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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意涵

「這百年一見的新冠病毒疫情，不但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大大影響

了醫藥衛生及科學研究，甚至政治經濟。透過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互相合

作，尤其是我們醫護人員長時間勇敢的投入與付出，雖然今年全球仍籠罩

在疫情之中，但已讓人類的未來，看到曙光。」（謝思民副教授，臺大醫

院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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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 2021年臺灣醫學會

理事長 倪衍玄

各位貴賓、各位會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首先代表臺灣醫學會誠摯歡迎大家參加「2021年臺灣醫學週—臺灣聯合

醫學會學術演講會」暨「臺灣醫學會第 114屆總會學術演講會」活動。在這臺

灣醫界一年一度的盛會中，各項學術活動及醫療展將於 11 月 13 日及 14 日兩

天，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大會邀請國內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蒞會演

講及指導，並有 50個合辦、協辦單位，期望這兩天的活動能帶給大家豐碩的收

穫。

臺灣醫學會自 1902年成立至今已有 119年，一直致力提升臺灣醫療的學術

水準，以及對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的繼續教育，近年來更積極主動關注醫療與

全民衛生的重要議題。2021年大會仍秉持此優良傳統，為建構卓越的醫療水準

與維護臺灣民眾健康而努力。本屆年會，特別邀請到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蒞

臨大會並發表「COVID-19 臺灣防疫」大會特別演講。另外，我們也邀請到兩

位傑出國外學者進行大會特別演講：一位是 Professor Ryuichi Morishita, M.D.,

Ph.D. 演講「Plasmid DNA-based Gene Therapy: From Regenerative Medicine to

Vaccine for COVID-19」; 另一位是 Professor Lu-Yu Hwang 黃綠玉教授，演講

「Toward Global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B and C – Prevention, Testing & Treat-

ment」。由於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此次傑出學者外賓的演講是以「預錄」方

式呈現。今年的高峰論壇主題為「遠距醫療及生醫科技之創新發展與應用」由

衛生福利部石崇良次長及台大醫院吳明賢院長共同籌劃及主持。而臺灣醫學會

學術演講獎邀請到臺大醫學院內科黃瑞仁教授演講「風濕性心臟病到冠狀動脈

心臟病的醫學旅程」、故高天成教授紀念演講獎邀請臺大醫學院骨科楊榮森教

授演講「肢體保全手術的進展與挑戰」、故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則邀請到長

庚大學生技系暨研究所施信如教授演講「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of RNA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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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精彩的特別演講與高峰論壇外，這兩天的年會，節目有 12場專題討

論、9 場教育演講，講題涵蓋各個醫學領域之最新進展與議題，包括對於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炎治療之未來展望、重新認識異位性皮膚炎、顏面美容回春的美

的藝術、精神科患者的強制醫療、神經罕見疾病的新治療及展望與挑戰、新冠

病毒的實驗室檢驗的現況和迷思、台灣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系的發展與展望、

失智症的診斷與治療及照護的新進展、人之初關鍵 1000天大數據與生物指標、

婦女的貧血探討、臺灣後疫情時代的醫學教育新發展、整合性的老人健康照護

新進展、早期肺腺癌的診斷與治療在病理與臨床醫師所要面對的挑戰與抉擇、

20年來泌尿科手術的革命性變革與影響、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品病人於手

術或侵入性處置之停藥及其臨床因應、經皮主動脈瓣置換術何時應用在主動脈

瓣閉鎖不全之病人等等，如此包羅萬象的節目規劃，目的是讓各位會員能就其

興趣多方聆聽，盡情吸收新知，並積極參與討論，不只提升醫療服務水準，更

了解目前醫療與大環境的全貌，也促進醫界的自律。

而歷年來與臺大醫學院及張昭鼎紀念基金會針對高中生共同合辦的「生物

科技研習營」，因秋冬疫情不明，考量往年參加人數眾多、以線上舉辦學習效

果不彰，今年擬停辦一年。

承蒙幾位國內外的傑出研究學者的講授，以及大會精心安排的各項專題討

論和教育演講主題，必能使與會者能有充分收獲。感謝各位前輩及會員對臺灣

醫學會的支持與鼓勵，也希望大家繼續給予指導，對臺灣醫學會的支持，是對

臺灣醫學界的重大貢獻，期許醫界與 ICT產業、生物科技產業跨領域合作，讓

臺灣在智慧醫療、精準醫療等領域上，更具有國際競爭力，這也是臺灣醫學會

所有活動的依歸。

最後，謹祝大家身心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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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單位及工作人員

