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幕典禮及大會特別演講節目程序表
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9：00～11：2 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09:00～09:10

開幕詞
何弘能 理事長
臺灣醫學會

09:10～09:20

恭請 陳建仁副總統 致詞 （邀請中）

主持人: 何弘能教授(臺灣醫學會理事長、臺大醫院院長)
09:20～10:00

P-1

創造臺灣衛生政策新思維
陳時中部長
衛生福利部

主持人: 楊泮池教授（台大醫學院）
10:00～10:40

P-2

Exploiting Cancer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s to Design Combination
Regimens
Professor Roger Lo, MD, Ph.D.
Medicine/Dermatology & Molecular and Medical Pharmacology
Associate Chief, Division of Dermatology
Director, Dermatology STAR Residency Program
Director, Melanoma Clinic in Dermatology
Member, Jonsson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 at UCLA

主持人: 陳建煒教授（台大醫學院）
10:40～11:20 P-3

Big Data in Top Medical Journals: Quantitative Biology for Reproducible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with Integrity
Yu Shyr, Ph.D.
Harold L. Moses Chair in Cancer Research
Chair, 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Director, Vanderbilt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Sciences
Director, Vanderbilt Technologies for Advanced Genomics Analysis and
Research Design
Professor of Biostatistics, Biomedical Informatics, and Health Policy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ashville, TN, USA

國內特別演講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1:20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主持人：王主科教授（臺大醫學院小兒科）
09:00～09:40

P-4

兒童心律不整：2018 之展望
Pediatric arrhythmias : Landscape in 2018
吳美環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臺灣醫學會學術演講獎）

主持人：余忠仁教授（臺大醫學院內科）
09:40～10:20

P-5

乳癌防治的演變
Evolution of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and screening
黃俊升
臺大醫學院外科
（故高天成教授紀念演講獎）
休

10:20～10:40

息

主持人：鄧述諄教授（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
10:40～11:20

P-6

tructure-based development of new type II topoisomerase-targeting agents
for combating cancer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詹迺立
臺大醫學院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研究所
（故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急性腦梗塞中風處置的新進展
Advance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Management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3 會議室
主持人：廖漢文
09:00～09:05

S1-0

引 言
廖漢文
輔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09:05～09:30

S1-1

New guidelines of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陳右緯
聯新國際醫療壢新醫院神經科

09:30～09:55

S1-2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葉馨喬
臺大醫院神經部

09:55～10:20

S1-3

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 in ischemic stroke
葉旭霖
新光醫院神經科
休

10:20～10:40

息

10:40～11:05

S1-4

Patient Selection by Imaging After DAWN and DEFUSE III
李崇維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11:05～11:30

S1-5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in Acute Young Stroke
賴彥君
亞東醫院放射線科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2：醫療職場上的性別議題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3 會議室
主持人：吳俊穎
14:00～14:05

S2-0

引言
吳俊穎
台中榮民總醫院

14:05～14:35

S2-1

醫療中的性別敏感度
林靜儀
立法委員

14:35～15:05

S2-2

美國 Me Too 運動立法趨勢的評析
楊哲銘
北醫醫務管理學系
休

15:05～15:30

息

15:30～16:00

S2-3

多元文化與多元性別的友善醫療
成令方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16:00～16:30

S2-4

多元性別就醫溝通與醫療決策
The Physician-Patient communications and medical decisions on the
gender diversity
王志嘉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 國防醫學院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性別議題 3.6 分】

專題討論 3：腸內菌在腸道之外疾病與健康所扮演的角色
Gut Microbiota and Health: Beyond Digestive
Disease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5 會議室
主持人：吳明賢
14:00～14:05

S3-0

引 言
吳明賢
臺大醫院內科部

14:05～14:30

S3-1

Traditional Medicinal Herbs, Microbiome, and Obesity
賴信志
長庚大學微生物相研究中心

14:30～14:55

S3-2

腸道菌在心血管疾病所扮演的角色
吳偉愷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內科部

14:55～15:20

S3-3

腸道菌對於宿主運動表現的影響
黃啟彰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
休

15:20～15:40

息

15:40～16:05

S3-4

腸道菌在免疫發育和 B 肝病毒清除所扮演的角色
王弘毅
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16:05～16:30

