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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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4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10～～～～11：：：：2 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 BCDE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9:10～9:20  開幕詞 

張上淳 理事長 

臺灣醫學會 

 

主持人：張上淳教授（臺灣醫學會理事長） 

9:20～10:00 P-1 締造醫藥衛生新頁--挑戰、契機與突破 

林奏延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主持人：楊泮池教授（台灣大學） 

10:00～10:40   P-2 Future impact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on medicine 

工程研究對醫學的影響趨勢 

Professor Yu-Li Wang 汪育理教授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USA 

主持人：陳明豐教授（台大醫學院內科） 

10:40～11:20   P-3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merging Science and Therapeutics 

Professor  James K. Liao 廖光然教授   

Section Chief, Card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特別演講二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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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維村教授 

09:00～09:40 P-4 以神經心理學及腦影像學了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童之腦功能 

高淑芬 

臺大醫院精神部 

主持人：李伯皇教授 

09:40～10:20 P-5 肝臟再生與營養 

賴鴻緒 

臺大醫院外科部 

10:20～10:40  休  息 

主持人：錢宗良政務次長 

10:40～11:20 P-6 染色體的變動與癌症之形成 

鄧述諄 

台大醫學院醫學系衛生物科 

 

 



 

專題討論 1：八仙樂園粉塵爆燃燒傷治療 

Victims’ medical treatment of Formosa  

Fun Coast Dust Explosion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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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旭、戴浩志 

 

09:00～09:05 S1-0 引  言 

馬  旭、戴浩志 

臺灣整形外科醫學會、臺大醫院整形外科 

09:05～09:30 S1-1 八仙樂園粉塵爆燃燒傷治療 - 三軍總醫院經驗 

戴念梓 

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 

09:30～09:55 S1-2 八仙樂園粉塵爆燃燒傷治療 - 臺北榮總經驗 

彭成康 

臺北榮民總醫院整形外科 

09:55～10:20 S1-3 八仙樂園粉塵爆燃燒傷治療 - 臺大醫院經驗 

楊永健 

臺大醫院燒傷中心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5 S1-4 八仙樂園粉塵爆燃燒傷治療 - 長庚醫院經驗 

莊秀樹 

長庚醫院燒傷中心 

11:05～11:30 S1-5 八仙樂園粉塵爆燃燒傷治療 - 馬偕醫院經驗 

董光義 

兒童燙傷基金會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2：藥品及食品安全問題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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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照洲 

 

14:00～14:05 S2-0 引  言 

康照洲 

台大醫學院藥學系毒理學研究所 

14:05～14:30 S2-1 地方政府看藥品及食品安全 

  林奇宏 

  新北市衛生局 

14:30～14:55 S2-2 食品汙染之長期健康效應 

郭育良 

台大醫學院環境暨職業醫學科 

14:55～15:20 S2-3 農藥與食品安全  

楊振昌 

陽明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2-4 藥品安全及藥物流病 

高雅慧 

成功大學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 

16:05～16:30 S2-5 藥品缺藥及用藥安全 

  王兆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3：台灣 PM2.5的心血管健康影響和疾病負擔 

    Cardiovascular effects and disease burdens  

    of PM2.5 in Taiwan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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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長權 

 

14:00～14:05 S3-0 引  言 

詹長權 

臺大公衛學院 

14:05～14:30 S3-1 台灣大氣中 PM2.5 污染濃度和汙染源的時空分布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mbient PM2.5 levels and sources in 

Taiwan  

謝瑞豪 

工研院綠能所 

14:30～14:55 S3-2 PM2.5 空氣汙染與心臟血管疾病 

蘇大成 

台大醫院內科部 

S14:55～15:20 S3-3 台灣大氣細懸浮微粒對血壓和其他心臟血流動力參數的影響 

Blood pressure and other cardiovascular metrics responses with exposures 

to ambient PM2.5 in Taiwan  

陳思穎 

義大醫院重症醫學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3-4 台灣大氣中 PM2.5污染增加心血管致疾率和死亡率病的流行病學證據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of increasing cardiovascular mobility and 

mortality by ambient PM2.5 pollution in Taiwa 

詹長權 

台大公衛學院 

16:05～16:30 S3-5 Burden of Disease Attributable to Ambient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Exposure in Taiwan  

林先和 

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4：即時同步遠距照護的現況探討 

    The present status of synchronous telehealth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A 會議室 

主持人：何奕倫、許明暉 

 

