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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大會特別演講 

貴賓致詞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

長） 

 Professor Ryuichi 

Morishita（預錄） 

 Professor Lu-Yu Hwang

（預錄） 

【感染管制 2.4分】 

高峰論壇 I： 

遠距醫療及生醫科技之創新

發展與應用 

（石崇良、吳明賢） 

（內科、外科醫學會合辦） 

國內特別演講： 

內科系：黃瑞仁教授 

外科系：楊榮森教授 

基礎醫學系：施信如教授 

（內科、骨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治療

之未來展望 

（高嘉宏、余明隆） 

（內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臺灣醫學會 會員代表大會

（17：30） 

202 ---------- 

專題討論 1： 

麻醉深度監測與個人化精準

麻醉 

（丁乾坤） 

（麻醉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4： 

顏面美容回春-美的藝術 

（廖述朗） 

（眼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7： 

精神科患者的強制醫療：審

查機制運作的 12年經驗

（廖定烈） 

（精神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203 --------- ---------- 

教育演講 5： 

神經罕見疾病的新治療：展

望與挑戰 

（劉青山） 

（神經罕見疾病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9： 

新冠病毒的實驗室檢驗：現

況和迷思 

（薛博仁） 

（臨床病理暨檢驗醫學會合

辦） 

【專業課程 3.6分】 

401 ---------- 

教育演講 1： 

骨骼肌肉超音波在兒童的應

用 

（陳文翔、林家瑋） 

（復健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4： 

台灣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

系的發展與展望 

（邱泰源、李明濱）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專業品質 3.6分】 

專題討論 8： 

失智症：診斷、治療、照

護的新進展 

（邱銘章） 

（神經學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402A ---------- 

教育演講 2： 

癲癇的診斷與治療 

（郭鐘金） 

 

（神經學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6： 

婦女貧血 

（周文堅、黃建霈） 

（婦產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9： 

人之初關鍵 1000 天大數據

與生物指標 

（李宏昌、楊崑德） 

（兒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402B ---------- 

教育演講 3： 

不只是皮膚炎？重新認識異

位性皮膚炎 

（朱家瑜、李志宏） 

（皮膚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5： 

臺灣後疫情時代之醫學教育

的新發展 

（倪衍玄） 

（外科、急診醫學會合辦） 

【專業品質 3.6分】 

專題討論 10： 

整合性老人健康照護新進展 

（黃國晉、陳慶餘） 

（家庭醫學醫學會合辦） 

【專業品質 3.6分】 

402C ---------- 

專題討論 2： 

早期肺腺癌的診斷與治療：

病理與臨床醫師要面對的挑

戰與抉擇 

（黃秀芬） 

（病理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7： 

放射性核種分子診斷與治療 

（顏若芳） 

（臺大醫院核子醫學部） 

（核醫學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11： 

急性缺血性中風之血管介

入治療 

（羅兆寶、鄧木火） 

（放射線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402D ---------- 

專題討論 3： 

20 年來泌尿科手術的革命性

變革與影響 

（闕士傑、黃昭淵） 

（泌尿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6： 

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品

病人於手術或侵入性處置之

停藥及其臨床因應 

（黃織芬、許榮彬） 

（臺灣臨床藥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12： 

經皮主動脈瓣置換術何時

應用在主動脈瓣閉鎖不全

之病人 

（蔡佳醍） 

（心臟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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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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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上午 9：00～11：5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09:00～09:30 會員報到、茶會交流 

09:30～09:40 開幕詞 

倪衍玄 理事長 

臺灣醫學會 

09:40～09:50 貴賓致詞 

主持人：倪衍玄教授（臺灣醫學會理事長、臺大醫學院院長） 

09:50～10:30 P-1 COVID-19台灣防疫【暫訂】 

陳時中部長 

衛生福利部 

主持人：楊泮池教授（台大醫學院） 

10:30～11:10 P-2 Plasmid DNA-based Gene Therapy: From Regenerative Medicine to Vaccine for 

COVID-19 

Professor Ryuichi Morishita, M.D., Ph.D.  