S3-5

巴金森氏症：從腸計議
林靜嫻
臺大醫院神經部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4：科技趨勢於外科醫學之應用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 會議室
合 辦：台灣外科醫學會
主持人：張丞圭
14:00～14:10

S4-0

引 言
張丞圭
台灣外科醫學會

14:10～14:50

S4-1

區塊鏈在醫學的應用
許明暉
衛生福利部國際合作組

14:50～15:30

S4-2

大數據在醫療的應用-結構性與非結構性數據
劉致和
國泰醫院整形外科
休

15:30～15:50
15:50～16:30

16:30～17:00

S4-3

息

人工智慧在外科學的應用
彭正明
中山附醫一般外科暨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5：心房顫動的抗栓治療
Anti-thrombotic therapy in atrial fibrillation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 會議室
主持人：黃瑞仁
14:00～14:05

S5-0

引 言
黃瑞仁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14:05～14:30

S5-1

心房顫動對大眾健康的影響 (盛行率和栓塞性腦中風率)
The impac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on public health (prevalence and embolic
stroke rate)
陳儒逸
成大醫院心臟內科

14:30～14:55

S5-2

心房顫動治療的新進展(竇律控制,室律控制,或介入治療)
Update in atrial fibrillation treatment (rhythm control, rate control or
ablation)
游治節
台大醫院心臟內科

14:55～15:20

S5-3

心房顫動的抗凝治療(從可邁丁到新型口服抗凝劑)
Oral anticoagulants for stroke prevention in atrial fibrillation (from
coumadin to NOACs/DOACs)
趙子凡
台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休

15:20～15:40

息

15:40～16:05

S5-4

新型口服抗凝劑使用的臨床預後
The real world evidence of NOACs in Asian patients with 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詹益欣
長庚紀念醫院心臟內科

16:05～16:30

S5-5

中風預防的新策略 - 左心耳封堵器
New strategy for stroke prevention - 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der
(LAAO)
蔡佳醍
台大醫院心臟內科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6：謝博生教授與社區醫療體系全人照護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6:55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D 會議室
合 辦：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持人：邱泰源、黃勝堅
14:00～14:05

S6-0

引言
邱泰源 黃勝堅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14:05～14:25

S6-1

社區醫療群 2.0
詹其峰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14:25～14:45

S6-2

以體系為基礎之社區健康照護成效-以桃園醫療小管家為例
劉宜廉
敏盛醫院

14:45～15:05

S6-3

翻轉醫療文化：從人文關懷到高價值照護
徐愫萱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15:05～15:25

S6-4

社區醫療的實踐及 PGY 的傳承
洪德仁
北投文化基金會
休

15:25～15:45

息

15:45～16:05

S6-5

現今醫療政策社區結構之下－社區醫學的實踐
周思源
澄清綜合醫院

16:05～16:25

S6-6

以人為本以社區為中心的整合式照護模式
譚慶鼎
臺大醫學院癌醫中心醫院

16:25～16:55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7：器官捐贈：挑戰與感動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2 會議室
主持人：蔡淑鈴、李伯皇
09:00～09:05

S7-0

引言

09:05～09:35

S7-1

登錄中心如何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江仰仁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泌尿外科

09:35～10:05

S7-2

如何開拓爭議性器捐
徐紹勛
台大醫院外科部胸腔外科
休

10:05～10:30

息

10:30～11:00

S7-3

移植醫師如何面對爭議性捐贈
李明哲
花蓮慈濟醫院外科

11:00～11:30

S7-4

器官勸募與關懷實務
周迺寬
臺大醫院外科部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8：產前遺傳諮詢檢查倫理
Prenatal genetic counseling and ethics of
examination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 會議室
合 辦：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主持人：陳治平
09:00～09:05