14:00～14:05 S4-0 引  言 

何奕倫  許明暉 

臺大醫院  台灣大學 

14:05～14:30 S4-1 The next gener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elecare service 

賴飛羆 

台灣大學 

14:30～14:55 S4-2 電子病歷與個案管理 

尚榮基 

臺大醫院 

14:55～15:20 S4-3 The rost-effectiveness of a fourth generation telehealth care program 

洪啟盛 

臺大醫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4-4 Clinical nursing specialist in telecare 

徐則彬 

臺大醫院遠距照護中心 

16:05～16:30 S4-5 遠距照護服務之使用者經驗分析 

余峻瑜 

台灣大學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5：從近年台灣災難事件談緊急醫療與之應變管理之

改進 

Lesson from Recent Disasters in Taiwan: 

Emergency Medical Preparedness             

Perspectives h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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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昌、石富元 

 

14:00～14:05 S5-0 引  言 

陳日昌  

林口長庚醫院 

14:05～14:30 S5-1 高雄氣爆之醫療應變處置  

黃豐締  

高雄榮民總醫院 

14:30～14:55 S5-2 復興空難之緊急醫療處置  

劉越萍  

台北巿衛生局 

14:55～15:20 S5-3 八仙塵爆之緊急應變與處置 

林鍵皓 

台大醫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5-4 從日本災難醫療隊訓練談台灣之災難醫療訓練未來  

蕭雅文  

林口長庚醫院 

16:05～16:30 S5-5 台灣的災害傷病之流行病學分析  

石富元  

台大醫院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6：台灣重症及急救加護的困境與挑戰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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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石池、王宗曦 

 

09:00～09:05 S6-0 引  言 

王宗曦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09:05～09:30 S6-1 從台北的八仙塵爆燒傷事件看重症醫療如何在人力架構及臨床照護中

作整備，以便達到高品質的臨床目標 

周嘉裕 

台北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部 

09:30～09:55 S6-2 台灣重症醫療系統的規劃與困境 

羅鴻舜 

台灣重症醫學會 

09:55～10:20 S6-3 外科重症安寧與器官勸募之競合衝突探討 

周迺寬 

臺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5 S6-4 從品質指標看現今台灣重症醫療的困境 

陳奇祥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 

11:05～11:30 S6-5 急診的契機與展望 

顏鴻章 

台灣急診醫學會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7：頑固型高血壓之診療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Resistant 

Hypertension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BC 會議室 

主持人：林俊立 

 

09:00～09:05 S7-0 引  言 

Opening 

林俊立 

台大醫院心臟內科 

座長：林俊立 

09:05～09:30 S7-1 頑固型高血壓的發生率、病生理與預後 

Resistant Hypertension: Prevalence, Pathophysiology and Outcome  

李貽恆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心臟內科 

座長：賴文德 

09:30～09:55 S7-2 白袍高血壓、隱藏型高血壓與高齡高血壓：診斷與治療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Masked Hypertension and Hypertension in the 

Elderly: Diagnosis and Therapy  

林宗憲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 

座長：葉森洲 

09:55～10:20 S7-3 腎病與腎血管病致頑固型高血壓：診斷與治療 

Resistant Hypertension of Renal and Renovascular Diseases: Diagnosis 

and Therapy  

葉宏一  

台北馬偕醫院心臟內科 

10:20～10:40  休  息 

座長：江福田 

10:40～11:05 S7-4 內分泌疾病致頑固型高血壓：診斷與治療 

Resistant Hypertension of Endocrine Diseases: Diagnosis and Therapy 

吳卓鍇 

台大醫院心臟內科 



座長：陳震寰 

11:05～11:30 S7-5 頑固型高血壓的複合藥物治療：神經調節介入手術的角色？

Pharmacological Combin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esistant Hypertension: 

any role of neuromodulation intervention?  

