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內科醫學會 110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演講會」節目程序表
12 月 4 日(星期六)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8:30 AM～10:05 AM

1:30 PM～3:10 PM

2021 慢性穩定性冠心症防治的新觀念、
實證、與臨床應用

放射性同位素藥物在癌症治療的最新發展

2021 TSOC chronic coronary

New frontiers of radiopharmaceuticals in cancer

syndrome(CCS) guidelines

therapy

主持人：侯嘉殷、殷偉賢、翁國昌、

主持人：陳立宗、許 駿

謝宜璋、江晨恩
引言
8:30 AM

引言

Opening remarks
侯嘉殷 馬偕醫院心臟內科

1:30 PM

Open remarks
陳立宗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

慢性冠心症診斷的影像學選
擇
8:35 AM

核醫診療學之最新進展

How to select imaging study-

1:35 PM

the way forward
吳彥雯 亞東醫院心臟血管內
科

301
講堂

9:00 AM

9:25 AM

Theranostics in nuclear medicine
柯冠吟 台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核子醫
學科

終身服用阿斯匹靈在次級預

全身性放射性同位素藥物治療的最新進

防的風險與益處

展

Lifelong aspirin for secondary

2:05 PM

Systemic therapy using

prevention: risks and benefits
蘇峻弘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心臟內科

radiopharmaceuticals
陳國興 台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腫瘤內
科部

冠狀動脈介入與藥物治療：

局部放射性同位素藥物治療的最新進展

支架置放與否的抉擇

Regional therapy using

PCI vs medical therapy-- To

2:35 PM

radiopharmaceuticals
李潤川 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腹部

stent or not to stent?
趙庭興 成大醫院心臟內科

影像醫學科

討論時間
9:50 AM

Q and A
江晨恩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研
部臨床試驗科

結語
3:05 PM

結語
10:00 AM

10:05 AM

Closing remarks
許 駿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Closing remarks
江晨恩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研
部臨床試驗科
Break

3: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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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4 日(星期六)
10:20 AM～12:05 PM

3:20 PM～5:00 PM

2021/2022 高血壓治療指引研討會

新冠疫情下的血栓與止血問題

2021/2022 TSOC-THS hypertension

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 problems in an era of

guideline
主持人：侯嘉殷、林幸榮、趙庭興、
張坤正、林宗憲、高憲立

COVID-19
主持人：周文堅、高志平
引言

引言
10:20 AM Opening remarks
侯嘉殷 馬偕醫院心臟內科

3:20 PM

Opening remarks
周文堅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高血壓在定義與分級的新實
證
10:25 AM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新冠肺炎之血液面相的改變?
3:25 PM

hypertension
江晨恩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研
部臨床試驗科

What does COVID-19 do to your blood?
張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

何時、何地、何方式量測血
壓？談量測血壓的妥適性與
診斷的正確性
Diagnosis including optimal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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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AM

新冠肺炎之血液凝固異常、栓塞出血

method to measure BP in
patients with AF, out-of-office
BP (HBPM and ABPM) &

Hemorrhage/thrombosis in COVID-19
3:55 PM

central aortic pressure
鄭浩民 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
內科

patients
翁德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血
液腫瘤科

高血壓的非藥物治療
11:15 AM Non -pharmacological therapy
李應湘 馬偕醫院心臟內科

新冠疫苗之血栓風險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高血壓的藥物治療與應達目
11:35AM

4:25 PM

syndrome, TTS (vaccine-induced immune

標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a, VITT)

Goal & drug therapy
王宗道 臺大醫院心臟內科

周聖傑 臺大醫院內科部血液科

結語

總結

12:00 PM Closing remarks

4:55 PM

高憲立 臺大醫院心臟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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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remarks
高志平 臺北榮民總醫院血液腫瘤科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4 日(星期六)

9:00 AM～12:15 PM

Oral Presentation
9:00 AM

新冠肺炎死亡案例探討- 某醫學中心回溯性研究
盧德恩 萬芳醫院內科部

荷爾蒙陽性乳癌病人使用 CDK4/6 抑制劑 palbociclib 造成白血球低下暨腹膜透析病藥
9:12 AM 物動力學分析
黃冠榕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9:24 AM