S8-0

引 言
陳治平
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

09:05～09:30

S8-1

糖尿病患者孕前準備及產前諮詢
林芯伃
臺大醫院

09:30～09:55

S8-2

新興產前遺傳診斷之臨床諮詢實務
陳明
彰化基督教醫院

09:55～10:20

S8-3

診間常見的產前染色體問題與諮詢
許德耀
高雄長庚醫學中心婦產部
休

10:20～10:40

息

10:40～11:05

S8-4

新興產前遺傳診斷技術和介入之倫理議題
郭保麟
成大醫院婦產部

11:05～11:30

S8-5

產前遺傳檢測與諮詢之倫理議題
蔡甫昌
臺灣大學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倫理 3.6 分】

專題討論 9：人工智慧對醫療的影響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 會議室
主持人：賴飛羆
09:00～09:05

S9-0

引 言
賴飛羆
臺大醫院

09:05～09:30

S9-1

醫學影像鏈中的三種智慧
王偉仲
臺灣大學 數學系與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

09:30～09:55

S9-2

深度學習在腦部影像的臨床應用
蕭輔仁
臺大醫院外科部

09:55～10:20

S9-3

人工智慧在胸腔影像的發展
陳信銘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休

10:20～10:40

息

10:40～11:05

S9-4

Automatic ICD-10 classification from free-text data
賴飛羆
臺大醫院

11:05～11:30

S9-5

醫療文件資訊擷取與理解
Information Extraction & Understanding of Medical Documents
陳縕儂
臺灣大學資工系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0：
時 間：民國 10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
主持人：
14:00～14:05

S10-0

14:05～14:30

S10-1

14:30～14:55

S10-2

14:55～15:20

S10-3
休

15:20～15:40
15:40～16:05

S10-4

16:05～16:30

S10-5

16:30～17:00

息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1：乳癌手術及放射治療的新進展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 會議室
主持人：侯明鋒、黃俊升
14:00～14:05

S11-0 引 言
侯明鋒

黃俊升

14:05～14:30

S11-1 超音波導引真空輔助腫瘤切除在乳癌診斷及治療上的角色
歐陽賦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乳房外科

14:30～14:55

S11-2 乳癌手術的新進展 oncoplastic surgery
洪進昇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一般外科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乳房外科

14:55～15:20

S11-3 乳癌病人的術後重建現況及未來趨勢
郭耀隆
成大醫院外科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1-4 達文西手術在乳癌治療上的應用
賴鴻文
彰化基督教醫院乳房內視鏡手術中心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外科

16:05～16:30

S11-5 乳癌放射線治療的新進展
黃鈞民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放射腫瘤科

16:30～16:55

S11-6 乳腺癌術中放射治療
湯人仰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放射腫瘤科

16:55～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2：甲狀腺腫瘤多專科診療照護之最新發展
Updates on Multidisciplinary Management of
Thyroid Tumors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D 會議室
14:00～14:05

S12-0 Opening Remarks
賴瓊如 理事長
台灣病理學會

主持人：曾芬郁、賴瓊如
14:05～14:30

S12-1 Updates on Management Guidelines of Thyroid Nodules
施翔蓉 醫師
臺大醫院代謝內分泌科

14:30～14:55

S12-2 Updates on the Thyroid Nodule Sonography
林永慧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14:55～15:20

S12-3 Updates on the Pathologic and Cytologic Diagnosis of Thyroid Nodules
杭仁釩
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

15:20～15:40

休

息

主持人：李建賢、吳鴻昇
15:40～16:05

S12-4 Updates on th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Thyroid Nodules focusing on
Preoperative Decision Making and Postoperative Arrangement
陳漢文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外科部

16:05～16:50

S12-5 Papillary microcarcinoma of the thyroid: Active surveillance, outcomes
and perspective
宮内昭 院長 Prof. Akira Miyauchi
日本神戶隈病院 Kuma Hospital, Kobe

16:5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1：青少年與成人疫苗
Vaccination for adolescents and adults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2 會議室
合 辦：台灣兒科醫學會
主持人：張鑾英
09:00～09:10

E1-0

引言
張鑾英
台大兒童醫院兒童感染科

09:10～09:40

E1-1

A neglected disease-pertussis: vaccine for infant cocooning, adolescents
and adults
呂俊毅
台大醫院小兒部