徐國基  

新光醫院心臟內科 

座長：葉森洲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8：周產期檢查相關問題的探討 

Prenatal screening tests and their related 

problems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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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原、徐明洸 

 

09:00～09:05 S8-0 引  言 

陳思原  徐明洸 

台大醫院婦產部 

09:05～09:30 S8-1 胚胎著床前遺傳疾病篩檢之應用 

Update of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screening  

陳思原   

台大醫院婦產部 

09:30～09:55 S8-2 孕期非侵入性遺傳疾病篩檢 

Recent advances in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陳明  

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部 

09:55～10:20 S8-3 孕期侵入性遺傳疾病篩檢新進展 

Update of first trimester and second trimester invasive genetic diagnosis  

林芯妤  

台大醫院婦產部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5 S8-4 植入性胎盤的診斷與處置之新進展 

Update of management for placenta accreta  

施景中  

台大醫院婦產部 

11:05～11:30 S8-5 周產期胎兒監測之新進展 

Recent advances in fetal surveillances  

徐明洸  

台大醫院婦產部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9：醫療與健保：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Medical care an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n we be friends?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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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守夏 

 

14:00～14:05 S9-0 引  言 

鄭守夏 

臺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14:05～14:30 S9-1 全民健保在給付項目與支付方式的決策與經驗  

蔡淑鈴  

中央健保署 

14:30～14:55 S9-2 健保制度、被保險人及醫院一起建構完善醫療服務環境  

張煥禎  

壢新醫院 

14:55～15:20 S9-3 健保制度、被保險人及醫院一起建構完善醫療服務環境  

潘延健  

長庚醫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9-4 第一線醫療人員對健保與醫院經營者的建言  

錢建文  

醫勞盟 

16:05～16:30 S9-5 民眾對健保與醫療服務的期望  

劉淑瓊  

醫改會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10：高膽固醇血症之治療需不需降低的目標值？ 

Shall we need target level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cholesterolemia?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5 會議室 

主持人：吳造中 

 

14:00～14:05 S10-0 引  言 

吳造中  

台大醫院內科 

14:05～14:40 S10-1 Recent worldwide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cholesterolemia 

葉宏一 

馬偕醫院內科 

14:40～15:15 S10-2 Pros: We still need target level  

李貽恆  

成大醫院內科 

15:15～15:50 S10-3 Cons: No more target but statin potency 

林宗憲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 

15:50～16:10  休  息   

16:10～16:20 S10-4 Rebuttal from pros  

李貽恆  

成大醫院內科 

16:20～16:30 S10-5 Rebuttal from cons  

林宗憲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 

16:30～16:55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16:55～17:00  結  語 

陳肇文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



 

專題討論 11：糖胖症之治療新進展 

New advances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sity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A 會議室 

主持人：黃國晉、黃天祥 

 

14:00～14:05 S11-0 引  言 

黃國晉  黃天祥 

台大醫學院  家庭醫學科  內科 

14:05～14:30 S11-1 糖胖症之流行病學 

Epidemiology of diabesity 

潘文涵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14:30～14:55 S11-2 糖胖症之致病機轉 

Pathogenesis of diabesity 

楊偉勛 

台大醫學院 

14:55～15:20 S11-3 治療糖胖症之輔具與外科手術新進展 

Medical devices and bariatric surgery for diabesity 

楊博仁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1-4 治療糖胖症之藥物新進展-1 

Pharmacotherapy for diabesity- anti-DM drugs 

張智仁  

成功大學醫學院 

16:05～16:30 S11-5 治療糖胖症之藥物新進展-2 

Pharmacotherapy for diabesity- anti-obesity drugs 

林文元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題討論 12：機械臂手術之適應症 

Indications for Robotic Surgery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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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燦龍、李伯皇 

 

14:00～14:05 S12-0 引  言 

李伯皇 

義大醫院外科 

14:05～14:35 S12-1 微創手術之新近發展及其應用 

梁金銅 

台大醫院外科 

14:35～15:05 S12-2 腹腔鏡手術及機械臂手術之優點及其限制  

陳國鋅  

亞東醫院外科 

15:05～15:35 S12-3 如何評估那些疾病適合使用機械臂手術  

王照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外科 

15:35～15:50  休  息 

15:50～16:20 S12-4 微創手術術前準備及術後合併症之處理  

崔克宏  

林口長庚醫院 

16:20～16:50 S12-5 機械臂手術之醫師訓練資格  

黃銘德  

雙和醫院外科 

16:50～17:00  討論及結論  

黃燦龍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 

 



 

專題討論 13：家庭責任醫師與社區整合性健康照護 

Family physician system and Community 

integrated health care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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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餘、邱泰源 

 

14:00～14:05 S13-0 引  言 

陳慶餘  邱泰源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14:05～14:30 S13-1 台灣家庭責任醫師制度領先模式 

A leading model of accountable care family physician system in Taiwan 

陳慶餘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14:30～14:55 S13-2 家庭責任醫師與社區整合性健康照護─嘉義市模式  