Department of Clinical Gene Therapy,  

Osak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Japan 

『預錄演講』 

主持人： 

11:10～11:50 P-3 Toward Global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B and C – Prevention, Testing & Treatment 

Professor Lu-Yu Hwang, M.D.  

Professor of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y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預錄演講』 

【感染管制 2.4 分】 

  



國內特別演講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09:3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主持人：江福田教授 

09:30～10:10 P-4   風濕性心臟病到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醫學旅程 

My Medical Journey from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黃瑞仁 

台大醫學院內科 

（臺灣醫學會學術演講獎） 

10:10～10:30  休  息 

主持人：侯勝茂教授 

10:30～11:10 P-5 肢體保全手術的進展與挑戰 

The advancements and challenges regarding limb salvage surgery 

 楊榮森 

臺大醫學院骨科 

（故高天成教授紀念演講獎） 

主持人：黃立民教授 

11:10～11:50 P-6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of RNA Virus 

施信如  

長庚大學生技系暨研究所 

（故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麻醉深度監測與個人化精準麻醉 

Monitors of Depth of Anesthesia (DoA) and Precise 

Anesthesia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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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麻醉醫學會 

主持人：丁乾坤 

 
14:00～14:05 S1-0 引  言 

丁乾坤 

臺北榮總麻醉部 

14:05～14:30 S1-1 Anesthesia and Processed EEG Monitors 

范守仁 

臺大醫院麻醉部 

14:30～14:55 S1-2 DSA-精益求精的精準麻醉 

Density Spectral Array: make the best better in precision anesthesia 

吳紹群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部 

14:55～15:20 S1-3 Implication of multi-model general anesthesia by using EEG DSA 

吳峻宇    

臺大醫院麻醉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4 ANI guided perioperative analgesia and nerve block  

鄧惟濃  

臺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16:05～16:30 S1-5 Associations of M-entropy with postoperative delirium, pain and Nausea/Vomiting  

陳貞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麻醉部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2：早期肺腺癌的診斷與治療: 病理與臨床醫師要面對的挑

戰與抉擇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arly Lung Cancer: The 

Challenges for the Pathologists and Clinical Doctors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22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病理學會 

主持人：黃秀芬 

 
14:00～14:05 S2-0 引  言 

施金元  

台大醫院 

座  長：周德盈 

14:05～14:20 S2-1 The challenges for pathologists in the diagnosis of small early lung adenocarcinoma--

台大經驗  

謝明書  

台大醫院病理部 

14:20～14:35 S2-2 The challenges for pathologists in the diagnosis of small early lung adenocarcinoma -- 

北榮經驗 

葉奕成  

台北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14:35～14:50 S2-3 The clinical correlation of early lung adenocacinoma according to  

the 8th edi of AJCC staging system  

黃秀芬  

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14:50～15:00  Panel Discussion 

謝明書  葉奕成  黃秀芬  周德盈 

15:00～15:15  休  息 

座  長：徐先和 

15:15～15:30 S2-4 The challenges for the radiologist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GGN --台

大經驗  

張允中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15:30～15:45 S2-5 The challenges for the radiologist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GGN --北

榮經驗  

陳俊谷  

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15:45～16:00 S2-6 The challenges for the radiologist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GGN --林

口長庚經驗  

萬永亮  

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影像診療科 



16:00～16:10  Panel Discussion 

張允中  陳俊谷  萬永亮  徐先和 

座  長：劉會平 

16:10～16:25 S2-7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台大經驗  

陳晉興  

臺大醫院外科部 

16:25～16:40 S2-8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林口長庚經驗  

趙盈凱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 

座  長：陳志毅 

16:40～16:55 S2-9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北榮經驗  

洪榮志  

台北榮民總醫院外科 

16:55～17:10 S2-10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中山醫大經驗  

夏君毅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外科 

17:10～17:20  Panel Discussion 

陳晉興  趙盈凱  洪榮志  夏君毅  劉會平  陳志毅 

17:20～17:22  總  結  

黃秀芬  

國衛院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3：20 年來泌尿科手術的革命性變革與影響 

Revolutionary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Urology 

Surgery in the Past 20 Years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D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泌尿科醫學會 