09:40～10:10

E1-2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在青少年和成人
HPV vaccine for adolescents and adults
鄭文芳
台大醫院婦產部
休

10:10～10:30

息

10:30～11:00

E1-3

流感疫苗在各個族群之使用
Influenza vaccine for infant cocooning, adolescents, high risk adults and
the elderly
盛望徽
臺大醫院內科部

11:00～11:30

E1-4

Zoster vaccine for the middle-aged and the elderly
張皓翔
台大醫院家醫科

11:30～12:00

E1-5

Vaccine for travelling overseas
李品慧
疾管署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2：ERAS 照護療程─手術全期治療的藍海策略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Recovery (ERAS)
– One Blue Ocean Strategy in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5 會議室
合 辦：台灣麻醉醫學會
主持人：鄭雅蓉
09:00～09:10

E2-0

引 言
鄭雅蓉
台大醫院麻醉科

09:10～09:50

E2-1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 more than just shortening length of stay
郭書麟
國泰醫院麻醉科

09:50～10:10

E2-2

ERAS guideline for anesthetic depth monitoring
廖文進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休

10:10～10:30

息

10:30～10:50

E2-3

ERAS guideline for normothermia
林至芃
台大醫院

10:50～11:10

E2-4

ERAS guideline for euvolemia
簡維宏
亞東醫院

11:10～11:30

E2-5

ERAS guideline for multimodal analgesia
陳威宏
義大醫院

11:30～11:50

E2-6

術後噁心嘔吐預防與處置
丁曉嫻
嘉義基督教醫院麻醉科

11:50～12:00

結論/討論
簡志誠
國泰醫院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3：失智的照護與預防
The Care and Prevention of Dementia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合 辦：台灣神經學學會
主持人：邱銘章
14:00～14:10

E3-0

引言：失智症能夠預防嗎？
邱銘章
台大醫院神經部

14:10～14:40

E3-1

失智的趨吉避凶－台灣人的危險與保護因子
孫瑜
恩主公醫院神經科

14:40～15:10

E3-2

失智症預防—從營養的觀點怎麼做？
鄭金寶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休

15:10～15:30

息

15:30～16:00

E3-3

認知訓練與失智症預防
張玉玲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16:00～16:30

E3-4

運動與失智症預防
湯佩芳
台大物治系

16:30～17:00

E3-5

日常生活功能介入與失智症預防
毛慧芬
台大職治系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4：影像醫學之進展
Recent advace in medical imaging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 會議室
主持人：張允中
14:00～14:10

E4-0

影像醫學之進展：引言
張允中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14:10～14:40

E4-1

影像醫學在泌尿病人之新進展
New imaging developments on GU patients
王俐人
林口長庚醫院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14:40～15:10

E4-2

腎上腺靜脈取樣的進展及應用
Current trends in adrenal venous sampling
張晉誠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休

15:10～15:30

息

15:30～16:00

E4-3

電腦斷層偵測的肺小結節:目前的策略及人工智慧可能的貢獻
Small pulmonary nodules detected on CT scans: current strategy and
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AI
徐先和
三軍總醫院放射診斷部

16:00～16:30

E4-4

磁振正子造影在兒童疾病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MRPET to children’s diseases
彭信逢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16:30～17:00

E4-5

乳房影像的現狀和未來趨勢
胡華堃
彰化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部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5：下背痛之非手術治療新進展
New Trend in Non-surgical Therapy for Low
Back Pain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3 會議室
合 辦：台灣復健醫學會
主持人：周正亮
09:00～09:10

E5-0

引言
周正亮
臺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09:10～09:40

E5-1

下背痛的評估與治療
詹瑞棋
臺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09:40～10:10

E5-2

下背痛超音波導引之精準介入治療
The Application of Precision Ultrasound Guided Injection Techniques in
the Treatment of Low Back Pain
陳柏旭
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
休

