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臺灣醫學會春季學術演講會 

高雄醫學大學 6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62週年院慶系列活動 

 

108年 6月 22日（星期六）下午 

時間 第一會議室 第一講堂 第二講堂 

13:30~ 

15:00 

專題討論 1：精準與人工智慧

醫療 

座長：傅尹志執行長（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

籌設營運處） 

S1-1  智能物聯網於智慧醫療

的發展 

AIO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healthcare 

講者：黃明國副院長（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S1-2  以人為本的人工智慧醫

療 

People-oriented AI 

Medical 

講者：傅尹志執行長（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

籌設營運處） 

專題討論 2：腸道微菌叢的

熱點議題 

座長：吳登強副院長（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S2-1  台灣微菌叢植入治療

元年 

The starting year of 

Taiwan’s FMT 

講者：吳俊穎主任（臺北榮民

總醫院醫學研究部轉

譯研究科） 

S2-2  從腸-腦軸到腸-心軸
From Gut-Brain axis to 

Gut-Heart axis 

講者：吳明賢理事長（消化醫

學會理事長、台大醫院

內科部主任） 

專題討論 4：倫理與法律 

座長：莊萬龍副院長（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S4-1  論文寫作的倫理議題

Ethical issues on writing 

scientific papers 

講者：蔡文展教授（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S4-2  病人自主與醫療決定－

案例分析 

Patient autonomy and 

medical decision－Case 

analysis 

講者：王伊忱律師（耀門法律

事務所） 

15:00~ 

15:30 
Coffee Break 

15:30~ 

17:00 

座長：郭立人主任（台北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大腸直腸外

科） 

S1-3  大腸直腸癌的精準手術
Precision surgery in 

colorectal cancer 

講者：黃敬文主任（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大

腸直腸外科） 

座長：陳以書主任（高雄榮民總

醫院一般外科） 

S1-4  機器人肝膽胰手術的最

新進展─從多孔到自然孔 

Novel technique in robotic 

HBP and GI surgery from 

multiple port, single port 

to NOTES 

講者：彭正明主任（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一般外科暨

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 

專題討論 3：胃腸道感染症

的熱點議題 

座長：許博翔教授（成大醫學

院內科部教授） 

S3-1  慢性 B、C 型肝炎防治

新進展 

Advance in 

manage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 

講者：戴嘉言教授（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S3-2  幽門桿菌治療之過

去、現在與未來 

Anti-H pylori therap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講者：許秉毅醫師（高雄榮總

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座長：周章欽檢察長（高雄地

方檢察署） 

S4-3  醫療糾紛之相關民、刑

事責任 

Medical negligence & 

malpractice: Civil VS 

criminal 

講者：張貽琮檢察官（高雄地

方檢察署） 

S4-4  戒癮心思維－高雄地檢

署戒癮治療策略簡介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quitting 

drug abuse: Introduction 

of a treatment strategy in 

the Kaohsiung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講者：陳筱茜檢察官（高雄地

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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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23日（星期日） 

時間 第一講堂 

09:00~ 

09:20 

開幕典禮：        

會長高雄醫學大學鐘育志校長致詞 

主辦醫院侯明鋒院長致詞 

臺灣醫學會何弘能理事長致詞 

貴賓致詞 

09:30~ 

10:10 

特別演講（一）：一位忙碌的臨床醫師如何追求學術 --我的旅程與反思 

How a busy physician/surgeon pursues an academic career-my journey and 

reflection 

座長：鐘育志校長/高雄醫學大學 

講者：魏福全院士/中央研究院 

10:10~ 

10:30 
Coffee Break 

10:30~ 

11:10 
特別演講（二）：面對超高齡社會-健康、醫療數據的活用 

超高齢社会への対応-健康・医療データの活用 

座長：侯明鋒院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講者：江崎禎英/日本醫療戰略室次長 

11:10~ 

11:50 
特別演講（三）：臺灣衛生政策推動方向 

The prospect of national health policy in Taiwan 

座長：楊俊毓副校長/高雄醫學大學 

講者：陳時中部長/衛生福利部 

12:00~ 

13:30 
午餐 

時間 第一會議室 第一講堂 第二講堂 

13:30~ 

15:00 

專題討論 5：尖端科技與未來

醫療 

座長：余明隆副校長（高雄醫學

大學） 

S5-1  轉變中的醫學：挑戰與機

會 

Medicine in transition: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講者：吳明賢主任（臺大醫院內