主 辦：臺灣醫學會 衛生福利部

合 辦：台灣內科醫學會 台灣外科醫學會

台灣兒科醫學會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台灣復健醫學會

台灣泌尿科醫學會 台灣精神醫學會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台灣病理學會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台灣急診醫學會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神經學學會

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台灣麻醉醫學會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台灣神經罕見疾病學會 台灣臨床病理暨檢驗醫學會

台灣臨床藥學會

協 辦：中華民國內分泌醫學會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台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 台灣肝臟研究學會

台灣周產期醫學會 台灣肺癌學會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台灣疼痛醫學會 台灣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學會

台灣胸腔外科醫學會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台灣腎臟醫學會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 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台灣癲癇醫學會 臺灣心臟胸腔暨血管麻醉醫學會

財團法人張昭鼎紀念基金會



臺灣醫學會第 114屆總會演講摘要S4

2021 台灣醫學週
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

名譽會長：陳時中

會 長：倪衍玄

秘 書 長：余忠仁

副秘書長：陳晉興

籌備委員：丁乾坤 王弘仁 吳明賢 吳婉禎 吳智君 吳鴻明 李文正 李佳儒 李宛珊

李建國 周建成 林季宏 林明忠 林英欽 林家瑋 林漢傑 邱瀚模 侯信安

柯皓文 孫文榮 高義盛 張哲銘 許榮城 陳晉興 陳瑞源 彭純芝 黃建賢

黃建霈 楚恆毅 葉育彰 詹智傑 詹德富 路景竹 鄔定宇 廖定烈 蒲啟明

趙庭興 趙書屏 蔡宜廷 蔡詩力 鄭玫枝 薛承君 簡榮彥 蘇育儀 蘇維仁

鐘桂彬 顧正崙

（依筆畫順序排序）

臺灣醫學會第 114 屆總會

理 事 長：倪衍玄

秘 書 長：余忠仁

副秘書長：陳晉興

節目委員會召集人：吳明賢 黃俊升

節目委員：王水深 江清泉 余明隆 吳美環 李伯皇 周綠蘋 林肇堂 胡芳蓉 高淑芬

張美惠 陳青周 陳思原 黃天祥 黃國晉 黃燦龍 蒲永孝 蔡克嵩 鄭安理

錢宗良 謝松蒼 顏正賢

（依筆畫順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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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獎人簡介

臺灣醫學會學術演講獎得獎人

黃瑞仁教授 簡介

黃瑞仁教授出生於嘉義市，1985年畢業於臺大醫學系、1994年取得臺大醫

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學位，2009年畢業於臺灣大學管理學院EMBA管理碩

士專班國際企業組。

黃教授現任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院長、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授、中華民國重症

醫學會理事長、臺灣大學雲林分部籌備小組召集人及國家級高齡醫學暨健康福

祉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至日本北九州市小倉紀念醫院循環器科擔任介入性心臟

學研究員（1995.06-1995.12）、美國哈佛醫學院附設布里格翰醫院擔任內科心

臟血管基因體中心研究員（2000.08-2001.12）。黃教授歷任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副院長（2004.10-2010.07）、臺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2015.01-2016.07）、臺

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秘書長、理事長、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秘書長、理事長。

黃教授曾榮獲臺灣振興醫學基金會優秀論文獎（1993）、歐洲心臟學院專

家會員（FESC）（1994）、臺灣名人百科 2007-2008臺灣名人（2007）、美國

心臟學會專家會員（FACC）（2019）、108年度臺灣醫療典範獎（2019）、臺

大醫院教材著作獎《醫者—披上白袍之前的 14 堂課，2012》（寶瓶文化出

版）、臺大醫院教材著作獎《最新病歷書寫指引，2017》（合記圖書出版社-洪
祖培教授、范碧玉主任合著）及專業學術論文（發表於 SCI）300餘篇。

黃教授初任主治醫師時，專研瓣膜性心臟病，運用經食道超音波心圖診斷

心臟血管疾病，與團隊同仁共同發表將近 40篇學術論文。針對風濕性心臟病併

發全身性動脈栓塞症之相關預測因子進行系列研究，包括超音波影像學及血小

板凝集能力之測定、分析等。在治療方面，熟練病例逐漸減少之風濕性心臟病

經皮二尖瓣氣球擴張術（PTMC）。

隨著國人冠狀動脈心臟病逐漸增加，黃教授專精於心導管冠狀動脈介入治

療，包括血管支架置放、血管內超音波影像判讀及冠狀動脈鈣化病變旋磨治療

等技術。1996年開始急性心肌梗塞緊急心導管治療，1997年開始經撓動脈心導

管介入治療。研究主題包括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基因研究、血脂分析；感染性病

原體、代謝症候群相關指標與冠心病之關聯性。經由學會積極參與，推動急性

冠心症及多項介入治療的全國登錄計劃，並制定急性心肌梗塞、心臟衰竭、靜

脈栓塞及肺栓塞症、糖尿病與心臟病等治療指引，發表於國際醫學期刊，將台

灣心臟學界的集體學術成就，推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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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成教授紀念演講獎得獎人