10:10～10:30

息

10:30～11:00

E5-3

下背肌筋膜疼痛症之針刺治療
周立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部

11:00～11:30

E5-4

體外震波治療於下背痛之應用
黃景燦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復健科

11:30～12:00

E5-5

從復健觀點看下背痛診斷分類與手法矯治介入
汪作良
脊祥診所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6：昏厥之診治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yncope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5 會議室
主持人：林俊立、黃瑞仁
09:00～09:10

E6-0

昏厥之診治：引言
林俊立
台北醫學大學雙和醫院

09:10～09:40

E6-1

昏厥診斷的多樣性
謝育整
台中榮總心臟內科

09:40～10:10

E6-2

神經系疾病之昏厥：如何辨識與治療？
湯頌君
台大醫院
休

10:10～10:30

息

10:30～11:00

E6-3

智慧型裝置於不明原因昏厥之診斷運用
游治節
台大醫院內科

11:00～11:30

E6-4

心律不整性昏厥：如何確診與治療
張坤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心臟血管系

11:30～12:00

E6-5

反射性昏厥及姿勢性昏厥：如何確認與治療
柯文欽
國泰醫院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7：近視與高度近視的併發症
Myopia and Complications of Pathologic
Myopia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D 會議室
合 辦：台灣眼科醫學會
主持人：何子昌
09:00～09:10

E7-0

引 言
楊中美
台大醫院眼科

09:10～09:40

E7-1

Epidemiology of myopia
王一中
台大醫院眼科

09:40～10:10

E7-2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yopia
蔡紫薰
台大醫院眼科部
休

10:10～10:30

息

10:30～11:00

E7-3

Complications of pathologic myopia: Glaucoma
王清泓
台大醫院眼科

11:00～11:20

E7-4

Complications of pathologic myopia: Macular degeneration
賴旗俊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眼科

11:20～11:40

E7-5

Complications of pathologic myopia: Retinal detachment
陳世真
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

11:40～12:00

E7-6

Complications of pathologic myopia: Vitreo-retinal interface disorders
何子昌
台大醫院眼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8：高血壓治療之新進展
Recent Advances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主持人：江福田
14:00～14:10

E8-0

引言
江福田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4:10～14:40

E8-1

老人高血壓的藥物治療
劉秉彥
成大醫院心臟內科

14:40～15:10

E8-2

冠心病高血壓之治療
張博淵
台大醫院內科
休

15:10～15:30

息

15:30～16:00

E8-3

糖尿病人高血壓之治療
李貽恆
成大醫院內科

16:00～16:30

E8-4

慢性腎臟病人高血壓之治療
黃政文
台大醫院內科

16:30～17:00

E8-5

頑固性高血壓之治療
吳卓鍇
台大醫院內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9：急性後期照護 Post-Acute Care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3 會議室
主持人：陳慶餘、羅慶徽
14:00～14:05

E9-0

急性後期照護（Post-Acute Care）：引言
陳慶餘 羅慶徽
台灣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花蓮慈濟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14:05～14:30

E9-1

急性後期照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陳亮恭
臺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14:30～14:55

E9-2

全民健保急性後期照護之健保政策發展
蔡淑鈴
中央健保署

14:55～15:20

E9-3

衰弱高齡急性後期照護成效
彭莉甯
臺北榮民總醫院
休

15:20～15:40

息

15:40～16:05

E9-4

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成效
蕭斐元
台大臨床藥學研究所

16:05～16:30

E9-5

脆弱性骨折 PAC 評估與處理原則
高木榮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6:30～17:00

E9-6

社區醫院於急性後期照護之角色與成效
詹鼎正
台大醫院竹東分院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10：異位性皮膚炎：從基因環境互動、免疫異常
到最新診療
Atopic dermatitis: from the gene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to updates in
immune regula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5 會議室
合 辦：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主持人：李志宏
14:00～14:10

E10-0 引 言 Introduction
李志宏
高雄長庚皮膚科

14:10～14:40

E10-1 Atopic dermatitis and sleep disorder
江伯倫
台大醫院小兒科

14:40～15:10

E10-2 Precision medicine in atopic dermatitis --- challenges and chances
王怡人
衛福部台北醫院小兒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10-3 Pathophysiology of itch and immune dysregulation in atopic dermatitis
李志宏
高雄長庚皮膚科