免疫球蛋白療法改善患有巨細胞病毒血症感染合併重症之風濕疾病病人預後
廖昶虹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

已痊癒的和進行中的 C 型肝炎病毒感染以及第一基因型是腎功能正常者出現蛋白尿
9:36 AM 的危險因子：以人群為基礎之橫斷型研究
陳奕嘉 永康奇美醫院內科部
慢性 C 型肝炎使用 DAA 治療後的免疫反應是否與活體肝移植術後膽道併發症和急性
9:48 AM 排斥有關？
林淑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胃腸肝膽科系

401
講堂

10:00 AM

影響血液透析病人生活品質之因子相關性分析
林威 基隆長庚醫院內科部腎臟科

10:12 AM

臺灣全身紅斑性狼瘡病人之 HLA-DR 基因型
顏昌毅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部

10:24 AM

比較亞洲雙葉型主動脈瓣與三葉型主動脈瓣之患者在中重度以上主動脈逆流之不同
張皓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

10:36 AM

探討敗血性心肌病變與敗血症病人死亡率的關聯性：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
林裕民 奇美醫學中心內科部

10:48 AM

利用深度學習模型結合心電圖及胸部 X 光片來診斷主動脈剝離
劉威廷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

比較以混合療法及高劑量二合一療法作為幽門螺旋桿菌第一線治療之效益:一前瞻
11:00 AM 性隨機研究
劉安哲 高雄長庚醫院內科部胃腸肝膽系
11:12 AM

臺灣末期腎病變患者的血液項分析：一個醫學中心的橫斷研究
吳品翰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

11:24 AM

比較門脈和囊微靜脈侵犯對早期肝癌切除預後的影響
盧威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內科部

11:36 AM

臺灣 COVID-19 病患住院中次發性感染之樣態分析
黃瑞昌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感染科

生物製劑抑制乾癬性關節炎病人的頸動脈內膜增厚:比較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與非
11:48 AM 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的保護效果
顏在弘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過敏免疫風濕科
1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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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星期六) 1:30 PM～3:00 PM
新冠病毒對內分泌系統的影響
COVID‑19 and the endocrine system
主持人：曾芬郁、簡銘男
1:30 PM

引言
Opening
曾芬郁 臺東基督教醫院內科部

1:35 PM

新冠病毒的入侵與致病機制
Viral entry and cellular pathogenesis
林志弘 臺大醫院內科部代謝內分泌科

1:55 PM

2:15 PM

2:35 PM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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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PM

新冠病毒對腎上腺與甲狀腺的影響
COVID‑19 and adrenal/ thyroid glands
周振凱 高雄長庚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新冠病毒對性腺的影響
COVID‑19 and gonads
王舒儀 彰化基督教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新冠病毒對骨與副甲狀腺的影響
COVID‑19 and bone and parathyroid
邱偉益 臺大醫院內科部代謝內分泌科
結語
Closing
簡銘男 馬偕紀念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3:00 PM

Break
12 月 4 日(星期六) 3:20 PM～5:00 PM
雄性素治療
Androgen therapy
主持人：林宏達、張慶忠

3:20 PM

3:25 PM

引言 Opening
林宏達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雄性素治療在男性的優點
Androgen therapy in men: The advantages
陳思綺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3:55 PM

雄性素治療在男性的缺點
Androgen therapy in men: The disadvantages
蘇登煌 遠東聯合診所新陳代謝科

4:25 PM

雄性素治療在女性：不行或選擇用?
Androgen therapy in women: Never or sometimes?
吳婉禎 臺大醫院內科部代謝內分泌科

4:55 PM

結語
Closing
張慶忠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部新陳代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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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

12 月 4 日(星期六)
8:30 AM～10:00 AM

1:30 PM～3:00 PM

發炎性風濕病的全面與智慧醫療
Comprehensive and smart treatment
for inflammatory rheumatic diseases
主持人：蔡長祐、謝松洲

注射型控糖治療藥物的新紀元
The new era of injectable hypoglycemic agents
主持人：許惠恒、陳榮福

概述
8:30AM

引言

Overview
蔡長祐 臺北榮民總醫院

1:30 PM

過敏免疫風濕科

許惠恒 臺北榮總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
科

以第六介白質為標的之

胰島素過去現在未來的發展方向

治療
8:33AM

Open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L-6 as a target of

1:35PM

treatment

strategy of insulin
洪晧彰 高雄榮民總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

