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

大會特別演講

主題／演講人（服務單位）

1.沒有包袱的醫療改革／林奏延部長（衛生福利部）

2. Stem Cell-based Personalized Therapy for Precision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Professor Sean M. Wu, M.D., Ph.D. FACC
(Endowed Faculty Scholar of CHRI, Dept. of Medicine and
Cardiovascular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USA)

3. Ubiquitination Pathways in Oncogenic Signaling and Cancer
Therapy／Professor Hui-Kuan Lin, Ph.D. (Department of
Cancer Biology, Wake Fores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Winston Salem, NC27101, USA)

國內特別演講

主題／演講人（服務單位）

1.內科系：慢性 B 型肝炎的風險分級跟治療：朝向撲滅 B 型

肝炎病毒感染／高嘉宏教授（臺大醫學院內科）

2.外科系：複雜性先天性心臟病外科治療之我見／張重義教授

（馬偕醫學院外科）

3.基礎醫學系：囊泡傳遞系統：細胞的運轉中心／李芳仁教授

（台大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專題討論

主題／主持人（服務單位）

1.失智症診斷與分子影像新發展／鄭澄意、黃文盛（三軍總醫

院、台北榮民總醫院核醫科）

2.目前在介入放射和腔內血管治療的進展和技術／王水深、吳

毅暉（臺大醫院外科部）

3.發展兒科學最新進展／鐘育志（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小兒神經科）

4. DRG制度面面觀／李伯璋（中央健保署）

5.胰臟癌的診斷與治療新進展／廖偉智（台大醫院內科部）

6.尿失禁之處理新進展／林鶴雄、余宏政（臺大醫院婦產部、

臺大醫院泌尿部）

7.老年人高血壓之診療／江福田（臺大醫院內科部）

8.點亮台灣—人人有家庭醫師／李孟智、陳慶餘（衛生福利

部台中醫院、臺大醫學院家醫科）

9.器官移植新進展／陳肇隆、李伯璋（高雄長庚醫院外科、中

央健保署）

10.癌症免疫治療新進展／鄭安理（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11.高血脂治療與預防的現況／陳明豐（臺大醫院內科）

12.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醫療照護／邱泰源、蔡甫昌（台大醫院家

醫科、台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

13.肝癌治療新進展／李伯皇、許駿（台大醫院外科、臺大醫院

腫瘤醫學部）

教育演講

主題／主持人（服務單位）

1.與全身性疾病相關的眼疾—診斷與治療／楊長豪（臺大醫

院眼科部）

2.膀胱過動症及膀胱功能低下症治療之新進展／王炯珵、郭漢

崇、莊燿吉（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泌尿科、花蓮慈濟醫學中

心、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泌尿科）

3.臨床檢驗之有效運用與管理／盧章智（林口長庚醫院檢驗醫

學科）

4.勝任能力導向住院醫師訓練—Milestones 與 EPAs 的應用

／周致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

5.老年人的虛弱與肌少症／戴東原、林正介（台北仁濟院、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6.退化性膝關節炎之保守治療新進展／蔡文鐘（林口長庚醫院

復健科）

7.睡眠評估的新介面／李信謙（雙和醫院精神科）

8.甲狀腺疾病：從碘營養到臨床處置／林仁德、曾芬郁（林口

長庚醫院、臺大醫院內科）

9.偏頭痛最新進展／傅中玲（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科）

10.糖尿病治療新知—新藥與其安全性／莊立民（臺大醫院內

科）

高峰論壇

1.國家級 C 型肝炎防治計畫的建構與執行／高嘉宏、余明隆

（臺大醫學院內科、高雄醫學大學內科）

2.臨床試驗重大訊息揭露／陳建煒、張燿懋（臺大醫學研究

部、臺北醫學大學醫管所）

生物科技研習營

主題：揭開精神疾病的神秘面紗／高淑芬（臺大醫學院精神

科）

臺灣醫學會
100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號景福館 3樓
電話：(02)2331-0558．(02)2382-1783
傳真：(02)2389-6716

