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台灣醫學週  

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 

開幕典禮及大會特別演講節目程序表  

時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9：10～11：2 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 BCDE會議室 

 

09:10～09:20  開幕詞 

何弘能 理事長 

臺灣醫學會 

主持人：何弘能教授(臺灣醫學會理事長) 

09:20～10:00 P-1 【題目擬定中】 

陳時中部長 

衛生福利部 

主持人：  

10:00～10:40 P-2 Sendai Virus Engineering towards a Non-integrating, Multi-purpose, 

Powerful Expression Vector for Use in Medical Settings 

Professor  Yoshiyuki  Nagai 

Director, RIKEN Center of Research Network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主持人：  

10:40～11:20 P-3 Personal Regulome Navigation 

Professor Howard Y. Chang MD, PhD 

Professor of Dermatology 

Dermatology Clinic-North Campu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國內特別演講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2會議室 

 

主持人：  

09:00～09:40 P-4 發現內分泌、新陳代謝及其它生物標誌的人生旅程 

A Life Journey of Biomarker Discovery in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and Beyond 

楊偉勛 

臺大醫學院內科、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 

（臺灣醫學會學術演講獎） 

主持人：  

09:40～10:20 P-5 追求卓越 – 台灣唇顎裂治療現況 

Achieving the Excellence: Current status of cleft lip/palate treatment in 

Taiwan  

羅綸洲 

長庚醫院外科部 

（故高天成教授紀念演講獎） 

10:20～10:40  休  息 

主持人：  

10:40～11:20 P-6 STAT1 和第一型干擾素：從樹突細胞的研究到疾病的控制 

STAT1 and Type I interferon: From DC development to disease control 

李建國 

臺大醫學院免疫所 

（故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 

 

  



專題討論 1：跨領域共同探討兒少虐待與疏忽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3會議室 

主持人：黃璟隆 

 

09:00～09:05 S1-0 引言  

黃璟隆 

林口長庚醫院兒童內科 

09:05～09:30 S1-1 早期發現兒少虐待-你我都有責任  

黃信儒 

嘉義基督教醫院 

09:30～09:55 S1-2 兒虐驗傷與鑑識  

吳漢屏 

林口長庚醫院 

09:55～10:20 S1-3 兒少精神虐待與心理復健  

丘彥南 

台大醫院精神科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5 S1-4 醫警共同保護兒少 

吳啟安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1:05～11:30 S1-5 社政與醫事人員跨領域聯繫 

薛承泰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2：婦女肥胖與婦女健康關係 

The effect of obesity on women`s health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F會議室 

主持人：陳治平 

 

14:00～14:05 S2-0 引  言 

陳治平 

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 

14:05～14:30 S2-1 孕前身體質量指數及孕期體重增加幅度與不良周產期預後的相關性  

洪泰和  

台北長庚醫院婦產科 

14:30～14:55 S2-2 肥胖與婦女癌症關係  

林文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部 

14:55～15:20 S2-3 生活型態與體重變化對婦女健康影響  

楊宜青  

衛福部台南醫院家庭醫學科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2-4 台灣更年期婦女體重的變化與心血管代謝疾病的風險 

黃麗卿 

馬偕紀念醫院家庭醫學部 

16:05～16:30 S2-5 減重藥物的新進展 

黃國晉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家庭醫學科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3：新世代抗體藥物之發展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B會議室 

主持人：吳漢忠 

 

14:00～14:05 S3-0 引言 

吳漢忠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14:05～14:30 S3-1 Development of glycan-targeted antibodies  

陳鈴津  

長庚紀念醫院幹細胞與轉譯癌症研究所 

14:30～14:55 S3-2 含標的與效應功能的一系列新藥 

A class of new drugs with both targeting and effector functions  

張子文  

免疫功坊公司 

14:55～15:20 S3-3 利用介白素二十抗體新藥治療疾病 

Development of IL-20 antibody drug for diseases  

張明熙  

成功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3-4 人源抗體開發及抗體工程技術平台 

A synthetic antibody library-based technological platform for antibody 

therapeutics and diagnostics development  

楊安綏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 

16:05～16:30 S3-5 研發人類抗體技術運用於癌症的影像醫學及治療 

Development of human antibodies for cancer molecular imaging and 

therapy  

吳漢忠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4：甲狀腺臨床實務 

Clinical points of thyroid diseases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E會議室 