科部） 

S5-2  以細胞療法與組織工程

修復軟骨的未來展望 

The future trend of cell 

therapy and tissue 

engineering for cartilage 

repair 

講者：田英俊院長（高雄醫學大

學醫學院） 

S5-3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 VEGF

的藥物制放--從心肌修復

專題討論 6：生技產業藍海

策略 

座長：何啟功政務次長（衛生

福利部） 

S6-1  以加值為導向之生技產

業投資策略 

Value-adding strategy for 

integrated biotech 

investment 

講者：陳播暉副總經理（日商

大和企業投資） 

S6-2  生根&突破 

Strong foundation and 

breakthroughs 

講者：李志文董事長（杏輝藥

品） 

S6-3  生技投資新思維 

資源整合 ▪ 藥品開發 

▪ 募資 

New paradigm of biotech 

專題討論 8：婦幼醫療 

座長：楊瑞成副院長（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S8-1  神經肌肉疾病之診斷

及全人照護 

Diagnosis and 

multidisciplinary care 

of neuromuscular 

diseases 

講者：梁文貞醫師/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小兒部） 

S8-2  兒科醫師在兒童虐待

與疏忽防治上應扮演

的角色 

The role of a 

pediatrician in 

management of child 

maltreatment  

講者：徐仲豪醫師/教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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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腦瘤治療 

VEGF delivery: Potential 

for cardiac repair and 

brain tumor therapy 

講者：謝清河研究員（中研院生

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industry investment 

Resources Leverage ▪ 

Drug Development ▪ 

Fundraising 

講者：林榮錦董事長（晟德集

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小兒部） 

 

15:00~ 

15:30 
Coffee Break 

15:30~ 

17:00 

座長：王植熙院長（高雄長庚醫

院） 

S5-4  過敏性疾病生物製劑運

用之未來 

The future of biologics in 

allergic diseases  

講者：洪志興副院長（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S5-5  胰腺癌與細胞自噬的關

係：STK24 激酶驅動胰腺

癌進展與 SMAD4 的缺失

和增強細胞自噬作用有

關 

Autophagy in pancreatic 

cancer: STK24 driven 

tumor prog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loss of 

SMAD4 and promotion of 

autophagy in PDAC 

講者：鄭光宏教授（中山大學生

物醫學所） 

S5-6  癌症的免疫治療以及細

胞治療 

Immuno-Oncology and 

cell therapy in cancer 

treatment 

講者：蘇裕傑主任（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血

液腫瘤內科） 

專題討論 7：3 D列印技術於

精準醫療之應

用 

座長：曹芳海主任（工研院雷

射中心） 

S7-1  手術前運用電腦模擬及

3D 列印技術於骨盆骨

折之治療 

Preoperative virtual 

simulation and 3D 

printing technique for 

pelvic fracture surgery 

講者：葉祖德主任（國防醫學

院三軍總醫院醫用 3D

列印中心） 

S7-2  3D 列印醫療創新及應

用 

The 3D printing 

innovation in medical 

applications 

講者：方信元主任（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 3D 列印

醫療研發中心）  

S7-3  軟體、醫材與 3D 列印

Software, medical 

device & additive 

manufacturing 

講者：郭泰宏總經理（巧醫生

技公司） 

 

座長：袁行修主任（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臨床醫學研究部） 

S8-3  子宮膀胱脫垂治療的

新趨勢 

The new trends of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elvic organ prolapse 

講者：龍震宇副院長（高雄市

立小港醫院） 

S8-4  產後照護新趨勢 

Modern postnatal care 

in Taiwan 

講者：詹德富主任（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婦產部） 

 

17:00~ 

17:10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