楊榮森教授 簡介

楊榮森教授，1956年出生於彰化，1982年畢業於台大醫學系，完成服役兩

年後，於 1984 年進入台大醫院外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1987 年台大醫院骨科

成立後，轉進骨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1989年完成骨科住院醫師訓練，取得外

科專家醫師和骨科專科醫師證書，1989年升任骨科主治醫師，並進入台大醫學

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就讀，1992年取得博士學位，經講師（1992-1993）、副教授

（1993-1998）、於 1998 年升任教授迄今。曾於 2002-2005 擔任台大醫院營養

部主任，2014-2020年擔任台大醫院骨科部主任。

楊教授參與基礎和臨床研究頗廣，包括骨腫瘤、骨質疏鬆症、肌少症、醫

療器材等；楊教授曾於 1994-1995 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骨腫瘤手

術，為骨腫瘤病患肢體保全手術奉獻心力，回國後參與本國人工訂製型腫瘤關

節的研發和手術，開啟國人自製人工腫瘤關節手術的先鋒，並推廣至國際；此

外並研發精進多種骨腫瘤手術技術，並投身於骨腫瘤相關基礎研究，成果卓越，

相關論文發表於知名國際期刊。

楊教授曾任中華民國骨科研究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理事

長、台灣楓城骨科醫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骨科學會秘書長、台大醫院肉瘤多

專科診療團隊召集人、國科會學門召集人、衛福部食藥署醫療器材諮議會召集

人、南科計畫召集人等，並主辦多場國際研討會；曾獲得獲得 15 項國內外專

利、青杏醫學獎、國家發明獎銀牌獎（人工腫瘤關節）、衛福部醫療器材創新

研發貢獻獎、三等衛生福利專業獎章、並撰寫骨科相關書籍八十餘冊、獲台大

醫院個人和醫療專業團體著作教材獎 28次、國際骨質疏鬆症基金會骨折聯合照

護金牌等獎項。

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得獎人

施信如教授 簡介

施信如教授出生於台中清水，1988年畢業於台大醫技系，1991年取得台大

生化所碩士學位，1995年獲得美國紐澤西羅格斯大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博

士學位，1996年至長庚大學醫技系服務，2009年起擔任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心

主任至今。分別在 2013、2017 年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2016 年王民寧獎，

2015-2018獲得人類尖端科學研究獎助計劃(國際獎項)，2018、2020年獲得科技

部未來科技突破獎，2021年科技部傑出技轉貢獻獎，2021年台北生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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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授專精病毒學研究，尤其是變來變去易造成大疫情的RNA病毒，包括

腸病毒、流感病毒和SARS-CoV-2病毒。研究的方向和成果包括創新檢驗技術、

疫苗及抗病毒藥物之研發。施教授在腸病毒轉譯與其感染趨向性的研究有重要

突破及應用，亦擔任許多國際重要期刊的主要編輯，包括 PLoS Pathogens等在

微生物學領域之重要期刊。

杜聰明博士優秀論文獎得獎人

鄒宗珮醫師 簡介

鄒宗珮醫師 2003 年畢業於台大醫學系，2008 年在台大醫院小兒科完成專

科與感染症次專科訓練，順利取得兒科與感染科專科醫師。2008年 7月起至疾

病管制署（局）擔任防疫醫師，並完成兩年的應用流行病學訓練。目前任職於

疾病管制署新興傳染病整備組，並擔任「預防醫學辦公室」諮詢小組長。

COVID-19疫情期間，與防疫醫師團隊（Taiwan COVID-19 outbreak investi-
gation team）共同執行疫情調查、流行病學資料分析、編寫「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感染臨床處置暫行指引」、宣導防疫政策與傳染病資訊。

此篇論文為我國 COVID-19疫情初期之流行病學紀錄，謹獻給所有堅守岡

位的第一線公共衛生與臨床醫療同仁。

得獎論文：Epidemiology of the first 100 cases of COVID-19 in Taiwan and its im-
plications on outbreak control. Tsung-Pei Tsou , Wan-Chin Chen , Angela
Song-En Huang , Shan-Chwen Chang , the Taiwan COVID-19 Outbreak
Investigation Teama.〈J Formos Med Assoc 2020;11:1601-1607〉