16:00～16:30

E10-4 預防異位性皮膚炎疾病復發時的皮膚屏障功能異常及恢復
Skin barrier abnormality and its restoration in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
flare up
林子凱
高雄長庚醫院皮膚科

16:30～17:00

E10-5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updates and perspectives
蔡呈芳
台大醫院皮膚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11：檢驗醫學的最新發展
Current progress in laboratory medicine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 會議室
合 辦：台灣臨床病理檢驗醫學會
主持人：蔡克嵩
14:00～14:10

E11-0 引言
蔡克嵩
遠東聯合診所

14:10～14:40

E11-1 人工智慧在檢驗醫學之應用
盧章智 王信堯
林口長庚檢驗醫學科

14:40～15:10

E11-2 有異常出血時如何處理
How to approach the abnormal bleeding
沈銘鏡
彰化基督教醫院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11-3 腫瘤標記
李麗娜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6:00～16:30

E11-4 Recent Advance in Endocrine Laboratory Medicine.
葉振聲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16:30～17:00

E11-5 性行為傳染病之友善門診、臨床與實驗室診斷
鄭舒倖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教研部

【專業課程 3.6 分】

高峰論壇 I：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vaccine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2 會議室
主持人：鄭文芳
14:00～14:10

I-0

引言
鄭文芳
台大醫院婦產部

14:10～14:40

I-1

Epidemiology of HPV infection and burden of HPV-related diseases
陳慧祺
台大醫院婦產部

14:40～15:10

I-2

HPV testing an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黃家彥
國泰醫院婦產科
休

15:10～15:30

息

15:30～16:00

I-3

Immunology of HPV and manufacture of HPV vaccine
王泰儒
馨蕙馨醫院兒科部

16:00～16:30

I-4

Preventive HPV vaccines
屠乃方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16:30～17:00

I-5

Therapeutic HPV vaccine and immunotherapy of HPV-related cancers
張志隆
馬偕醫院婦癌科

【專業課程 3.6 分】

高峰論壇 II：醫療刑責合理化修法對臨床醫療困境的影響
時 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2 會議室
主持人：邱泰源、李明濱
14:00～14:05

II-0

引 言
邱泰源 李明濱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14:05～14:25

II-1

醫療法第 82 條修法臨床醫療的意義
吳欣席
雲林縣醫師公會理事長/新席眼科診所

14:25～14:45

II-2

醫療法第 82 條修法的正面意義 – 法務部觀點
陳明堂
法務部政務次長

14:45～15:05

II-3

醫療法第 82 條修法的正面意義─司法院觀點
吳元曜
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

15:05～15:25

II-4

醫療法第 82 條修法的正面意義─衛福部觀點
薛瑞元
衛生福利部
休

15:25～15:45

息

15:45～16:05

II-5

醫療法第 82 條修法之法學意涵
張麗卿
國立高雄大學 台灣刑事法學會

16:05～16:25

II-6

醫療刑責合理化對未來臨床醫療的影響
蔡秀男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泌尿科

16:25～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法規 3.6 分】

臺灣醫學會 107 年「生物科技研習營」
時 間：民國 107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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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人工智慧與醫療
主持人：何奕倫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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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 院長

09:05～09:15

引 言
吳明賢 教授
臺大醫學院內科

09:15～09:40

1.

精準醫療與人工智慧
賴飛羆
臺灣大學資工所

09:40～10:05

2.

醫學影像與人工智慧
張瑞峰
台灣大學資訊系教授

生醫電資所所長

休 息

10:05～10:15
10:15～10:40

3.

人工智慧在預防醫學上的潛力與應用
邱瀚模 教授
臺大醫學院內科

10:40～11:05

4.

AI 在心臟醫學上能幫什麼忙？
林亮宇 教授
臺大醫學院內科

11:05～11:30

5.

人工智慧在消化醫學的應用
廖偉智 教授
臺大醫學院內科

11:30～12:00

問題與回答
全體演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