主持人：闕士傑、黃昭淵 

 
14:00～14:05 S3-0 引  言  

闕士傑 

臺大醫院泌尿科 

14:05～14:30 S3-1 從傳統手術到腹腔鏡及機器手臂輔助手術（包括達文西及 Senahnce System） 

戴槐青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4:30～14:55 S3-2 機器手臂輔助攝護腺腫瘤手術 

何承勳 

新光醫院泌尿科 

14:55～15:20 S3-3 機器手臂輔助攝腎臟腫瘤手術 

呂育全 

臺大醫院癌醫中心醫院腫瘤外科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3-4 泌尿道結石處理的新利器（RIRS） 

戴逸昇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泌尿科 

16:05～16:30 S3-5 攝護腺肥大手術治療新趨勢（Enucleation） 

洪健華 

臺大醫院泌尿科 

16:30～17:00  綜合討論 

黃昭淵及全體演講人 

臺大醫院泌尿科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4：台灣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系的發展與展望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持人：邱泰源、李明濱 

 
09:00～09:20 S4-0 引言  

邱泰源  李明濱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09:20～09:40 S4-1 台灣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系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邱泰源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09:40～10:00 S4-2 醫師公會全聯會防疫兩年經驗─台灣防疫成功的關鍵性推手  

羅浚晅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0～10:20 S4-3 2021亞大醫師會台北宣言暨國際防疫新模式 

張必正 

張必正家庭醫師診所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0 S4-4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跨領域心理健康照護 

吳佳儀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所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1:00～11:20 S4-5 如何建立國家醫療防疫安全體系─基層之觀點醫師  

洪德仁  

洪耳鼻喉科診所 

台北市醫師公會 

11:20～11:40 S4-6 建立醫療防疫安全體系─防疫醫師之觀點 

顏慕庸 

振興醫院感染科 

11:4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及臨床藥師 

 

【專業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5：臺灣後疫情時代之醫學教育的新發展 

New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s 

Post-epidemic Era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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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急診醫學會 

主持人：倪衍玄 

 
09:00～09:05 S5-0 引  言 

倪衍玄 

臺灣大學醫學院 

座  長：張上淳（臺灣大學） 

09:05～09:30 S5-1 後疫情時代之台灣醫學教育新發展 

盛望徽    

臺灣大學醫學系   

座  長：陳震寰（陽明交大醫學院） 

09:30～09:55 S5-2 後疫情時代之醫學生臨床實習規劃 

楊令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 

座  長：楊智偉（長庚醫學院） 

09:55～10:20 S5-3 能力導向於台灣後疫情時代之新發展 

蕭政廷 

嘉義長庚醫院 

10:20～10:40  休  息 

座  長：鐘育志（高雄醫學大學） 

10:40～11:05 S5-4 後疫情時代之醫學人文新視野  

呂佩穎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座  長：沈延盛（成大醫學院） 

11:05～11:30 S5-5 後疫情時代如何確保醫學教育之品質~台灣醫學教育評鑑的回顧與前瞻 

楊仁宏 

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6：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品病人於手術或侵入性處置之

停藥及其臨床因應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D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主持人：許榮彬、黃織芬 

 
09:00～09:05 S6-0 引  言 

許榮彬  黃織芬 

臺大醫院外科部  臺大醫院藥劑部 

09:05～09:30 S6-1 心臟外科病人之栓塞風險評估不當停藥導致中風案例報告 

陳政維   

臺大醫院外科部 

09:30～09:55 S6-2 心臟內科病人之栓塞風險評估抗血小板及抗凝血劑的停藥建議  

李任光 

臺大醫院內科部 

09:55～10:20 S6-3 使用抗血小板與抗凝劑病患內視鏡前風險評估與處置之新進展 

邱瀚模 

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5 S6-4 常見牙科處置出血風險評估  

章浩宏 

臺大醫院牙科部 

11:05～11:30 S6-5 常見眼科處置出血風險評估  

劉耀臨 

臺大醫院眼科部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及臨床藥師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8：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的新進展 