李鎮源教授醫學研究青年學者獎得獎人

王麗婷助理教授 簡介

得獎事略：

首先非常感謝李鎮源教授學術基金會的肯定，讓我獲得 110年度醫學研究

青年學者獎的殊榮，獲得這個獎項對於我及整個研究團隊而言是莫大的肯定與

鼓勵。

本研究主要發現 GPR177（WLS）表現於樹突細胞中，並且影響細胞中蛋

白質之醣基化及內質網（ER）穩態，並發現 WLS 是中央調節劑，控制蛋白質

醣基化、內質網穩態和免疫力，進而影響自身免疫及過敏性疾病發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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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用樹突細胞專一性剃除Wls基因小鼠為模式，探討該基因在樹突細胞專一

性缺失後對樹突細胞的醣基化及免疫能力的影響，尋找可能的調控方式及對自

體免疫相關疾病的可能影響，即了解醣基化作用在樹突細胞的影響，此一結果

可對疾病的產生及預防提出新的理論及治療方式。

這個研究花了 3年多的時間完成，在研究及投稿期間遇到許多的困難，這

期間剛好我轉任於臺師大，所以整個過程備受壓力，這期間非常感謝我的博士

班指導老師-高醫大許世賢教授，他給予莫大的鼓勵及研究經費的資助，不斷地

跟我討論實驗的架構，讓整個研究能夠更完整。然而，有別於過去跳脫了癌症

領域的研究，很多免疫學的實驗對我來說是初學者的階段，所幸能夠得到在免

疫學領域的專家-國衛院黃嘯谷教授及高醫大林明宏教授的討論和幫助共同完成

了這項研究。

最後，要感謝整個研究團的幫忙及我的家人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讓我能夠無

後顧之憂地進行研究，也感謝臺師大生科系能夠提供我一個良好的環境讓我發

揮所長，未來，我將會帶著對研究的熱忱及積極的態度繼續的努力，讓整個研

究團隊能夠有再次突破性成果。

獲獎論文：WLS/wntless is essential in controlling dendritic cell homeostasis via a
WNT signaling-independent mechanism. Li-Ting Wang#, Ming-Hong
Lin#, Kwei-Yan Liu, Shyh-Shin Chiou, Shen-NienWang, Chee-Yin Chai,
Li-Wen Tseng, Hsin-Ying Clair Chiou, Hsueh-Chun Wang, Kazunari K.
Yokoyama, Shih-Hsien Hsu*, Shau-Ku Huang*.〈Autophagy. 2021 Apr
14:1-16〉

杜聰明博士獎學金

最優秀畢業成績得獎者

1.許力天先生，台中市人，1996年 12月 16日出生，考入台灣大學醫學院醫

學系。

2.游博捷先生，新北市人，1997年 2月 18日出生，考入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3.簡維辰先生，嘉義縣人，1996年 12 月 1日出生，考入高雄醫學大學醫學

系。

4.周宛萱小姐，台中市人，1996年 3月 7日出生，台中女中，考入中國醫藥

大學醫學系。

5.周芸伊小姐，高雄市人，1996年 10 月 2日出生，考入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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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樂予先生，台北市人，1996年 10月 18日出生，建國中學，考入中山醫

學大學醫學系。

7.邱子容小姐，1997年 1月 25日出生，考入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

8.侯嘉晉先生，嘉義市人，1997年 1 月 12日出生，嘉義中學，考入成功大

學醫學系。

9.游俠先生，1997年 7月 12日出生，台南一中，考入長庚大學醫學系。

10.梁凱翔先生，台北市人，1996年 9月 20日出生，考入慈濟大學醫學系。

11.潘政宇先生，台北市人，1996年 3 月 12日出生，建國中學，考入輔仁大

學醫學系。

12.林祐帆先生，台北市人，1996年 1 月 18日出生，建國中學，考入馬偕醫

學院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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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說明

報 到：1.臺灣醫學會會員請持簽到單至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二樓報到處報

到。

2.非台灣醫學會會員請事先報名繳交註冊費，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二樓非會員報到處報到。

3.報到時間為 11月 13日上午 8時至 14日下午 4時。

場 地：臺灣醫學會第 114屆總會學術演講會暨 2021台灣醫學週台灣聯合醫學

會學術演講會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會議室舉行。

識別證：與會人員必須配戴註冊時大會發給之名牌，以方便取得繼續教育積分

刷卡資格。

演 講：1.特別演講：每場 40分鐘，依照國際慣例，演講後不進行討論，演講

內容全文將刊登於臺灣醫學會雜誌。

2.教育演講及專題討論：每題之演講時間及討論時間視內容略有差異，

並由主持人視情況適度調整。

Power Point受理：請演講人務必於演講當天該場次開場前 30分鐘，將演講內

容檔案遞交會場工作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辦法及說明：【會場前親自持註冊時大會發給之名牌刷卡取