 

主持人：陳思達 

14:00～14:05 S4-0 引言 

Opening 

陳思達 

林口長庚醫院 

14:05～14:30 S4-1 甲狀腺疾病與老化 

Thyroid disease and aging 

張宏猷 

林口長庚醫院 

14:30～14:55 S4-2 懷孕與甲狀腺疾病 

Pregnancy and thyroid disease 

施翔蓉 

台大醫院 

14:55～15:20 S4-3 甲狀腺結節之治療 

Management for thyroid nodules   

王治元 

台大醫院 

15:20～15:40  休  息 

主持人：陳涵栩 

15:40～16:05 S4-4 輻射與甲狀腺 

Radiation and thyroid  

郭錦松 

台北榮總醫院 

16:05～16:30 S4-5 醫源性甲狀腺疾病 

Iatrogenic thyroid disorders  

蘇登煌 

遠東聯合診所 

16:30～17:00  綜合討論 

陳涵栩 

台北榮總醫院   

  



專題討論 5：環境荷爾蒙對人類生殖能力及女性乳房的影響 

Effects of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on 

human fertility and female breast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3會議室 

主持人：張宏江、陳保中 

 

09:00～09:05 S5-0 引  言 

張宏江  臺大醫院泌尿部 

陳保中  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09:05～09:30 S5-1 環境荷爾蒙健康危害與台灣現況 

陳保中 

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臺大醫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 

09:30～09:55 S5-2 環境荷爾蒙暴露與男性生殖之影響  

郭育良  

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臺大醫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 

09:55～10:20 S5-3 環境荷爾蒙暴露與乳癌發生  

林季宏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5 S5-4 環境荷爾蒙暴露對男性內分泌之影響  

張宏江 

臺大醫院泌尿部 

11:05～11:30 S5-5 環境荷爾蒙暴露與女性生殖健康之影響 

黃楚珺  

台大醫院婦產部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6：台灣醫療體系建立分級醫療的策略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C會議室 

主持人：邱泰源、陳慶餘 

 

09:00～09:05 S6-0 引  言 

邱泰源  立法院 

陳慶餘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科 

09:05～09:30 S6-1 台灣醫療網第八期規劃 

石崇良 

醫事司  

09:30～09:55 S6-2 健保推動分級醫療策略 

李伯璋 

健保署 

09:55～10:20 S6-3 家庭醫師制度的現況與發展 

黃振國 

全聯會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5 S6-4 社區整合性照護的現況與發展  

劉宜廉  

敏盛醫院 

11:05～11:30 S6-5 醫院整合性醫療的緣起與發展  

曾家琳  

台大醫院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7：三維虛擬與三維列印技術於手術的應用 

Surgical application of 3D simulation and 3D 

printing technique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2會議室 

主持人：顏玉樹、戴浩志 

 

14:00～14:05 S7-0 引  言 

顏玉樹  台北榮總神經外科 

戴浩志 臺大醫院整形外科 

14:05～14:25 S7-1 3D 列印在胸腔外科的應用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thoracic surgery 

林冠勳 

三軍總醫院胸腔外科 

14:25～14:45 S7-2 三維虛擬視覺影像運用在腦微創手術 

3D virtual neural tractography in minimal–invasive brain surgery 

湯其暾 

三軍總醫院神經外科 

14:45～15:05 S7-3 影像導引式超音波在神經外科的應用 

Image-guiding ultrasound applied in neurosurgery   

張維傑  

秀傳紀念醫院微創神經外科 

15:05～15:30  休  息   

15:30～15:50 S7-4 三維列印技術在骨科學門之最新發展  

張志豪  

臺大醫院骨科部手足外科 

15:50～16:10 S7-5 以三維列印技術輔助顱顏重建 

Using 3D printing technique to assist maxillofacial rehabilitation  

王東美  

臺大醫院牙科部 

16:10～16:30 S7-6 三維列印技術輔助下顎骨重建  

Mandible reconstruction by 3D printing assistance   

劉昌杰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整形外科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8：家庭醫師與長照 2.0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F會議室 

主持人：李孟智、陳慶餘 

 

