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內科醫學會 107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演講會」節目程序表
12 月 1 日(星期六)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8:30 AM～10:00 AM
肝臟學最新進展
Recent advances in hepatology
主持人：高嘉宏、劉俊人

1:30 PM～3:00 PM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及相關併發症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co-morbidities
主持人：林孟志、林恒毅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及心臟心律不整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cardiac
1:30 PM
arrhythmia
蘇茂昌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

8:30 AM

B 型肝炎有機會根治嗎?
Can we cure hepatitis B?
曾岱宗 台大醫院內科部

9:00 AM

C 型肝炎的根治與治療後監
測
Cure and post-treatment
1:50 PM
surveillance of hepatitis C
戴嘉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肝膽胰內科

301
講堂

2:10 PM

9:30 AM

肝細胞癌的最新治療
New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2:30 PM
黃怡翔 台北榮民總醫院胃
腸科
2:50 PM

10:00 AM

Coffee Break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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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及糖尿病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diabetes mellitus
劉景隆 馬偕紀念醫院胸腔內科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及相關肝併發症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complicated
liver disease
杭良文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及慢性阻塞性肺
病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COPD
林嘉謨 新光醫院胸腔內科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全體講座
Coffee Break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301
講堂

12 月 1 日(星期六)
10:20 AM～12:00 PM

3:20 PM～5:00 PM

過敏性休克診療新進展
An update of anaphylactic shock
主持人：陳得源、陳怡行

精準醫療在腫瘤學的最新進展
The updated progress of precision medicine in medical
oncology
主持人：閻 雲、楊慕華

臨床症狀與機轉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10:20 AM mechanism
3:20 PM
謝佳偉 台中榮民總醫院過敏
免疫風濕科
診斷與治療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10:50 AM
3:25 PM
吳政翰 大林慈濟醫院過敏免
疫風濕科
周手術期過敏性休克：內科醫
師需要知道的事
What an internist should know
11:20 AM about peri-operative
3:45 PM
anaphylactic shock
陳怡行 台中榮民總醫院過敏
免疫風濕科

4:05 PM

討論
11:50 AM Q and A
全體講座

4:25 PM

4: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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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Open remarks
閻 雲 台北醫學大學癌症生物學與藥物
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腫瘤精準醫學概論
Overview of precision medicine in
oncology
顏家瑞 成大醫院血液腫瘤科

精準醫學在腫瘤免疫治療的應用
Precision medicine for optimization of
treatment population of immuno- oncology
林家齊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精準醫學在腫瘤標靶治療的應用
Precision medicine for optimization
treatment population in target therapy
謝佳訓 林口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液態生檢的最新進展
Updated progress of liquid biopsy in
oncology
劉峻宇 台北榮民總醫院腫瘤醫學部藥物
治療科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全體講座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1 日(星期六)
9:50AM～12:00PM
「Oral Presentation」
主持人：陳明豐
9:50AM
10:02AM

健康人血清尿酸升高與心電圖及心臟超音波左心室肥厚之相關性
張偉政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內科部
高敏感度心臟肌鈣蛋白 T 對於腎臟功能不全病人的急性心肌梗塞診斷價值
許程凱 基隆長庚醫院內科部腎臟科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菌造成腹腔內感染病人的特性在單一醫學中心十四年

10:14AM 的追蹤
蔡鈞州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感染及熱帶醫學科
隨機尿蛋白定量與 24 小時尿蛋白定量的良好相關性：以大型慢性腎臟病病人族群所
10:26AM 發展之 24 小時尿蛋白預估公式
陳奕廷 基隆長庚醫院內科部腎臟科

401
講堂

10:38AM
10:50AM
11:02AM
11:14AM

訊號強度係數預測主動脈瓣狹窄誘發心肌纖維化患者之長期預後
林志憲 奇美醫學中心內科部
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的 RAID 分數與憂鬱和焦慮的相關性
黃凱婧 大林慈濟醫院內科部過敏免疫風濕科
敗血症對急性心肌梗塞病人存活率之影響
劉恩劭 高雄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乳癌病患因化療藥物(Anthracycline)造成的心臟毒性之早期偵測 - 從臨床到實驗室
黃聖中 奇美醫學中心內科部心臟科
Dipyridamole 加上雙重抗血小板治療對急性心肌梗塞後病人長期死亡率和中風預防

11:26AM 的影響
王美慈 高雄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11:38AM 綜合討論
全體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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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
中心