涂醒哲  

嘉義市政府 

14:55～15:20 S13-3 家庭責任醫師與社區整合性健康照護─台北市聯醫模式  

黃勝堅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3-4 家庭責任醫師與社區整合性健康照護─壢新醫院模式  

張煥禎  

壢新醫院 

16:05～16:30 S13-5 家庭責任醫師與社區整合性健康照護─北投區及士林區模式  

洪德仁  

北投文化基金會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教育演講 1：巴金森氏症診療之新發展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An Update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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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鐘金 

 

09:00～09:10 E1-0 引  言 

  郭鐘金 

  台大醫院神經科 

09:10～09:40 E1-1 Alpha-synuclein and pathobiology of PD 

吳逸如 

林口長庚醫院神經科 

09:40～10:10 E1-2 Classical manifestations and Diagnosis of PD 

汪漢澄 

新光醫院神經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1-3 Non-motor manifestations of PD and relevant management 

林瑞榮 

竹山秀傳神經科 

11:00～11:30 E1-4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PD 

張永義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神經科 

11:30～12:00 E1-5 Electrophysiological treatment of PD 

戴春暉 

台大醫院神經科 

 

 

 



 

教育演講 2：避孕與助孕之隨心所孕 

    Recent Advances in Contraception and  

    Fertility Treatment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5 會議室 

主持人：楊友仕 

 

14:00～14:10 E2-0 引  言 

楊友仕 

台大醫院婦產部 

14:10～14:40 E2-1 女性荷爾蒙避孕新知  

蔡永杰  

奇美醫院婦產部 

14:40～15:10 E2-2 子宮內避孕器之最新進展  

吳明義  

台大醫院婦產部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2-3 男性避孕方法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張宏江  

台大醫院泌尿部 

16:00～16:30 E2-4 男性不孕治療之現況  

黃志賢  

台北榮民總醫院泌尿部 

16:30～17:00 E2-5 試管嬰兒療程之遺傳篩檢與診斷  

陳信孚  

台大醫院婦產部 



 

教育演講 3：台大兒童醫院心臟團隊經驗分享論壇： 

先天性心臟病治療演變及發展 

State-of-the-Art Therapy f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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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重義 吳俊明 

 

14:00～14:10 E3-0 引  言 

呂鴻基 

  台灣兒童健康聯盟 

14:10～14:30 E3-1 Epidemiology update in 2015  

吳美環 

台大兒童醫院心臟科 

14:30～14:50 E3-2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 in CHD  

陳俊安 

台大兒童醫院心臟科 

14:50～15:20 E3-3 Tailored therapy for adult CHD  

盧俊維 

台大兒童醫院心臟科 

15:20～15:40  休  息 

15:40～16:10 E3-4 Surgical correction and palliation for CHD  

黃書健    

台大醫院外科 

16:10～16:30 E3-5 Catheter intervention for CHD  

林銘泰 

台大兒童醫院心臟科 

16:30～16:50 E3-6 Arrhythmias in repaired CHD  

邱舜南 

台大兒童醫院心臟科 

16:50～17:00 E3-7 展望  

洪啟仁 

新光醫院 

 

 



 

教育演講 4：肺動脈高血壓分類及治療的新進展 

    Recent advance i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BC 會議室 

主持人：黃瑞仁 

 

14:00～14:10 E4-0 引  言 

黃瑞仁 

台大醫院心臟內科 

14:10～14:40 E4-1 WHO 最新肺高壓之分類與診斷標準：Group I & Group II  

黃文彬 

振興醫院心臟內科 

14:40～15:10 E4-2 WHO 最新肺高壓之分類與診斷標準：Group III & Group IV  

郭炳宏 

台大醫院胸腔內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4-3 肺動脈高壓治療藥物之新進展  

許志新 

成大醫院心臟內科 

16:00～16:30 E4-4 肺動脈高壓治療策略及療效評估之新進展  

吳懿哲    

台北馬偕醫院心臟內科 

16:30～17:00 E4-5 結締組織疾病相關肺動脈高壓之新進展  

謝祖怡 

台中榮總風濕免疫科 



 

教育演講 5：治療失眠與使用安眠藥之新知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somnia and 

utilization of hypnotics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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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正 

 

14:00～14:10 E5-0 引  言 

黃宗正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14:10～14:40  E5-1 失眠診斷概念之新進展 

