜出血 

CP-2019-97 謝孟廷 振興醫院 以吞嚥困難為主要症狀表現之毛地黃中毒 

CP-2019-98 謝豪 雙和醫院  在心衰竭患者肺部影像上假的腫瘤 

CP-2019-99 簡士超 台北馬偕 隱匿的肝膿瘍破裂 

CP-2019-100 簡汝頴 台中榮總 異物造成的梨狀窩膿瘍 

CP-2019-101 顏立成 台北榮總 高血壓危象合併腹腔動脈幹與脾動脈剝離-案例報告 

CP-2019-102 顏嘉德 光田醫院 鈣離子通道阻斷劑過量:案例報告 

CP-2019-103 魏瑋廷 花蓮慈濟 
蜘蛛膜下腔出血導致院外心跳停止模仿暫時性 ST段上升心

肌梗塞 

CP-2019-104 羅玉峰 中山附醫 小孩誤吞根管治療 C+牙髓銼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