Dementia – Updates 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are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神經學學會 

主持人：邱銘章 

 
14:00～14:05 S8-0 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的新進展：引言 

邱銘章 

台大醫院神經部 

14:05～14:30 S8-1 失智症治療的新進展 - 從 FDA對 Aducanumab 的許可談起 

陳達夫 

臺大醫院神經部 

14:30～14:55 S8-2 MRI在失智症診斷的新進展 

曾文毅 

臺大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14:55～15:20 S8-3 Tau PET 在 Tauopathy 神經退化疾病診斷的新進展  

林靜嫻 

臺大醫院神經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8-4 失智症前期認知促進的新進展 

毛慧芬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16:05～16:30 S8-5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在失智症照護的應用 

傅立成 

臺灣大學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9：人之初關鍵 1000 天大數據與生物指標 

Big Data and Biomarkers in the First 1000 Days of 

Life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兒科醫學會 

主持人：李宏昌、楊崑德 

 
14:00～14:05 S9-0 引  言 

李宏昌  楊崑德 

馬偕兒童醫院 

14:05～14:30 S9-1 腸漏症生物指標在關鍵 1000天與母嬰疾病的鏈結 

李宏昌 

馬偕兒童醫院 

14:30～14:55 S9-2 孕婦環境大數據與高危險懷孕和早產的鏈結 

許德耀 

高雄長庚醫院婦產科 

14:55～15:20 S9-3 關鍵 1000 天的因素對兒童神經發育的影響 

陳慧如 

馬偕兒童醫院兒科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9-4 關鍵 1000 天的環境因素與腎臟病和高血壓的鍵結 

田祐霖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兒童腎臟科 

16:05～16:30 S9-5 關鍵 1000 天的環境因素與過敏病的關聯與防治 

楊崑德 

馬偕兒童醫院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0：整合性老人健康照護新進展 

 Recent Advance in Integrated Geriatric Care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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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主持人：黃國晉、陳慶餘 

 
14:00～14:10 S10-0 整合性老人健康照護新進展：引言 

Recent Advance in Integrated Geriatric Care : Introduction 

黃國晉  陳慶餘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14:10～14:45 S10-1 醫養合一的老人健康照護  

張皓翔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14:45～15:20 S10-2 智慧科技與健康促進  

江博煌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15:20～15:40  休  息 

15:40～16:15 S10-3 創新高齡健康照護模式-臺大休士頓阿波羅計劃 

劉宏輝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臺大醫學院神經科 

16:15～16:50 S10-4 現代科技在長照的應用 

林怡妏  

臺大醫院北護分院家庭醫學科 

16:5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11：急性缺血性中風之血管介入治療 

 Endovascular Intervention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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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主持人：羅兆寶、鄧木火 

 
14:00～14:05 S11-0 引  言 

陳榮邦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影像醫學部 

14:05～14:30 S11-1 Update of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林德銘 

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14:30～14:55 S11-2 Thrombectomy in Distal Arteries 

李崇維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14:55～15:20 S11-3 Added value of rescue devices in 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 when should we apply 

them?  

謝立群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1-4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to EVT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林浚仁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腦血管科 

16:05～16:30 S11-5 Special considerations for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based on advance stroke image

  

賴彥君 

亞東醫院影像醫學科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2：經皮主動脈瓣置換術何時應用在主動脈瓣閉鎖不全之

病人 

When should we Consider TAVR in Patients with 

Pure Aortic Regurgitation ?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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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中華民國心臟醫學會 

主持人：蔡佳醍 

 
14:00～14:05 S12-0 引  言  

蔡佳醍 

臺大醫院內科 

14:05～14:30 S12-1 Epidemiology and current status of treatment for AR in Taiwan   

林致源  

三軍總醫院心臟外科 

14:30～14:55 S12-2 Pathophysiology of acute and chronic AR and timing for AVR   

謝宜璋  

林口長庚醫院心臟內科 

14:55～15:20 S12-3 Conventional surgical AVR for AR and clinical outcomes   

邱冠明  

亞東醫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2-4 TAVR to treat pure AR: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and my challenging cases 