  李信謙 

雙和醫院精神科 

14:40～15:10 E5-2 失眠藥物治療之新進展  

毛衛中 

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5-3 如何運用認知行為治療減少安眠藥之使用  

陳昌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睡眠中心 

16:00～16:30 E5-4 評估老年睡眠問題之新進展 

陳錫中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16:30～17:00 E5-5 安眠藥相關的複雜睡眠行為之研究新進展  

黃宗正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教育演講 6：心衰竭診療之新進展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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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明 

 

09:00～09:10 E6-0 引  言 

  李啟明 

  台大醫院內科 

09:10～09:40 E6-1 心衰竭之病理生理機轉 

待邀請 

  

09:40～10:10 E6-2 心衰竭之藥物治療 

吳彥雯 

亞東醫院心臟內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6-3 Device Therapy in Heart failure 

黃金隆 

台中榮總心臟內科 

11:00～11:30 E6-4 心衰竭之外科治療 

陳益祥 

台大醫院心臟外科 

11:30～12:00 E6-5 心衰竭急性發作後之照護 

王兆弘 

基隆長庚心臟內科 

 

 



 

教育演講 7：健康檢查常見的眼科問題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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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芳蓉 

 

09:00～09:25 E7-1 乾眼症的診療新進展 

陳偉勵 

台大醫院眼科 

9:25～9:50 E7-2 青光眼診斷---勿枉勿縱 

黃振宇 

台大醫院眼科 

9:50～10:15 E7-3 白內障手術時機及自費水晶體的探討 

戴明正 

三軍總醫院眼科 

10:15～10:30  休息 

10:30～10:55 E7-4 黑影滿天何時了----飛蚊症知多少？  

楊長豪  

台大醫院眼科 

10:55～11:20 E7-5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之預防與治療---葉黃素的迷思 

  陳立仁  

馬偕醫院眼科 

11:20～11:45 E7-6 眼皮整型手術---醫療乎?醫美乎?  

廖述朗 魏以宣 

台大醫院眼科 

11:45～12:00  綜合討論 



 

教育演講 8：① 男性勃起功能障礙治療的新進展 

② 男性更年期-神話? 或是科學?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BC 會議室 

主持人：謝汝敦、王起杰 

 

14:00～14:05 E8-0 引  言 

謝汝敦  王起杰 

14:05～14:30 E8-1 第 5 型磷酸二脂酶抑制劑(PDE5-I)於泌尿治療之最新進展  

黃世聰 

林口長庚醫院泌尿科 

14:30～14:55 E8-2 血管成形術治療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礙之最新臨床經驗  

王宗道 

台大醫院心臟內科 

14:55～15:20 E8-3 早洩之臨床指引與治療  

張進寶 

彰化基督教醫院泌尿外科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E8-4 老年男性之生育能力  

林永明 

成大醫院泌尿部 

16:05～16:30 E8-5 男性更年期之診斷與治療  

劉家駒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泌尿科 

衛福部屏東醫院泌尿科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教育演講 9：3C 產品之健康影響 

The health effect of 3C products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6:30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D 會議室 

主持人：柯志鴻 

 

14:00～14:10 E9-0 引  言 

柯志鴻 

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 

14:10～14:40 E9-1 3C 產品對眼睛的影響及處置之道  

陳瑩山  

臺北國泰醫院眼科 

14:40～15:10 E9-2 3C 產品對肌肉骨骼系統之健康效應  

梁蕙雯  

臺大醫院復健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9-3 智慧型手機成癮  

林煜軒  

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 

16:00～16:30 E9-4 網路遊戲與睡眠障礙  

柯志鴻  

高醫附院精神科 



 

臺灣醫學會 104 年「生物科技研習營」 

時  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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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癌症 

主持人：鄭安理（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09:00～09:05         開幕致詞 

張上淳 教授 

臺灣醫學會理事長 

台大醫學院院長 

09:05～09:10     引 言  

鄭安理 教授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09:10～09:35 1. 從癌症研究到臨床治療  

閻  雲 校長 

台北醫學大學 

09:35～10:00 2. 標靶治療的美麗與哀愁 

楊志新 教授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10:00～10:25 3. 突變、抗藥、免疫：癌症治療的明天  

許  駿 教授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10:25～10:45  休 息 

10:45～11:10 4. 微創、機械、影像：癌症手術新境界  

林明燦 教授  

台大醫院外科 

11:10～11:35 5. 光子、質子、重粒子：放射治療之繼往開來  

王駿瑋 醫師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11:35～12:00  問題與回答 

全體演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