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會特別演講

主題／演講人（服務單位）

1. 題目待定／邱文達部長（衛生福利部）

2. Hedgehog signaling: from basic research 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 Professor Pao-Tien Chuang（Cardiovascular Research Insti-

tu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SA)

3. Medicine in 2040: Emerging trends and innovation for the next

25 years ／ Professor Anthony C. Chang（Medical Director, 

Heart Institute Medical Director, Medical Intelligence and Inno-

vation Institute, Children's Hospital of Orange County, USA）

國內特別演講

主題／演講人（服務單位）

1. 內科系：Infection or not? Exploration of factors that determine

human susceptibility to infection（接觸後感染與否的決定因

子研究／黃立民教授（台大醫學院小兒部）

2. 外科系：心臟移植／王水深教授（台大醫學院外科部）

3. 基礎醫學系：A2A adenosine receptor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A2A腺甘酸受體藥物的發展及在神經退化性疾病上

的應用）／陳儀莊教授（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

專題討論

主題／主持人（服務單位）

1. 腦瘤的放射手術治療／曾漢民（臺大醫院神經外科）

2. 台灣生醫產業的現況與展望／江清泉（臺大醫院骨科）

3. 脊髓相關疾病的診斷與治療／賴達明（臺大醫院外科）

4. 乳癌、大腸癌的篩檢／陳秀熙（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5. 您累了嗎？台灣醫師過勞問題的解析與因應／

賴鴻緒（臺大醫院外科）

6. 疫苗新進展／黃立民（臺大醫學院小兒部）

7. 幹細胞研究／何弘能（臺大醫學院婦產部）

8. 高血壓的預防與治療新進展／陳明豐（臺大醫院內科部）

9. 後抗生素時代的抗生素抗藥性問題／

陳宜君（國家衛生研究院）

10. 兒童環境醫學／吳美環、謝武勳（臺大醫院小兒部）

11. 家庭責任醫師制度與社區醫療品質提昇／

邱泰源、陳慶餘（臺大醫院家庭醫師部）

12. 海量資料與雲端在醫療的運用與發展／

賴美淑（臺大公共衛生學院）

13. 肺癌的篩檢與治療／余忠仁、蔡熒煌

（臺大醫院內科部、嘉義長庚醫院）

14. 青青春期少女之照護與治療新進展／

楊友仕（臺大醫院婦產部）

教育演講

主題／主持人（服務單位）

1. 模擬醫學之臨床運用／邱浩彰、王宗倫（新光醫院）

2. 癲癇症的照顧／劉宏輝（臺大醫院神經部）

3. 轉譯醫學的現況與展望／周綠蘋（國立臺灣大學生化分生

所）

4. 更年期治療之新指引／黃國恩（高雄長庚醫院）

5. 社區末期醫療照護與在宅善終新進展／邱泰源、黃勝堅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臺大醫院金山分院）

6. 癌症藥物及放射治療之新進展／鄭安理（臺大醫院腫瘤部）

7. 消化不良的新進展／盧俊良（台北榮民總醫院）

8. 肥胖症治療新進展／黃國晉、張智仁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9. 旅遊醫學面面觀／黃國晉、楊宜青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10. 台灣的上泌尿道泌尿上皮癌—馬兜鈴酸致癌性的探討／

蒲永孝（臺大醫院泌尿部）

11. 台灣攝護腺癌的預防及保守追蹤策略／

蒲永孝（臺大醫院泌尿部）

◎生物科技研習營

【腦科學的新進展】／謝松蒼（臺大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台灣移植醫學學會 2014年會

◎『智慧醫療論壇』

11/7上午：整合與創新：跨越產業與經驗的整合、融合技術

與服務的創新

11/7下午：創新技術與醫療資訊系統

◎醫療 IT研討會：穿戴式裝置技術與智慧醫療應用

（DIGItimes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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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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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學週

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

時 間：一○三年十一月八日至九日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一號）地 點：

暨



節 目 表

日期 11 月 8日（星期六） 11 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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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05

201A

201B

201C

201D

201E

201F

三樓大會堂

專題討論 1：

腦瘤的放射手術治療

曾漢民

【醫學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2：

臺灣生醫產業的現況與展望

江清泉

【醫學課程 3.6 分】

國內特別演講：

內科系：黃立民教授（台大
醫學院小兒部）

外科系：王水深教授（台大
醫學院外科部）

基礎醫學系：陳儀莊教授
（中央研究院生醫所）

【醫學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7：

消化不良的新進展

盧俊良

【醫學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1：

模擬醫學之臨床運作

邱浩彰/王宗倫

【醫學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3：

脊椎相關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賴達明

【醫學課程 3.6 分】

台灣移植醫學學會年會 台灣移植醫學學會年會

-----

專題討論 4：

乳癌、大腸癌的篩檢

陳秀熙

【醫學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4：

更年期治療之新指引

黃國恩

【醫學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8：

（1:10-3:00）
肥胖症治療新
進展

黃國晉、
張智仁

【醫學課程 2.2
分】

教育演講 9：

（3:30-5:30）
旅遊醫學面面
觀

黃國晉、
楊宜青

【醫學課程 2.4
分】

醫療 IT研討會：（201AF）

穿戴式裝置技術與智慧醫療
應用
（DIGItimes 合辦）

開幕典禮＋大會特別演講

1. 衛生福利部/邱文達部長
2. Hedgehog signaling: from

basic research 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Prof. Pao-Tien
Chuang