14:00～14:05 S8-0 引  言 

李孟智 

陳慶餘 

14:05～14:30 S8-1 家庭醫師與長照 2.0  

黎家銘  

全聯會 

14:00～14:55 S8-2 國衛院論壇-高齡健康與照護研究暨社區推廣中心  

張皓翔  

台大醫院 

14:55～15:20 S8-3 醫療與長照資訊整合系統  

陳恆順  

埔里基督教醫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8-4 居家照護和長照 2.0的結合  

孫文榮  

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16:05～16:30 S8-5 2020 國民健康白皮書-老年衰弱失能防治策略之進展 

陳慶餘 

台大醫學院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9：癌症免疫治療新進展 

Recent advances in cancer immunotherapy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B會議室 

主持人：鄭安理 

 

14:00～14:05 S9-0 引  言 

鄭安理  

台大醫院內科部/腫瘤醫學部 

14:05～14:30 S9-1 Current status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n cancer treatment  

李冠德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 

14:30～14:55 S9-2 Evolving role of adoptive cell therapy in cancer immunotherapy   

唐季祿  

台大醫院內科部血液科 

14:55～15:20 S9-3 Other novel cancer immunotherapy in development  

蘇文彬  

成大醫院內科部血液腫瘤科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9-4 A new role of radiotherapy in the era of immunotherapy: abscopal effect  

洪志宏  

林口長庚醫院放射腫瘤科 

16:05～16:30 S9-5 Novel opportunities of molecular targeted therapy in the era of 

immunotherapy  

沈盈君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10：放射腫瘤的新進展與質子治療 

Advances in radiation oncology and 

proton therapy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D會議室 

主持人：成佳憲 

 

14:00～14:05 S10-0 引言 

成佳憲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 

14:05～14:30 S10-1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與影像導引放射治療 

IMRT and IGRT  

蔡巧琳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 

14:30～14:55 S10-2 質子放射治療 

Proton therapy  

洪志宏 

林口長庚醫院放射腫瘤科 

14:55～15:20 S10-3 立體定位放射治療 

SBRT  

許峰銘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0-4 放射治療的轉譯醫學研究(臨床與基礎)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 radiation oncology (Clinical and basic) 

陳妙芬 

嘉義長庚醫院放射腫瘤科 

16:05～16:30 S10-5 放射治療的生物標誌轉譯研究(鼻咽癌) 

Translational biomarker research in radiation oncology (Nasopharyngeal 

cancer) 

林進清 

台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11：母嬰醫學之新進展 

  New development of maternal-fetal  

  medicine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E會議室 

主持人：李建南、王鵬惠 

 

14:00～14:05 S11-0 引  言 

李建南  台大醫院婦產部 

王鵬惠  台北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 

14:05～14:30 S11-1 X染色體脆折症之篩檢成效 

林芯伃 

臺大醫院婦產部 

14:30～14:55 S11-2 非侵入性產前胎兒篩檢及診斷 

陳明 

彰化基督教醫院基因醫學部 

14:55～15:20 S11-3 胎兒治療之新進展 

蕭勝文 

台北長庚醫院婦產科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1-4 產科重症病人之葉克膜使用 

林明緯 

臺大醫院婦產部 

16:05～16:30 S11-5 產後大出血治療之新進展 

詹德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婦產部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教育演講 1：顏面美容回春—可預見的併發症及預防處理 

Rejuvenation of periocular face -- 

Foreseeable complications and prevention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2會議室 

主持人：廖述朗 

 

09:00～09:10 E1-0 引  言 

廖述朗  

台大眼科 

09:10～09:40 E1-1 Lower eyelid and upper cheek rejuvenation 

蘇柏方  

芯漾醫學美容診所 

09:40～10:10 E1-2 Complications of periocular dermal fillers  

魏以宣  

台大眼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1-3 Beautiful eyes with pleasant crease  

蘇姵元  

亞東眼科 

11:00～11:30 E1-4 Complications after upper blepharoplasty and its management  

沈筠惇  

雙和眼科 

11:30～12:00 E1-5 Management of complications after lower blepharoplasty 

蔡傑智  

台北榮總眼科 

  



教育演講 2：神經退化疾病分子影像診斷新進展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09:00～11:55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A會議室 

 

主持人：林昆儒 

09:00～09:15 E2-0 引  言 

鄭澄意  

三軍總醫院 

09:15～09:50 E2-1 Neuroimaging in movement disorder  

翁意欣  

林口長庚醫院 

09:50～10:25 E2-2 Brain SPECT imaging i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related disorders  