得積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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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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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分簽到單」簽名。積分數請參考「繼續教育

積分一覽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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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會期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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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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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節目手冊論文摘要，免費提供臺灣醫學會會員及有註冊之非臺灣醫學

會會員。

展 示：2021臺灣醫學會醫療展示會於 11月 13日至 14日同時假臺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 201廳舉行。

茶水飲料：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各樓層設有茶水區。

預 告：臺灣醫學會 111年春季學術演講會，訂於民國 111年 5月假台中中國

醫藥大學舉行。

臺灣醫學會 115屆總會，預定於民國 111年 11月 12日至 13日於臺大

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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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執照積分、各專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一覽表

11月 13日 11月 14日

上 午 下 午 上 午 下 午

【

臺
彎
醫
學
會】

執
業
執
照
積
分

專業課程 3.6 分 專業課程 3.6 分 專業課程 3.6 分 專業課程 3.6 分

專業品質 2.4 分

【大會特別演講】

感染管制 3.6 分

【高峰論壇】

專業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4、5】

專業品質 3.6 分

【專題討論 10】

同一時段兩種類別以上請擇一取得學分

其
他
各
專
科
醫
學
會
積
分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每日各乙類 6分

台灣內科醫學會：B 類 15分

台灣外科醫學會：10 分

台灣兒科醫學會：2分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B類 4分

中華民國內分泌暨糖尿病醫學會：乙類 1分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B類 10 分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甲類 2.5 分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2分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8分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6分

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3分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10分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2分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3分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A類 3分

台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B類 1.5 分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乙類 9分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3分

台灣周產期醫學會：5分

台灣泌尿科醫學會：6分

台灣肺癌學會：申請中

台灣急診醫學會：乙類 12 分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B類 2分

台灣疼痛學會：4分

台灣病理學會：4分

台灣神經學學會：9分

台灣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學會：30 分

台灣胸腔外科醫學會：3.6 分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B類 3分

台灣麻醉醫學會：3分

台灣復健醫學會：3點

台灣腎臟醫學會：申請中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B類 2分

台灣感染管制學會：1分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1分

台灣精神醫學會：7.5 分

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B 類 5分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申請中

台灣臨床病理暨檢驗醫學會：6分

臺灣心臟胸腔暨血管麻醉醫學會：申請中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7點

備註：如果未公布學分之專科醫學會，請與會者持大會參加證依該會申請辦法向該學會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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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講時間表
11 月 13 日（星期六）

上 午（9:00-12:00） 下 午（14:00-17:00）

201

開幕典禮、大會特別演講
◎ 臺灣防疫／衛生福利部陳時中

部長
◎

／ （預
錄）

◎
／

（預錄）
【感染管制 分】

臺灣醫學會醫療展示會

301

202

401

402 A

402 B

402 C

402 D

◆高峰論壇 I：
遠距醫療及生醫科技之創新發展與應用
石崇良、吳明賢

內科、外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品質 3.6分】

◆臺灣醫學會
會員代表大會
（17：30）

－

◆專題討論 1：
麻醉深度監測與個人化精準麻醉
丁乾坤

麻醉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

◆教育演講 1：
骨骼肌肉超音波在兒童的應用
陳文翔、林家瑋

復健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

－

－

－

◆教育演講 2：
癲癇的診斷與治療
郭鐘金

神經學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3：
不只是皮膚炎？重新認識異位性皮膚炎
朱家瑜、李志宏

皮膚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2：
早期肺腺癌的診斷與治療：病理與臨床醫師
要面對的挑戰與抉擇
黃秀芬

病理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3：
20 年來泌尿科手術的革命性變革與影響
闕士傑、黃昭淵

泌尿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時間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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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星期日）

上 午（9:00-12:00） 下 午（14:00-17:00）

201 臺灣醫學會醫療展示會

301

202

203

401

402 A

402 B

402 C

402 D

◆國內特別演講：
內科系：風濕性心臟病到冠狀動脈心臟病
的醫學旅程／黃瑞仁教授

外科系：肢體保全手術的進展與挑戰／楊
榮森教授

基礎醫學系：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of RNA Virus／施信如教授

（09:30～12:00）
內科、骨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治療之未來展望
高嘉宏、余明隆

內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4：
顏面美容回春-美的藝術
廖述朗

眼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7：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治療：台灣執行
的十二年成果分析
廖定烈

精神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5：
神經罕見疾病的新治療：展望與挑戰
劉青山

神經罕見疾病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9：
新冠病毒的實驗室檢驗：現況和迷思
薛博仁