12 月 1 日(星期六)
1:30 PM～3:00 PM

1:30 PM

1:50 PM

2:10 PM

2:30 PM

2:50 PM
3:00 PM

血管炎症候群診療新進展
An update of vasculitis syndrome
主持人：藍忠亮、謝松洲
血管炎簡介
Introduction
吳建陞 亞東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抗中性球細胞質抗體血管炎
ANCA vasculitis
李克仁 台大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巨細胞血管炎與高安氏血管炎
Giant cell arteritis and Takayasu arteritis
謝祖怡 台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過敏性肉芽腫性血管炎
Eosinophilic granulomatous polyangitis
何瑋立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討論
Q and A
全體講座
Coffee

Break

3:20 PM～5:00 PM

401
講堂

狼瘡疾病醫療新進展
New advances in lupus study
主持人：張德明、蔡文展
3:20 PM

3:25 PM

3:48 PM

4:11PM

4:34 PM

4:57 PM

前言
Introduction
張德明 台北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狼瘡病嗜中性白血球障礙
Neutrophil defect in SLE
蔡長祐 台北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狼瘡病的非編碼型 RNA：不只能做為生物標幟而已?
Non-coding RNA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more than a
biomarker?
呂明錡 大林慈濟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腸道微菌與全身性紅斑狼瘡
Microbiota and SLE
盧俊吉 三軍總醫院風濕免疫科
紅斑狼瘡新型治療:談生物製劑與小分子標靶藥
Novel treatment for SLE: bDMARDs & tsDMARDs
廖顯宗 台北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結語
Closing remarks
蔡文展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風濕免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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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1 日(星期六)
8:30 AM～10:00 AM

1:30 PM～3:00 PM

肺癌-由篩檢到治療
Lung cancer-from early diagnosis to
treatment
主持人：楊政達、陳育民

402
講堂

8:30 AM

空氣污染與肺癌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ir-pollution and lung cancer
洪仁宇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胸腔內科

8:50 AM

台灣的肺癌篩檢
Lung cancer screen in Taiwan
邱昭華 台北榮民總醫院胸腔
部

9:10 AM

非小細胞肺癌的免疫療法
The evolving role of
immunotherapy in NSCLC
楊景堯 台大醫院胸腔內科

9:30 AM

肺腺癌的標靶治療
Treatment of lung
adenocarcinoma by
molecular-targeted therapy
廖唯昱 台大醫院胸腔內科

9:50 AM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全體講座

10:00 AM

Coffee Break

非 ST 波段上升的急性冠心症：
新的策略對抗新的風暴
Non-ST 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new
strategy to the emerging perfect storm
主持人：黃瑞仁、林俊立
根據新臨床指引的藥物治療處置非 ST
波段上升的急性冠心症
1:30 PM
New guideline-based pharmacological
therapy for non-ST elevation ACS
謝宜璋 林口長庚醫院心臟內科
根據新臨床指引的介入治療處置非 ST
波段上升的急性冠心症
1:50 PM
New guideline-based interventional
therapy for non-ST elevation ACS
郭風裕 高雄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根據新臨床指引用來診斷及風險評估非
ST 波段上升的急性冠心症
New guideline-based diagnostic and risk
2:10 PM
stratification approach for non-ST
elevation ACS
王宇澄 亞洲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
從台灣全範圍急性冠心症登錄到台灣急
性冠心症糖尿病登錄看到急性冠心症臨
床指引順從性的改善
2:30 PM
Improvement of getting with ACS
guideline from Taiwan ACS-full spectrum
registry to ACS-DM registry in Taiwan
徐國基 新光醫院心臟內科

2:50 PM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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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全體講座
Coffee Break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1 日(星期六)
10:20 AM～12:00 PM

3:20 PM～5:00 PM

糖尿心血管疾病：從預防到治療的策略
Diabe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from prevention to
therapeutic strategy
主持人：江福田、林幸榮
糖尿病病人的心血管疾病負擔
台灣氣喘的現況成因與防治
Cardiovascular disease burden in
10:20 AM Bronchial asthma in Taiwan
3:20 PM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簡榮彥 台大醫院胸腔內科
林宗憲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心臟
內科
氣喘的診斷與評估
糖尿病病人是否低密度膽固醇愈低
Asthma：Diagnosis and
愈好?
10:45 AM monitoring
3:45 PM
Is LDL the lower the better for type 2
林聖皓 彰化基督教醫院胸腔內
diabetic patients?
科
葉宏一 馬偕醫院心臟內科
根據新臨床指引使用口服降血糖藥
氣喘的治療與處理
物改善第二型糖尿病病人的心血管
Asthma：Treatment &
結果
11:10 AM management
4:10 PM
New guideline-based oral anti-diabetic
周百謙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therapy to improve CV outcome for
胸腔內科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鄭書孟 三軍總醫院心臟內科
台灣成人氣喘診療指引
Asthma guideline-an update
主持人：薛尊仁、林慶雄