陳嬰華  

台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6:05～16:30 S12-5 TAVR for Pure AR：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林茂欣  

臺大醫院內科 

16:30～16:45 S12-6 TAVR for pure AR: challenging cases  

李永在  

振興醫院心臟外科 

16:45～17:00  綜合討論及結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1：骨骼肌肉超音波在兒童的應用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復健醫學會 

主持人：陳文翔、林家瑋 

 
14:00～14:10 E1-0 引  言  

林家瑋  

臺大醫院復健科 

14:10～15:00 E1-1 關節超音波於血友病兒童及青少年之應用 

李宗穎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15:00～15:50 E1-2 以超音波篩檢青少年棒球員之手肘傷害 

Ultrasonographic Screening for Elbow Injuries in Adolescent Baseball Players 

王琳毅 

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 

15:50～16:10  休  息 

16:10～17:00 E1-3 骨骼肌肉超音波於兒童之臨床實務應用（什麼是正常？） 

林家瑋 

臺大醫院復健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2：癲癇的診斷與治療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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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神經學學會 

主持人：郭鐘金 

 
14:00～14:10 E2-0 引  言  

郭鐘金  

臺大醫院神經部 

14:10～14:40 E2-1 癲癇的基礎與臨床電生理學 

林宙晴 

成大醫院神經科 

14:40～15:10 E2-2 癲癇的臨床症徵，分類，與診斷 

謝良博 

澄清醫院神經內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2-3 癲癇與相類似之睡眠疾病或障礙：鑑識與區辨 

徐崇堯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內科 

16:00～16:30 E2-4 癲癇的藥物治療 

周碩彬 

台北馬偕醫院神經內科 

16:30～17:00 E2-5 癲癇的非藥物治療  

尤香玉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癲癇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3：不只是皮膚炎？重新認識異位性皮膚炎 

Not just Dermatitis? Revisiting Atopic Dermatitis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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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主持人：朱家瑜、李志宏 

 
14:00～14:10 E3-0 引  言  

朱家瑜  

臺大醫院皮膚科 

14:10～14:40 E3-1 More than skin deep: Atopic dermatitis (AD) as a systemic disease 

朱家瑜  

臺大醫院皮膚部 

14:40～15:10 E3-2 Immunopathologic polarization of adaptive immunity and unique molecular signature 

in Taiwanese atopic dermatitis  

詹智傑  

臺大醫院皮膚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3-3 Environmental Triggers and their Intervention in Tailored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李志宏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 

16:00～16:30 E3-4 Childhood atopic dermatitis: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management   

俞佑  

國泰醫院皮膚科 

16:30～17:00 E3-5 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D in a Biologics era: Is Biologic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賴柏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皮膚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4：顏面美容回春-美的藝術 

Esthetic Facial Rejuvenation -The Art of Beauty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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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主持人：廖述朗 

 
09:00～09:10 E4-0 引  言  

廖述朗  

臺大醫院眼科 

09:10～09:40 E4-1 Debate of Periorbital Rejuvenation – Knife or Needle ? 

劉淳熙 

愛惟美診所 

09:40～10:10 E4-2 下眼瞼手術之個人臨床經驗 

廖文傑 

台北榮民總醫院外科整形外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4-3 The design of non-incisional conjoint fascial sheath suspension for ptosis correction 

林宣君  

大學眼科  璞之妍診所 

11:00～11:30 E4-4 The relation of upper blepharoplasty and Periorbital tissues  

洪學義  

臺大醫院整形外科 

11:30～12:00 E4-5 How can I Survive my Disastrous Cases? 