To:
印 刷 品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1958號

開會通知．請提前拆閱

2 臺灣醫學會第 109屆總會016
台灣醫學週

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

時 間：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一號）地 點：



節 目 表

日期 11 月 12 日（星期六） 11 月 13 日（星期日）

會議室

時間 上 午
9:00-12:00

下 午
14:00-17:00

上 午
9:00-12:00

下 午
14:00-17:00

102

教育演講 1：

與全身性疾病相關的眼疾

—診斷與治療

主持人：楊長豪

【醫學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2：

膀胱過動症及膀胱功能低下

症治療之新進展

主持人：王炯珵、郭漢崇

莊耀吉

【醫學課程 3.6分】

國內特別演講：

內科系：高嘉宏教授（台大

醫學院內科）

外科系：張重義教授（馬偕

醫學院外科）

基礎醫學系：李芳仁教授

（台大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

所）

【醫學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10：

癌症免疫治療新進展

主持人：鄭安理

【醫學課程 3.6分】

103

專題討論 1：

失智症診斷與分子影像新發

展

主持人：鄭澄意、黃文盛

【醫學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4：

DRG制度面面觀

主持人：李伯璋

【醫療法規 3.6分】

專題討論 7：

老年人高血壓之診療

主持人：江福田

【醫學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11：

高血脂治療與預防的現況

主持人：陳明豐

【醫學課程 3.6分】

201A

專題討論 2：

目前在介入放射和腔內血管

治療的進展和技術

主持人：王水深、吳毅暉

【醫學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5：

胰臟癌的診斷與治療新進展

主持人：廖偉智

【醫學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8：

點亮台灣—人人有家庭醫師

主持人：李孟智、陳慶餘

【醫學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12：

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醫療照護

主持人：邱泰源、蔡甫昌

【醫療法規 3.6分】

201F

專題討論 3：

發展兒科學最新進展

主持人：鐘育志

【醫學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3：

臨床檢驗之有效運用與管理

主持人：盧章智

【醫學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9：

器官移植新進展

主持人：陳肇隆、李伯璋

【醫療法規 3.6分】

專題討論 13：

肝癌治療新進展

主持人：李伯皇、許駿

【醫學課程 3.6分】

201B

開幕典禮、大會特別演講

恭請 陳建仁副總統致詞

大會特別演講：

1.衛生福利部／林奏延部長

2. Prof. Sean M. Wu

(Endowed Faculty Scholar

of CHRI, Dept. of

Medicine and

Cardiovascular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USA)

3. Prof. Hui-Kuan Lin

(Department of Cancer

Biology, Wake Fores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Winston Salem,

NC27101, USA)

高峰論壇 I：

國家級 C 型肝炎防治計畫的

建構與執行

主持人：高嘉宏、余明隆

【醫學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5：

老年人的虛弱與肌少症

主持人：戴東原、林正介

【醫學課程 3.6分】

高峰論壇 II：

臨床試驗重大訊息揭露

主持人：陳建煒、張耀懋

【醫療法規 3.6分】

201C

201D

201E

三樓大會堂

教育演講 6：

退化性膝關節炎之保守治療

新進展

主持人：蔡文鐘

【醫學課程 3.6分】

----

專題討論 6：

尿失禁之處理新進展

主持人：林鶴雄、余宏政

【醫學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4：

勝任能力導向住院醫師訓練

—Milestones與 EPAs的應用

主持人：周致丞

【醫學課程 3.6分】

----

教育演講 7：

睡眠評估的新介面

主持人：李信謙

【醫學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9：

偏頭痛最新進展

主持人：傅中玲

【醫學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8：

甲狀腺疾病：從碘營養到臨

床處置

主持人：林仁德、曾芬郁

【醫學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10：

糖尿病治療新知—新藥與其安

全性

主持人：莊立民

【醫學課程 3.6分】

生物科技研習營

主題：揭開精神疾病的神秘

面紗

主持人：高淑芬

----

101、1 樓走
廊、休息區

臺灣醫學會醫療展示會

※詳細演講程序及演講摘要內容公布於本會網站【www.fma.org.tw】



執業執照積分、各專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一覽表

【

臺
灣
醫
學
會】

執
業
執
照
積
分

11 月 12日 11月 13日

上 午 下 午 上 午 下 午

醫學課程 3.6 分
醫療品質 0.8 分

【大會特別演講】

醫學課程 3.6 分
醫療法規 3.6 分
【專題討論 4】

醫學課程 3.6 分
醫療法規 3.6 分
【專題討論 9】

醫學課程 3.6 分
醫療法規 3.6 分
【專題討論 12】
【高峰論壇Ⅱ】

其
他
各
專
科
醫
學
會
積
分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內科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外科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兒科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內分泌暨糖尿病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申請中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5點
台灣內分泌外科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尿禁學會：申請中

台灣肝癌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泌尿科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急診醫學會：乙類 12點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神經學學會：申請中

台灣高血壓學會：申請中

台灣移植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麻醉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復健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睡眠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精神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頭痛學會：申請中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申請中

台灣臨床病理檢驗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醫院整合醫學學會

2016台灣醫學週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暨臺灣醫學會第 109屆總會報名表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www.fma.org.tw，網路報名更方便，歡迎多加使
用線上報名。