3. Medicine in 2040: Emerging
trends and innovation for the
next 25 years/Prof. Anthony
C. Chang

專題討論 5：

您累了嗎？臺灣醫師過勞問
題的解析與因應？

賴鴻緒

【醫療品質 3.6 分】

教育演講 5：

社區末期醫療照護與在宅善
終新進展

邱泰源、黃勝堅

【醫療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11：

家庭醫師責任制度與社區醫療品
質提昇

邱泰源、陳慶餘

【醫療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8：

高血壓的預防與治療新進展

陳明豐

【醫學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10：

（1:00-3:05）
台灣的上泌尿
道泌尿上皮癌--
馬兜鈴酸致癌
性的探討

蒲永孝

【醫學課程 2.5
分】

教育演講 11：

（3:25-5:30）
台灣攝護腺癌
的預防及保守
追蹤策略

蒲永孝

【醫學課程 2.5
分】

專題討論 6：

疫苗新進展

黃立民

【感染控制 3.6 分】

醫療 IT研討會：（201AF）

穿戴式裝置技術與智慧醫療
應用
（DIGItimes 合辦）

----

專題討論 7：

幹細胞研究

何弘能

【醫學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2：

癲癎症的照護

劉宏輝

【醫學課程 3.6 分】

教育演講 3：

轉譯醫學的現況與展望

周綠蘋

【醫學課程 3.6 分】

----

教育演講 6：

癌症藥物及放射治療之新進
展

鄭安理

【醫學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2：

海量資料與雲端在醫療的運用與
發展

賴美淑

【品質2.6分、倫理 0.5分、法規
0.5 分】

專題討論 9：

後抗生素時代的抗生素抗藥
性問題

陳宜君

【感染控制 3.6 分】

專題討論 13：

肺癌的篩檢與治療

余忠仁

【醫學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0：

兒童環境醫學

吳美環、謝武勳

【醫學課程 3.6 分】

專題討論 14：

青春期少女之照護與治療新進展

楊友仕

【醫學課程 3.6 分】

生物科技研習營：

主題：腦科學的新進展

謝松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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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於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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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 11 月 9日

上 午 下 午 上 午 下 午

醫學課程 3.6 分 醫學課程 3.6 分

感染控制 3.6 分
【專題討論 6】

醫療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5】

醫療品質 3.6 分
【教育演講 5】

感染控制 3.6 分
【專題討論 9】

醫療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11】

醫療品質 2.6 分
【專題討論 12】

醫學倫理 0.5 分
【專題討論 12】

醫療相關法規 0.5 分
【專題討論 12】

其
他
各
專
科
醫
學
會
積
分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11/8 乙 6 點．11/9 甲 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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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5 分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血液病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6 分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申請中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5 點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申請中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申請中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泌尿科醫學會：10 分
台灣肥胖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乳房醫學會：5 分
台灣肺癌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急診醫學會：乙類 12 分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神經學學會：申請中
台灣麻醉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復健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高血壓學會：申請中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申請中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申請中
台灣癲癇醫學會：申請中

醫學課程 3.6 分 醫學課程 3.6 分

2014台灣醫學週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暨臺灣醫學會第 107屆總會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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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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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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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醫師執業執照分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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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實際上課時數取得積分。
場地名額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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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上課時數授與繼續教育積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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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取得以上繼續教育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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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上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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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元，現場報名註冊費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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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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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BUS

BUS

BUS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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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捷運板南線（藍線）至「市政府」站「2 號出

口」出捷運站，沿基隆路一段南行至信義路五

段，步行約 20 分鐘。

搭乘台鐵／高鐵：

1.高鐵至「台北車站」或「板橋站」下車。

2.搭乘象山線至「台北 101/世貿」站下車

3.捷運板南線（藍線）至「市政府」站下車。
4.參閱捷運資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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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愛的會員 您好：

臺灣醫學會於 103年 3月 16日第 9屆第 1次臨

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修正本會章程第二十

八條：

一、入會費：新台幣壹仟元正，於會員入會時

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正。

【自 104 年 1 月1 日起開始實施】

Luncheon Symposium 1:
時間：11月 8日中午 12：15～13：15
地點：103會議室（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Luncheon Symposium 2:
時間：11月 9日中午 12：15～13：15
地點：201A會議室（台湾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Luncheon Symposium 3:
時間：11月 9日中午 12：15～13：15
地點：201D會議室（臺灣必治妥施貴寶公司）

Luncheon Symposium 4:
時間：11月 9日中午 12：15～13：15
地點：201F會議室（臺灣諾華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