臨床病理暨檢驗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4：
台灣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系的發展與展望
邱泰源、李明濱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專業品質 3.6分】

◆專題討論 8：
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的新進展
邱銘章

神經學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9：
人之初關鍵 1000 天大數據與生物指標
李宏昌、楊崑德

兒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教育演講 6：
婦女貧血
周文堅、黃建霈

婦產科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5：
臺灣後疫情時代之醫學教育的新發展
倪衍玄

外科、急診醫學會合辦
【專業品質 3.6分】

◆專題討論 10：
整合性老人健康照護新進展
黃國晉、陳慶餘

家庭醫學醫學會合辦
【專業品質 3.6分】

◆教育演講 7：
放射性核種分子診斷與治療
顏若芳

核醫學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6：
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品病人於手術或侵
入性處置之停藥及其臨床因應
黃織芬、許榮彬

臺灣臨床藥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11：
急性缺血性中風之血管介入治療
羅兆寶、鄧木火

放射線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專題討論 12：
經皮主動脈瓣置換術何時應用在主動脈瓣閉
鎖不全之病人
蔡佳醍

心臟醫學會合辦
【專業課程 3.6分】

時間
會議室

※詳細演講程序及演講摘要內容公布於本會網站【www.fma.org.tw】



S15演講時間表

Luncheon Symposium

Luncheon Symposium 1：
會議名稱：武田獎學金特別演講暨頒獎典禮

時 間：11月 13日中午 12：15～13：15
地 點：301會議室（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 題：Covid 19 防疫經驗分享

座 長：余忠仁教授（臺灣醫學會秘書長）

主 講 人：羅一鈞 醫師（臺灣疾病管制署副署長）

Luncheon Symposium 2：
時 間：11月 14日中午 12：15～13：15
地 點：301會議室（美敦力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主 題：新冠肺炎疫苗：你該知道的事

座 長：余忠仁教授（臺灣醫學會秘書長）

陳宜君教授（臺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主 講 人：李秉穎教授（臺大兒童醫院小兒部）

黃景泰教授（長庚紀念醫院林口醫學中心內科部感染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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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節目程序表

開幕典禮及大會特別演講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上午 9：00～11：5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會議室

09:00～09:30 會員報到、茶會交流

09:30～09:40 開幕詞

倪衍玄 理事長

臺灣醫學會

09:40～09:50 貴賓致詞

主持人：倪衍玄教授（臺灣醫學會理事長、臺大醫學院院長）

09:50～10:30 P-1 COVID-19 臺灣防疫

陳時中部長

衛生福利部

主持人：楊泮池教授（臺大醫學院內科）

10:30～11:10 P-2 Plasmid DNA-based Gene Therapy: From Regenerative Medicine to

Vaccine for COVID-19

Professor Ryuichi Morishita, M.D., Ph.D.
Department of Clinical Gene Therapy,
Osak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Japan
【預錄演講】

主持人：高嘉宏教授（臺大醫學院內科）

11:10～11:50 P-3 Toward Global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B and C - Prevention, Testing &

Treatment

Professor Lu-Yu Hwang, M.D.（黃綠玉教授）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Houston, USA
【預錄演講】

【感染管制2.4分】



S17節目程序表

國內特別演講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09:30～12: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內科醫學會、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主持人：江福田教授（臺大醫學院內科）

09:30～10:10 P-4 風濕性心臟病到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醫學旅程

My Medical Journey from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黃瑞仁

臺大醫學院內科

（臺灣醫學會學術演講獎）

10:10～10:30 休 息

主持人：侯勝茂教授（新光醫院骨科）

10:30～11:10 P-5 肢體保全手術的進展與挑戰

The Advancements and Challenges Regarding Limb Salvage Surgery

楊榮森

臺大醫學院骨科

（故高天成教授紀念演講獎）

主持人：黃立民教授（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10～11:50 P-6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of RNA Virus

施信如

長庚大學生技系暨研究所

（故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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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論壇

高峰論壇Ⅰ 遠距醫療及生醫科技之創新發展與應用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內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

主持人：石崇良、吳明賢

14:00～14:10 高 1-0 引 言

吳明賢

臺大醫學院內科

14:10～14:40 高 I-1 遠距醫療政策及法規

劉越萍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14:40～15:10 高 I-2 疫情下的遠距醫療發展

陳維恭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急症暨外傷中心急診部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高 I-3 智慧醫院及遠距醫療挑戰與展望

陳適安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內科

16:00～16:30 高 I-4 遠距醫療及人工智慧之個資保護與倫理

何之行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16:30～17:00 綜合討論

石崇良 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

吳明賢 臺大醫院院長

【專業品質3.6分】



S19節目程序表

專題討論

專題討論 1 麻醉深度監測與個人化精準麻醉

Monitors of Depth of Anesthesia (DoA) and Precise Anesthesia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2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麻醉醫學會