邱南津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10:25～10:45  休  息   

主持人：黃文盛 

10:45～11:20 E2-3 路易氏體失智症的神經分子影像  

魏誠佑  

秀傳紀念醫院 

11:20～11:55 E2-4 eZIS 與 trodat 在混合性失智症的診斷價值  

邱百誼  

秀傳紀念醫院 

  



教育演講 3：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與代謝症候群之相關性 

Association betwee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nd metabolic syndrome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F會議室 

主持人：陳美州 

 

09:00～09:10 E3-0 引  言 

陳美州 

台大醫院婦產科 

09:10～09:40 E3-1 Optimized protocol for infertile women with PCO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黃建榮  

黃建榮婦產科 

09:40～10:10 E3-2 Can phenotypes of PCOS predict the risk of metabolic syndrome? 

黃楚珺  

台大醫院婦產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3-3 Aging alters the trajectory of phenotype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risk 

factors in women with PCOS  

徐明義  

萬芳醫院婦產科 

11:00～11:30 E3-4 Effect of visceral adiposity in women with PCOS  

蕭國明  

新光醫院婦產科 

11:30～12:00 E3-5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bolic disturbances and ovarian function in 

PCOS.  

陳美州  

台大醫院婦產科 

  



教育演講 4：瓣膜性心臟病的經心導管介入治療 

Percutaneous transcatheter intervention for 

valvular heart disease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2會議室 

主持人：黃瑞仁 

 

14:00～14:10 E4-0 引  言 

黃瑞仁 

台大醫學院內科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14:10～14:40 E4-1 PTMV: Taiwan experience  

程俊傑 

新光醫院心臟內科 

14:40～15:10 E4-2 MitraClip: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in Taiwan 

殷偉賢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心臟內科 

國立陽明大學內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4-3 主動脈瓣膜狹窄與經導管主動脈瓣膜氣球擴張術 

Aortic stenosis and balloon aortic valvuloplasty  

林茂欣  

台大醫院心臟內科 

16:00～16:30 E4-4 Current status of TAVI 

謝宜璋 

林口長庚醫院心臟內科系 

16:30～17:00 E4-5 Percutaneous pulmonary valve replacement: experience in Taiwan 

王主科  

台大兒童醫院小兒部 

  



教育演講 5：足部疼痛之非手術治療新進展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3會議室 

主持人：蔡文鐘 

 

14:00～14:10 E5-0 引  言 

蔡文鐘 

林口總院復健科系 

14:10～14:40 E5-1 足踝部的常見疼痛疾病 

王嘉琪 

台北榮總復健部 

14:40～15:10 E5-2 足部超音波檢查 

姜義彬 

台北馬偕復健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5-3 足踝部的生物力學介紹 

許智欽 

基隆長庚復健科 

16:00～16:30 E5-4 足踝部疼痛的輔具治療 

李偉強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復健科 

16:30～17:00 E5-5 足踝部疼痛的非手術治療 

陳智光 

桃園長庚復健科 

  



教育演講 6：植牙面面觀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C會議室 

主持人：李正喆 

 

14:00～14:10 E6-0 引  言 

李正喆 

臺大醫院牙科部 

14:10～14:40 E6-1 植牙治療百百種，要選哪一種？論如何擬定植牙膺復計畫 

王東美 

臺大醫院牙科部 

14:40～15:10 E6-2 Zygoma 植體與 all-on-4觀念在全口植牙重建的運用 

許博智 

台北慈濟醫院牙科部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6-3 牙科植體材質及技術方面之新進展 

章浩宏 

臺大醫院牙科部 

16:00～16:30 E6-4 使用抗骨吸收藥物是否會影響牙科植體的存活？ 

陳信銘 

臺大醫院牙科部 

16:30～17:00 E6-5 以雷射治療植體周圍炎 

陳漪紋 

臺大醫院牙科部 

  



教育演講 7：皮膚傷口照顧與疤痕治療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D會議室 

主持人：陳昭旭 

 