王愷君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代謝科

內科部過敏免疫風濕科
第十七 T 細胞與第十七
介白質
8:46 AM

Th17 cells and IL-17 in

2:00 PM

inflammation
黎子豪 新光醫院內科部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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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型腸泌素的全新升級演變
The most update of injectable incretin
張恬君 臺大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
謝科

過敏免疫風濕科
第二十三介白質角色與

混合胰島素及腸泌素治療的應用契機

抗二十三介白質治療
9:09 AM

The opportunity of combined insulin and

The role of IL-23 and

2:25 PM

anti-IL-23 therapy

incretin treatment
王俊興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

呂政勳 臺大醫院內科部

陳代謝科

風濕免疫科
漫談標靶性病程修飾抗
風濕病藥物
9:32 AM

Talking about target
synthetic DMARDs

綜合討論

謝祖怡 臺中榮民總醫院
內科部過敏免疫風濕科

2:50 PM

討論及結語

Panel discussion
陳榮福 高雄長庚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
代謝科

Panel discussion and
9:55 AM closing remark
謝松洲 臺大醫院內科部
風濕免疫科
10:00AM

Break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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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4 日(星期六)
10:20 AM～12:00 PM

3:20 PM～5:00 PM

新冠肺炎與糖尿病照護

新診斷糖尿病人的治療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diabetes
mellitus
主持人：曾慶孝、陳清助

COVID 19 and diabetes mellitus care
主持人：黃建寧、林時逸
引言

引言

Opening
10:20 AM 黃建寧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3:20 PM

陳代謝科

糖尿病與新冠病毒的關係

臺灣新診斷糖尿病患現況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ly
3:25 PM

diagnosed diabetes patients in Taiwan

范綱志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內科

沈宜靜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內分

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泌新陳代謝科
新診斷糖尿病患治療惰性及合併治

新冠肺炎流行期間糖尿病照護

療

的一般原則
10:50AM

曾慶孝 臺大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

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10:25 AM diabetes and COVID 19

402
講堂

Opening

General principle of diabetes care
during COVID 19 pandemic era

The treatment inertia and
3:50 PM

combination therapy in newly
diagnosed diabetes patients

陳柏蒼 奇美醫院內科部內分泌

沈峰志 高雄長庚醫院內科部內分泌

新陳代謝科

新陳代謝科

確診 COVID 19 糖尿病住院患者
的高血糖處理

年輕第二型糖尿病患挑戰及治療

Management of hyperglycemia

The challenge and treatment of young

11:15 AM during hospitalization for diabetic
patients with COVID 19 infection

4:15 PM

楊宜瑱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林志弘 臺大醫院內科部內分泌新陳
代謝科

內科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綜合討論
11:40 AM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林時逸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第6頁

4:40 PM

Panel discussion
陳清助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內科部新陳代謝科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5 日(星期日)
8:30 AM～10:00 AM

1:30 PM～3:00 PM

心衰竭治療的最新進展---由治療邁向預防

胸腔癌症治療新進展

Progress in the management of heart

Recent advances in thoracic cancer treatment

failure---from treatment to prevention

主持人：施金元、何肇基

主持人：李啟明、王兆弘、王俊傑

引言

引言
8:30 AM Opening remarks

1:30 PM

李啟明 臺大醫院心臟內科

施金元 臺大醫院胸腔內科

藥物治療新進展
8:35 AM

Opening remarks

Emerging pharmacotherapy --from advanced HFrEF to HFpEF

肺癌標靶藥物治療新進展
1:35 PM

Update of TKIs in lung cancer treatment
楊景堯 臺大醫院胸腔內科

洪崇烈 馬偕紀念醫院心臟內科
植入性電生理裝置

非小細胞肺癌免疫治療新進展

Implantable electrophysiology
8:55AM

devices---therapeutic or
monitoring
王俊傑 林口長庚醫院心臟血管
內科

1:55 PM

The evolving role of immunotherap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林建中 成大醫院胸腔內科
小細胞肺癌、間皮瘤和胸腺腫瘤治療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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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AM

機械性循環輔助裝置

的進展

Mechanical circulation

Update of treatment of SCLC,

supports---bridging or destination

2:15 PM

mesothelioma and thymic tumors.The

蔡孝恩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心臟

evolving role of immunotherapy.