廖述朗 

臺大醫院眼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5：神經罕見疾病的新治療: 展望與挑戰 

Prospective and Challenge to Innovative Treatment in 

Neurologic Rare Disease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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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神經罕見疾病學會 

主持人：劉青山 

 
09:00～09:10 E5-0 引  言 

劉青山 

台灣神經罕見疾病學會 

09:10～09:40 E5-1 遺傳性神經病變之最新治療及展望 

謝松蒼  

臺大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 

臺大醫院神經部 

09:40～10:10 E5-2 遺傳性舞蹈症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陳瓊美 

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5-3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之最新治療發展與希望 

Current and Emerging Therapeutics f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李宜中   

臺北榮民總醫院周邊神經科 

11:00～11:30 E5-4 遺傳性代謝疾病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李妮鐘  

臺大醫院基因醫學部 

11:30～12:00 E5-5 遺傳性脊髓小腦萎縮症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張國軒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神經內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6：婦女貧血 

Anemia in Women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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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主持人：周文堅、黃建霈 

 
09:00～09:10 E6-0 引  言  

周文堅  黃建霈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馬偕醫院婦產部 

09:10～09:40 E6-1 婦女貧血的影響及常見成因與鑑別診斷  

裴松南 

義大醫院癌治療醫院血液腫瘤部 

09:40～10:10 E6-2 婦女貧血的預防與治療  

侯信安 

臺大醫院血液腫瘤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6-3 孕產婦貧血  

詹德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11:00～11:30 E6-4 婦科疾病與貧血 

曾志仁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11:30～12:00 E6-5 輸血的時機、建議作法與潛在的副作用  

劉峻宇 

台北榮民總醫院輸血醫學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7：放射性核種分子診斷與治療 

Radionuclide Molecular Theranostics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主持人：顏若芳 

 
09:00～09:10 E7-0 引  言  

王秀伯  

臺大醫院內科 

09:10～09:40 E7-1 The role of endoscopy in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  

郭雨庭  

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 

09:40～10:10 E7-2 Theranostics in the management of neuroendocrine tumors  

鄭媚方  

臺大醫院核子醫學部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7-3 Treatment in mCRPC patients  

蔡育傑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11:00～11:30 E7-4 PSMA Theranostics: Current Status 

曾敬仁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興建經營） 

11:30～12:00 E7-5 PSMA theranostics: the Future 

路景竹 

臺大醫院核子醫學部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8：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治療之未來展望 

Future Perspectives in the Management of 

Nonalcoholic Steatosis Liver Diseases (NAFLD) and 

Steatohepatitis (NASH)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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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主持人：余明隆、高嘉宏 

 
14:00～14:10 E8-0 引  言    

余明隆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4:10～14:40 E8-1 非酒精性脂肪肝/脂肪肝炎與之流行病學與診斷 

劉俊人 

臺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14:40～15:10 E8-2 非酒精性脂肪肝之臨床病程、風險因子及預後 

楊盈盈 

台北榮民總醫院教學部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8-3 肝外系統疾病與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之交互影響 

許景盛 

大林慈濟醫院腸胃科 

16:00～16:30 E8-4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之非藥物治療 

戴啟明 

義大醫院 

16:30～17:00 E8-5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之藥物治療 

黃志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 

 

【專業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9：新冠病毒的實驗室檢驗：現況和迷思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COVID-19: Reality and 

Myths 
時  間：民國 110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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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合  辦：台灣臨床病理暨檢驗醫學會 

主持人：薛博仁 

 
14:00～14:10 E9-0 引  言    

薛博仁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座  長：黃集仁（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4:10～14:40 E9-1 COVID-19新知  

陳志榮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感染科 

座  長：陳百薰（高醫附設紀念醫院） 

14:40～15:10 E9-2 核酸檢測和池化式篩檢 

商弘昇 

三軍總醫院臨床病理科 

15:10～15:30  休  息 

座  長：林植培（台北慈濟醫院） 

15:30～16:00 E9-3 抗原檢測和社區廣篩 

朱芳業 

亞東紀念醫院檢驗醫學科 

座  長：周文堅（臺大醫院） 

16:00～16:30 E9-4 抗體檢測和疫苗接種後免疫力 

黃昱璁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座  長：林正修（彰化基督教醫院） 

16:30～17:00 E9-5 核酸，抗原，抗體檢驗：整合與管理 

楊晶安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檢驗科 

 

【專業課程 3.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