主持人：丁乾坤

14:00～14:05 S1-0 引 言
丁乾坤
臺北榮總麻醉部

14:05～14:30 S1-1 Anesthesia and Processed EEG Monitors
范守仁
臺大醫院麻醉部

14:30～14:55 S1-2 DSA-精益求精的精準麻醉
Density Spectral Array: make the best better in precision anesthesia
吳紹群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部

14:55～15:20 S1-3 Implication of multi-model general anesthesia by using EEG DSA
吳峻宇
臺大醫院麻醉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4 ANI guided perioperative analgesia and nerve block
鄧惟濃
臺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16:05～16:30 S1-5 Associations of M-entropy with postoperative delirium, pain and Nausea/
Vomiting
陳貞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麻醉部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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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2 早期肺腺癌的診斷與治療: 病理與臨床醫師要面對的挑戰與抉擇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arly Lung Cancer: The Challenges for the

Pathologists and Clinical Doctors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22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病理學會

主持人：黃秀芬

14:00～14:05 S2-0 引 言

施金元

臺大醫院內科

座長：周德盈

14:05～14:20 S2-1 電腦斷層發現的無症狀肺結節與病理對照

謝明書

臺大醫院病理部

14:20～14:35 S2-2 The challenges for pathologists in the diagnosis of small early lung

adenocarcinoma—北榮經驗

葉奕成

台北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14:35～14:50 S2-3 AJCC分期系統第 8版早期肺腺癌的臨床相關性

黃秀芬

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14:50～15:00 Panel Discussion

謝明書 葉奕成 黃秀芬 周德盈

15:00～15:15 休 息

座長：徐先和

15:15～15:30 S2-4 The challenges for the radiologist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GGN—台大經驗

張允中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15:30～15:45 S2-5 The challenges for the radiologist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GGN—北榮經驗

陳俊谷

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呼吸循環放射科



S21節目程序表

15:45～16:00 S2-6 早期肺腺癌的診斷與治療：病理與臨床醫師要面對的挑戰與抉擇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arly lung cancer: The challenges for the

pathologists and clinical doctors

萬永亮

長庚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影像診療科部

16:00～16:10 Panel Discussion

張允中 陳俊谷 萬永亮 徐先和

座長：劉會平

16:10～16:25 S2-7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台大經驗

陳晉興

臺大醫院外科部

16:25～16:40 S2-8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林口長庚經驗

趙盈凱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

座長：陳志毅

16:40～16:55 S2-9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北榮經驗

洪榮志

台北榮民總醫院外科

16:55～17:10 S2-10 毛玻璃肺結節的外科治療

夏君毅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胸腔外科

17:10～17:20 Panel Discussion

陳晉興 趙盈凱 洪榮志 夏君毅 劉會平 陳志毅

17:20～17:22 總 結

黃秀芬

國衛院

【專業課程3.6分】



臺灣醫學會第 114屆總會演講摘要S22

專題討論 3 20 年來泌尿科手術的革命性變革與影響

Revolutionary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Urology Surgery in the Past 20

Years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D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泌尿科醫學會

主持人：闕士傑、黃昭淵

14:00～14:05 S3-0 引 言

闕士傑

臺大醫院泌尿科

14:05～14:30 S3-1 從傳統手術到腹腔鏡及機器手臂輔助手術（包括達文西及 Senahnce

System）

戴槐青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4:30～14:55 S3-2 機器手臂輔助攝護腺腫瘤手術

何承勳

新光醫院泌尿科

14:55～15:20 S3-3 機器手臂輔助攝腎臟腫瘤手術

呂育全

臺大醫院癌醫中心醫院腫瘤外科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3-4 泌尿道結石處理的新利器（RIRS）

戴逸昇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泌尿科

16:05～16:30 S3-5 攝護腺肥大手術治療新趨勢（Enucleation）

洪健華

臺大醫院泌尿科

16:30～17:00 綜合討論

黃昭淵及全體演講人

臺大醫院泌尿科

【專業課程3.6分】



S23節目程序表

專題討論 4 台灣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系的發展與展望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持人：邱泰源、李明濱

09:00～09:20 S4-0 引 言
邱泰源 李明濱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09:20～09:40 S4-1 台灣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系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邱泰源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09:40～10:00 S4-2 醫師公會全聯會防疫兩年經驗—台灣防疫成功的關鍵性推手
羅浚晅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0～10:20 S4-3 2021 亞大醫師會台北宣言暨國際防疫新模式
張必正
張必正家庭醫師診所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0 S4-4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跨領域心理健康照護
吳佳儀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所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1:00～11:20 S4-5 如何建立國家醫療防疫安全體系—基層之觀點醫師
洪德仁
洪耳鼻喉科診所
台北市醫師公會