14:00～14:10 E7-0 引  言 

陳昭旭 

臺大醫院皮膚科 

14:10～14:40 E7-1 皮膚傷口癒合之路 

趙曉秋 

成大醫學院皮膚科 

14:40～15:10 E7-2 足部慢性傷口之照護-由甲溝炎談起 

李勇毅 

林口長庚醫院皮膚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7-3 疤痕治療新知 

廖怡華 

台大醫學院皮膚科  

16:00～16:30 E7-4 青春痘疤痕怎麼辦 

許致榮 

臺大醫院皮膚科 

16:30～17:00 E7-5 Wound care of cosmetic skin surgery 

蔡仁雨 

臺北醫學大學皮膚科 

  



教育演講 8：大腸癌的篩檢與治療 

Screening and treatment for colorectal 

cancer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A會議室 

主持人：邱瀚模、梁金銅 

 

09:00～09:10 E8-0 引  言 

梁金銅 

台大醫院外科 

09:10～09:40 E8-1 大腸直腸癌篩檢：符合成本效益嗎？ 

Population screening for colorectal cancer-Is it cost-effective?  

嚴明芳  

台北醫學大學口腔衛生學系 

09:40～10:10 E8-2 大腸直腸癌監測的最佳化策略 

Optimize surveillance for colorectal cancer  

林裕民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胃腸肝膽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8-3 遺傳性大腸癌高風險族群的處置 

Management of population at risk of hereditary colorectal cancer   

江支銘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 

11:00～11:30 E8-4 大腸腫瘤的微創手術：內科 

Minimal invasive treatment for colorectal neoplasms: Endoscopist 

perspectives  

邱瀚模  

台大醫院內科 

11:30～12:00 E8-5 大腸腫瘤的微創手術：外科 

Minimal invasive treatment for colorectal neoplasms: Surgeon 

perspectives  

梁金銅  

台大醫院外科 

  



教育演講 9：愛滋病毒感染防治之新進展 

HIV infection: update on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F會議室 

主持人：張上淳、洪健清 

 

09:00～09:10 E9-0 引  言 

張上淳 

台大醫學院 

09:10～09:40 E9-1 台灣愛滋病毒感染與防治政策規劃 

黃彥芳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09:40～10:10 E9-2 愛滋病毒學與免疫學介紹  

張淑媛  

台大醫學院醫學技術系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9-3 愛滋病毒感染藥物治療之新進展  

洪健清  

台大醫院感染科 

11:00～11:30 E9-4 愛滋病毒感染長期共病現況與處置  

蔡茂松  

亞東醫院感染科 

11:30～12:00 E9-5 愛滋病毒感染預防之新進展  

楊家瑞  

亞東醫院感染科 

  



教育演講 10：免疫療法在非癌症的臨床應用 

  Clinical implication of immune  

  therapy in non-malignant diseases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B會議室 

主持人：許秉寧 

 

09:00～09:10 E10-0 引  言 

許秉寧  

台大醫學院免疫所 

09:10～09:40 E10-1 細胞素與免疫發炎性疾病  

林世昌  

國泰醫院內科 

09:40～10:10 E10-2 類風濕性關節炎與免疫風濕疾病的免疫生物製劑治療 

吳建陞  

亞東醫院內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10-3 乾癬與皮膚疾病的免疫生物製劑治療  

蔡呈芳  

台大醫院皮膚科 

11:00～11:30 E10-4 發炎性大腸疾病的免疫生物製劑治療  

魏淑鉁  

台大醫院內科 

11:30～12:00 E10-5 過敏氣喘疾病的免疫治療  

蔡肇基  

台中榮總內科 

  



教育演講 11：病理醫師在精準醫學扮演的角色 

  The roles of pathologist in the era  

  of precision medicine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D會議室 

主持人：周德盈、鄭永銘 

 

09:00～09:10 E11-0 引  言 

周德盈 台北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鄭永銘 台大醫院病理部 

09:10～09:40 E11-1 肺癌 

周德盈  

台北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09:40～10:10 E11-2 中樞神經腫瘤 

黃馨儀 

台大醫院病理部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11-3 軟組織腫瘤 

黃玄贏 

高雄長庚醫院解剖病理科 

11:00～11:30 E11-4 大腸直腸癌 

李忠達 

成大醫院病理部 

11:30～12:00 E11-5 胃癌及肝膽胰癌 

鄭永銘 

台大醫院病理部 

  



教育演講 12：基層醫療的檢驗醫學 

 Laboratory medicine in primary care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E會議室 