402
講堂

嚴重氣喘的防治與處理
Severe asthma：Prevention &
11:35 AM
management
鄭世隆 亞東紀念醫院胸腔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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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PM

糖尿病病人合併高血壓的新血壓治
療標的
New blood pressure target for diabetic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呂信邦 台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2 日(星期日)
8:30 AM～10:10 AM

1:30 PM～3:00 PM

腎臟學基礎研究的臨床應用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basic researches in
nephrology
主持人：李建德

腎臟科醫師執業時在想甚麼? －增進次專科醫師
間的相互了解
What and how do nephrologists practice?
-- Improv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specialists
主持人： 張哲銘

8:30 AM

8:55 AM

301
講堂
9:20 AM

9:45 AM

10:10 AM

腎性貧血治療的發展—以紅血
球生成素為例
Foreword: Developing treatment
of renal anemia--how ESAs were
invented
張哲銘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腎臟科
腎臟替代療法的過去和未來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李文欽 高雄長庚醫院腎臟科
從基礎腎臟學研究探討臨床腎
臟疾病各種挑戰－糖尿病腎病
變
A look from basic research of
pathogenetic mechanism to see
the growing challenges in clinical
nephrology: focused on diabetic
nephropathy
林俊良 嘉義長庚醫院腎臟科

腎臟的再生醫學發展--誘導性多
功能幹細胞
Regeneration medicine in
nephrology: iPS cells
李佳蓉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腎臟科

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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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同為內科醫師，您了解腎臟科醫
師在考慮甚麼嗎?
1:30 PM Foreword: As a physician, do you know
how the nephrologists think?
張哲銘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腎臟科
腎臟病相關檢驗室數據之臨床判讀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boratory
1:40 PM
tests
李柏蒼 高雄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腎臟病相關影像檢查之應用及判讀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2:00 PM the image studies
張浤榮 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腎 臟
科

腎臟病病人的藥物和非藥物治療對策
Pharmacological and
non-pharmacological strategies in
2:20 PM
patients with kidney diseases
王怡寬 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腎 臟
科

2:40 PM

腎臟科醫師怎麼治療透析病人?
What are the nephrologists doing to the
dialysis patients?
張哲銘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腎臟科

3:00 PM

Coffee Break

12 月 2 日(星期日)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0:20 AM～12:00 PM

3:20 PM～5:00 PM

外賓特別演講
Special lecture
主持人：張上淳
10:20 AM

10:25 AM

301
講堂

引言
Opening remarks
張上淳 台大醫學院

3:20 PM

An update on women’s
cancers

3:45 PM

Dr. Ana Maria Lopez, MD,
MPH, FACP
President,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4:10 PM

最新肺炎指引
Pneumonia guideline-an update
主持人：余忠仁、徐武輝
2018 社區型肺炎新知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update
2018
吳杰亮 台中榮民總醫院品質管理中心
院內感染肺炎
Hospital-acquired pneumonia &
ventilator-assoicated pneumonia update
2018
馮嘉毅 臺北榮民總醫院胸腔部
罕見致病菌之肺炎
Pneumonia with uncommon pathogens
李欣蓉 高雄榮民總醫院內科部感染科

David vs. Goliath: The secret
to success
11:10 AM

11:55 AM

Prof. Francis KL Chan,
Professor of Medicine,
Dean,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35 PM

總結
Closing remarks
張上淳 台大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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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肺炎之處置
Management of severe pneumonia
詹明澄 台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2 日(星期日)
8:30 AM～10:00 AM

1:30 PM～3:00 PM

內分泌急症：由臨床實例中學習
Endocrine emergencies: clinical case studies
主持人：蔡克嵩、陳思達、王治元、陳涵栩

8:30 AM

8:35 AM

401
講堂

8:55 AM

9:15 AM

9:35 AM

9:55 AM

10:00 AM

引言
Opening
蔡克嵩 遠東聯合診所內科

常見過敏病治療指引
Guidelines for common allergic diseases
主持人：呂克桓、林世昌
過敏性與非過敏性鼻炎
1:30 PM Allergic and non-allergic rhinitis
梁凱莉 台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科
慢性蕁麻疹
Chronic spontaneous urticaria
1:55 PM
洪維廷 台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
科
異位性皮膚炎
2:20 PM Atopic dermatitis
廖澤源 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