血管外科

陳焜結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
內科

跨領域整合性照護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ed
care---from acute
非小細胞肺癌基因檢測概論

decompensation to secondary
9:35AM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genetic

prevention

2:35 PM

--- HF-PAC for secondary
prevention, the role of general

testing in NSCLC
邱昭華 臺北榮民總醫院胸腔部

practitioner in HF care
王玟樺 高雄榮民總醫院心臟內
科
結語
9:55AM

結語

Closing remarks
王俊傑 林口長庚醫院心臟血管
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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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PM

Closing remarks
何肇基 臺大醫院胸腔內科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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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賢

間質性肺病最新進展
An update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主持人：高國晉、林慶雄
引言

引言
10:20 AM Opening remarks
張上淳 臺大醫學院

3:20 PM

Opening remarks
高國晉 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
漫談間質性肺病

3:25 PM

Spectrum of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
溫岳峰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胸腔內科

Dr. George M. Abraham,

特發性肺纖維化最新臨床證據

10:25 AM President,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 update of IPF
3:55 PM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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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弘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部
胸腔暨重症系
漸進性肺纖維化疾病定義說明與自然病
程介紹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Internal
11:10 AM Medicine

4:25 PM

The termin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of
progressive fibrosing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
黃堂修 成大醫院胸腔內科

總結
11:55 AM Closing remarks
張上淳 臺大醫學院

4: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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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Closing remarks
林慶雄 彰化基督教醫院胸腔內科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5 日(星期日)
8:30 AM～10:00 AM

1:30 PM～3:00 PM

腎臟病之凝血病變
Coagulopathies in kidney disease
主持人：黃尚志、吳明儒

新陳代謝異常與消化道疾病
Metabolic derangement and digestive diseases
主持人：高嘉宏、楊偉勛
新陳代謝異常與肝臟疾病
Metabolic derangement and liver

慢性腎臟疾病之出血傾向
Bleeding tendency in patients
8:30 AM

1:30 PM

黃志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肝膽

with renal dysfunction: Uremic

胰內科

coagulopathy

新陳代謝異常與食道疾病

邱怡文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腎臟科

diseases

1:50 PM

Metabolic derangement and esophageal
diseases
曾屏輝 臺大醫院消化內科

腎功能不全患者心房顫動之抗
凝血治療：抗血小板藥物，傳統
新陳代謝異常與大腸腫瘤

或新型抗凝血藥物？

401
講堂

8:55 AM

The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for
arterial fibrillation in patients

2:10 PM

Metabolic derangement and colorectal
neoplasms
林裕民 新光醫院胃腸肝膽科

with renal dysfunction:
Antiplatelet, warfarin and NOACs
賴台軒 臺大醫院內科部腎臟科
獨特的腎臟血栓性血管病變：非
典型溶血性尿毒症候群

腸道微菌與代謝症候群

The unique thrombotic
9:20 AM

microangiopathy in kidney:

2:30 PM

Atypical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 (aHUS)

Microbiota and Metabolic Diseases
吳俊穎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
資訊研究所

陳呈旭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腎臟科
綜合討論
9:45 AM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2:50 PM

主持人暨全體講座
10:00 AM

Panel discussion
主持人暨全體講座

Break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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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5 日(星期日)
10:20 AM～12:00 PM

3:20 PM～5:00 PM

2021 年最新全球腎臟病改善成果
治療指引介紹
2021 Update of KDIGO guidelines in kidney
disease

胃食道逆流處置之新進展
Recent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主持人：盧俊良、陳健麟

主持人：林石化、唐德成

胃食道逆流診斷之先進食道功能
引言

檢查

10:20 AM Opening remarks

3:20 PM

林石化 三軍總醫院腎臟內科

Novel esophageal functional tests
for GERD
雷尉毅 花蓮慈濟醫院腸胃內科

2021 年全球腎臟病改善成果治療
指引之慢性腎臟病患者血壓治療臨

喉咽反流處置之新進展

床指引
10:25 AM

2021 KDIG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on the management of

Laryngopharyngeal reflux disease
3:40 PM

連漢仲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blood pressure in chronic kidney