傳真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後，將繳費收據連同報名表一併傳

真至（02）2389-6716。

付款方式：

金額：1,500元
銀行：銀行名稱／彰化銀行台北分行（代碼 009），

帳號／ 50120106979100
戶名／社團法人臺灣醫學會（若以 ATM轉帳請務必

傳真轉帳收據或來電告知帳號末五碼以利核帳）
郵政劃撥：劃撥帳號／ 14868233，

戶名／社團法人臺灣醫學會

注意事項：

住院醫師或醫學院學生，完成報名後請將識別證或學生證影印傳真
至（02）2389-6716。
此次活動臺灣醫學會授予衛生福利部醫師執業執照分數，同時段有
醫學課程與醫療品質、感染控制課程時需擇一取得積分；其他專科
醫學會亦將授予專科醫師繼續教育積分。非會員欲取得積分者必須
報名並繳交註冊費。（詳細積分公佈於本會網站）。
與會者必須於上課前於講堂門口刷大會名牌進場並於下課時刷退，
取得積分。
煩請於 10月 31日以前完成報名手續並繳清費用，未完成繳費程序，
視同未報名。報名完成後因故無法出席，費用恕不退還。
報名成功確認查詢請上臺灣醫學會網站 www.fma.org.tw查詢。
未盡事宜請洽：（02）2382-1783、2331-0558（分機 11古小姐）。

專科醫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辦法

請親自持身份證於報到處報到後，以大會名牌於各課程時段會場前刷

卡，授與繼續教育積分。非本會會員且無報到名牌者，請於該專科會場前

「專科學分簽名單」簽名。積分數請參考「繼續教育積分一覽表」。

非臺灣醫學會會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辦法

請事先報名繳交註冊費，開會會期於「非臺灣醫學會會員」報到處，

親自持身份證報到領取大會名牌後，才可取得執業執照積分刷卡資格。

執業執照積分申請辦法

與會者必須親自持身份證報到領取大會名牌後於講堂外

刷卡進場，並於下課時刷退，請務必於同台電腦刷進刷退，

授與執業執照積分。同一時段若有兩種類別以上課程，僅能

擇一類取得積分，兩類都刷卡將導致無法判別授與積分類

別。積分數請參考「繼續教育積分一覽表」。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辦法

※臺灣醫學會會員免報名、免註冊費直接現場報到。

※非臺灣醫學會會員事先報名註冊費 1,500元，現場報名註冊費 2,000元。

※歡迎住院醫師或醫學院學生報名參加，免收註冊費請提供證件影本以便確認。

姓 名 □住院醫師 □醫學生 電 話

身 份 證 字 號
（請 務 必 填 寫）

電 子 信 箱 或 傳 真

通 訊 地 址

付 款 方 式 □免費 □郵局劃撥 □銀行轉帳（帳號末五碼） 日期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交通及週邊停車場資訊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號 TEL: 02-2725-5200 www.ticc.com.tw

搭乘公車

˙基隆路「世貿中心站」：

258．292．293．611．284．
294．282．20．625
˙莊敬路「世貿中心站」：

22．37．226．288
˙信義路「世貿中心站」：

294．202．207．信義幹線

搭乘捷運

˙搭乘象山線至「台北 101/世貿」站
下車「1號出口」。

搭乘台鐵／高鐵

1.高鐵至「台北車站」下車。
2.搭乘象山線至「台北 101/世貿」站
下車

3.參閱捷運資訊說明。

自行開車前往

˙行經「光復南路」：

左（右）轉信義路→左轉基隆路→右

轉 1-6號道路→右邊可直接進入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

˙行經「基隆路」：

1.由南往北：
過信義路，右轉 1-6號道路→右邊
可直接進入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停

車場。

2.由北往南（不行經地下道）：
左轉仁愛路→右轉市府路→右轉

信義路→

右轉 1-6號道路→左邊可直接進入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

˙行經「信義路」：

左（右）轉基隆路→右轉 1-6 號道
路→右邊可直接進入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停車場。

停車場收費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每小時 50元
其餘地下停車場／平面停車場：

每小時 40元～70元。

Luncheon Symposium 1:
時間：11月 13日中午 12：15～13：15
地點：201F會議室（臺灣諾華公司）

『智慧醫療論壇』

1.個人化醫療時代—精準醫療趨勢下的科技應用與服務

2.醫療電子與醫療 IT系統

3.智慧醫療與大數據分析

˙時間：11月 11日
˙地點：201會議室

（DIGITIMES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