甲狀腺風暴
Thyroid storm
呂金盈 台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腎上腺危症
Adrenal crisis
張宏猷 林口長庚醫院內分泌暨
新陳代謝科
嗜鉻細胞瘤危症
Pheochromocytoma crisis
蘇登煌 遠東聯合診所內科
2:50 PM
腦下垂體中風
Pituitary apoplexy
林怡君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分泌
暨新陳代謝科
總結
Closing
陳涵栩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分泌
暨新陳代謝科
Coffee Break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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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Q and A
全體講座

Coffee Break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2 日(星期日)
10:20 AM～12:10 PM

3:20 PM～5:00 PM

神經內分泌腫瘤
Neuroendocrine tumor

發炎性腸道疾病診療的新進展
Recent adva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主持人：邱瀚模、邱正堂

主持人：葉振聲、簡銘男、李亭儀、
張慶忠

3:20 PM
引言
Opening
10:20 AM
葉振聲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
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引言
Opening
邱瀚模 台大醫院健康管理中心
發炎性腸道疾病的流行病學

3:25 PM

Epidemiology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 Is it underestimated?
莊喬雄 成大醫院胃腸科

401
講堂

臨床表徵
Clinical manifestation
10:25 AM
劉鳳炫 林口長庚醫院內分
泌暨新陳代謝科
病理和預後
10:50 AM Pathology and prognosis
孫家棟 台大醫院病理科
核醫運用
Nuclear medicine application
11:15 AM
張祐銓 林口長庚醫院核子
醫學科

發炎性腸道疾病的診斷與監測
3:55 PM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章振旺 馬偕醫院胃腸肝膽科

以生物製劑治療發炎性腸道疾病的新進
展
4:25 PM

Recent advance in biologic therapy for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最新治療
Update treatment
11:40 AM
吳婉禎 台大醫院內科部代
謝內分泌科
總結
Closing
12:05 PM
張慶忠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新陳代謝科

Diagnosis and surveillance of

凃佳宏 台大醫院內科部

4: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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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Closing
邱正堂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胃腸科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2 日(星期日)
8:30 AM～10:00 AM

1:30 PM～3:00 PM

2018 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DAROC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愛滋病毒感染的治療與控制新進展
Recent advances i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HIV
infection
主持人：洪健清、林錫勳

diabetes care 2018
主持人：許惠恒

8:30 AM

8:35 AM

402
講堂
9:00 AM

9:25 AM

9:50 AM

10:00 AM

引言
Opening
許惠恒 台中榮民總醫院內分
泌新陳代謝科
2018 糖尿病照護指引摘要
Summary of DAROC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iabetes
care 2018
李弘元 台大醫院內科部內分
泌新陳代謝科
特殊族群的糖尿病照護
Diabetes care in special
populations
李建興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內
分泌新陳代謝科
糖尿病藥物的新進展
New evolution for diabetes
management
朱志勳 高雄榮民總醫院內科
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1:30 PM

單一藥錠療法的時代及其對內科學的影
響
The advent of single-tablet regimen and the
impact of long-term treatment on internal
medicine
楊家瑞 亞東醫院內科部感染科

2:00 PM

功能性根治療法的前景與挑戰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 functional cure
for HIV infection
謝思民 台大醫院內科部感染科

2:30 PM

疫情防治及感染預防的新策略
New strategies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HIV infection
李佳雯 成大醫院內科部感染科

3:00 PM

Coffee Break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許惠恒 台中榮民總醫院內分
泌新陳代謝科
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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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2 日(星期日)
10:20 AM～12:00 PM

3:20 PM～5:00 PM

糖尿病腎臟疾病照護指引
DAROC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iabetes kidney disease 2018
主持人：辛錫璋

醫學倫理、法規、品質、兩性議題
主持人：吳俊穎

10:20 AM

10:25 AM

402
講堂
10:50 AM

11:15 AM

11:40 AM

引言
Opening
辛錫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台灣糖尿病腎臟疾病之概況
Current status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in Taiwan
林昆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糖尿病腎臟疾病病患的藥物
選擇及劑量調整
Choice and adjustment of
antidiabetic med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沈宜靜 台中榮總內科部內分
泌新陳代謝科
臨近與已透析糖尿病病患的
血糖照顧
Glucose management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pre-ESRD and ESRD
歐朔銘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
科部腎臟科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辛錫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

3:20 PM

腸道微菌叢植入治療特管辦法
吳俊穎 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轉
譯研究科

3:45 PM

遠距離的醫病關係
張耀懋 嘉義市衛生局

4:10 PM

# MeToo 的探討
華筱玲 台大醫院婦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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