主持人：盧章智 

 

09:00～09:10 E12-0 引  言 

盧章智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檢驗醫學科 

09:10～09:40 E12-1 內分泌學之基本檢查  

葉振聲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09:40～10:10 E12-2 感染症的基本檢驗 

薛博仁  

台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12-3 導致異常臨床檢驗結果的干擾因素  

蘇正川  

大林慈濟醫院臨床病理科 

11:00～11:30 E12-4 困擾臨床的輸血問題  

何信重  

馬偕紀念醫院檢驗科 

11:30～12:00 E12-5 小心 B型肝炎表面抗原的陷阱  

朱芳業  

亞東紀念醫院臨床病理科 

  



教育演講 13：低風險前列腺癌：我們是否過度治療，不夠

保守？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3會議室 

主持人：蒲永孝 

 

14:00～14:20 E13-0 Opening and overview on PSA 異常、前列腺癌篩檢、低風險前列腺癌

的處置  

蒲永孝 

臺大醫院 

座長：吳東霖（高雄榮總泌尿外科） 

14:20～14:45 E13-1 PSA 異常升高的處理 

蔡育賢 

成大醫院泌尿部 

座長：張延驊（台北榮總泌尿部） 

14:45～15:10 E13-2 2017 前列腺癌篩檢在台灣：必要性？如何做？ 

馮思中  

林口長庚泌尿外科 

15:10～15:30  休  息 

座長：吳文正（高雄附醫泌尿部） 

15:30～16:30  Debate：大部分低風險前列腺癌病人應該積極治療！ 

正方：吳俊德（基隆長庚泌尿外科） 

反方：陳忠信（臺大醫院泌尿部） 

正方：楊晨洸（台中榮總泌尿外科） 

反方：吳錫金（中國附醫泌尿部） 

座長：查岱龍（三軍總醫院泌尿外科） 

16:30～17:00  討論與互動式投票 

全體講師及座長 

  



教育演講 14：醫院整合醫學專科制度之發展與前瞻 

The Prospective and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medicine in Taiwan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C會議室 

主持人：洪冠予 

 

14:00～14:10 E14-0 引  言 

洪冠予  

台大新竹分院 

14:10～14:40 E14-1 台灣專責一般醫療主治醫師試辦計畫兩年成果  

吳義勇  

天主教輔仁大學醫學院 

14:40～15:10 E14-2 世界各國醫院整合醫學專科發展概況  

蔡宏斌  

台大醫院內科部醫院整合醫學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14-3 醫學中心推動醫院整合醫學專科實務經驗分享  

許惠恒  

台中榮總院長室 

16:00～16:30 E14-4 醫師納入勞基法對醫院營運財務衝擊評估-醫院整合醫學制度的機會

與挑戰  

張睿詒  

台大公衛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6:30～17:00 E14-5 醫院整合醫學專科醫師核心能力培養規劃  

許甯傑  

台大醫院內科部醫院整合醫學科 

  



臺灣醫學會 106 年「生物科技研習營」 

時  間：民國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上午 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三樓大會堂 

主  辦：臺灣醫學會、財團法人張昭鼎紀念基金會 

合  辦：台大醫學院 

協  辦：奧斯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主  題：菌不菌有關係：腸內細菌在健康與疾病的面面觀 

主持人：吳明賢教授（臺大醫學院內科） 

 

09:00～09:05  開幕致詞 

何弘能 教授 

臺灣醫學會 理事長 

台大醫院 院長 

09:05～09:15     引言：我們只有 10%是人類  

吳明賢 教授  

臺大醫學院內科 

09:15～09:40 1. 腸內菌相簡介  

吳俊穎 教授 

台中榮民總醫院肝膽腸胃科 

09:40～10:05 2. 腸內菌相失調與過敏免疫疾病 

倪衍玄 教授  

台大醫學院小兒科 

10:05～10:15  休 息 

10:15～10:40 3. 腸內菌相失調與消化疾病  

陳介章 醫師  

台大醫院內科部 

10:40～11:05 4. 腸內菌相失調與神經疾病  

林靜嫻 醫師  

台大醫院神經部 

11:05～11:30 5. 腸內菌的臨床應用 

吳偉愷 醫師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胃腸肝膽科 

11:30～12:00  問題與回答 

全體演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