胃腸肝膽科

disease

401
講堂

(LPRD): An update

吳家兆 三軍總醫院腎臟內科
新一代的胃食道逆流藥物治療：

2021 年全球腎臟病改善成果治療

鉀離子競爭性胃酸抑制劑

指引關於貧血管理最佳策略的爭論
10:55 AM 2021 KDIGO controversies in optimal

4:00 PM

anemia management

P-CAB: New generation of acid
suppressive agent for GERD
郭昭宏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郭克林 臺北慈濟醫院腎臟內科

胃腸內科

2021 年全球腎臟病改善成果治療
指引之中央及周邊動脈疾病與慢性

內視鏡抗逆流手術之新進展

腎臟疾病病人照護和預後最佳共識
11:25 AM

2021 KDIGO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s in chronic kidney

Endoscopic anti-reflux surgery for
4:20 PM

GERD: An update
陳建全 臺大醫院內科部胃腸肝

disease: Best consensus to improve

膽科

patient care and outcomes
吳建興 高雄長庚醫院腎臟內科
總結

討論及結語

11:55 AM Closing remarks

4:40 PM

唐德成 臺北榮民總醫院腎臟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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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closing
全體講座暨主持人

台大醫
院國際
會議中
心

12 月 5 日(星期日)
8:30 AM～10:00 AM

1:30 PM～3:00 PM

COVID-19 世紀災難探究
Exploring the disaster of the COVID-19
century
主持人：王復德

免疫異常患者選用新冠病毒疫苗之策略與安全
Safety of SARS-CoV-2 vaccination and strategy of
vaccine choice in patients with immune dysfunction
主持人：劉扶東、顏正賢、陳得源

SARS-CoV-2 基因突變與演化
分布
引言

SARS-CoV-2 mutations,
8:30 AM

1:30 PM

evolution and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pening
劉扶東 中央研究院

劉伯瑜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
部感染科
新冠病毒疫苗之開發策略與疫苗造成血

COVID-19 流行病學及未來

栓(VITT)之免疫機轉

Epidemiology and the future of
8:55 AM

1:35 PM

COVID-19
黃鈴茹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

402
講堂

vaccine and the mechanism of
vaccine-related VITT
謝世良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

部感染科

使用免疫抑制劑患者選用新冠病毒疫苗

COVID-19 感染控制

之最佳策略

The infection control of
9:20 AM

Developmental strategy of SARS-CoV-2

COVID-19

2:00 PM

楊雅頌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感

An optimal strategy of SARS-CoV-2
vaccine choice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全以祖 國 泰 醫 院 內科部風 濕 免 疫 科

染科

自體免疫病患者選用新冠病毒疫苗之策
略與效用
2:25 PM

討論及結語
9:45 AM

Discussion and clos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rategy of
SARS-CoV-2 vaccine choice in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diseases
陳信華 臺中榮民總醫院一般內科

全體講座暨主持人

討論及結語
2:50 PM

Discussion and closing
全體講座暨主持人

10:00 AM

Break

3:00 PM

第 11 頁

Break

台大
醫院
國際
會議
中心

12 月 5 日(星期日)

10:20 AM～12:00 PM

3:20 PM～5:00 PM

COVID-19 世紀災難未來
The future of COVID-19 catastrophe
主持人：張峰義

醫學倫理、法規、品質、兩性議題
主持人：吳俊穎

COVID-19 治療進展
10:20 AM

COVID-19 treatment progress
王振泰 臺大醫院內科部感染
科

3:20 PM

臺灣遠距醫療的規劃及法規
劉越萍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COVID-19 的氧氣治療與呼吸
器使用
10:45 AM

402
講堂

遠距醫療的應用以及國際法規

Oxygen and pharmacologic
therapy mechanical ventilation

3:45 PM

吳俊穎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資
訊研究所

in COVID-19
張厚台 亞東醫院重症醫學部

COVID-19 檢驗及篩檢
The inspection and screening of
11:10 AM COVID-19
盧柏樑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內科部感染科

高齡少子化的性別思考
4:10 PM

療中心

COVID-19 疫苗
11:35 AM

林靜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

COVID-19 vaccines
謝思民 臺大醫院內科部感染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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