11:20～11:40 S4-6 建立醫療防疫安全體系—防疫醫師之觀點
顏慕庸
振興醫院感染科

11:4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及臨床藥師

【專業品質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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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5 臺灣後疫情時代之醫學教育的新發展

New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s Post-epidemic Era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急診醫學會

主持人：倪衍玄

09:00～09:05 S5-0 引 言

倪衍玄

臺灣大學醫學院

座長：張上淳（臺灣大學）

09:05～09:30 S5-1 後疫情時代之台灣醫學教育新發展

盛望徽

臺灣大學醫學系

座長：陳震寰（陽明交大醫學院）

09:30～09:55 S5-2 後疫情時代之醫學生臨床實習規劃

楊令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

座長：楊智偉（長庚醫學院）

09:55～10:20 S5-3 能力導向於台灣後疫情時代之新發展

蕭政廷

嘉義長庚醫院

10:20～10:40 休 息

座長：鐘育志（高雄醫學大學）

10:40～11:05 S5-4 間隙與重構：後疫情醫學人文教育方向

呂佩穎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座長：沈延盛（成大醫學院）

11:05～11:30 S5-5 後疫情時代如何確保醫學教育之品質～台灣醫學教育評鑑的回顧與前瞻

楊仁宏

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品質3.6分】



S25節目程序表

專題討論 6 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品病人於手術或侵入性處置之停藥及其臨床因應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D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臨床藥學會

主持人：許榮彬、黃織芬

09:00～09:05 S6-0 引 言

許榮彬 黃織芬

臺大醫院外科部 臺大醫院藥劑部

09:05～09:30 S6-1 心臟外科病人之栓塞風險評估不當停藥導致中風案例報告

陳政維

臺大醫院外科部

09:30～09:55 S6-2 心臟內科病人之栓塞風險評估抗血小板及抗凝血劑的停藥建議

李任光

臺大醫院內科部

09:55～10:20 S6-3 使用抗血小板與抗凝劑病患內視鏡前風險評估與處置之新進展

邱瀚模

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

10:20～10:40 休 息

10:40～11:05 S6-4 常見牙科處置出血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of bleeding in common dental procedures

章浩宏

臺大醫院牙科部

11:05～11:30 S6-5 常見眼科處置出血風險評估

劉耀臨

臺大醫院眼科部

11:30～12: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及臨床藥師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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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7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治療：台灣執行的十二年成果分析

Compulsory Psychiatric Admission: 12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in Taiwan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下午 14:00～16:4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2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精神醫學會

主持人：廖定烈

14:00～14:05 S7-0 引 言

廖定烈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4:05～14:40 S7-1 精神疾患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法規介紹及臨床指引

劉宗憲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14:40～15:15 S7-2 強制住院審查會運作：委員審查與機構申請的探討

吳泓機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5:15～15:35 休 息

15:35～16:10 S7-3 精神科患者的強制醫療：審查機制運作的 12 年經驗

（三）強制審查 12年個案臨床特徵探討

廖定烈

台灣精神醫學會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

16:10～16:4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3.6分】



S27節目程序表

專題討論 8 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的新進展

Dementia - Updates 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are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神經學學會

主持人：邱銘章

14:00～14:05 S8-0 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的新進展：引言

邱銘章

臺大醫院神經部

14:05～14:30 S8-1 失智症治療的新進展—從FDA對 Aducanumab 的許可談起

陳達夫

臺大醫院神經部

14:30～14:55 S8-2 MRI 在失智症診斷的新進展

曾文毅

臺大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14:55～15:20 S8-3 TTau PET 在 Tauopathy 神經退化疾病診斷的新進展

林靜嫻

臺大醫院神經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8-4 輕微認知障礙認知介入研究之進展

毛慧芬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16:05～16:30 S8-5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在失智症照護的應用

傅立成

臺灣大學資工系暨電機系

臺大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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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9 人之初關鍵 1000 天大數據與生物指標

Big Data and Biomarkers in the First 1000 Days of Life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兒科醫學會

主持人：李宏昌、楊崑德

14:00～14:05 S9-0 引 言

李宏昌 楊崑德

馬偕兒童醫院

14:05～14:30 S9-1 腸漏症生物指標在關鍵 1000 天與母嬰疾病的鏈結

李宏昌

馬偕兒童醫院

14:30～14:55 S9-2 孕婦環境大數據與高危險懷孕和早產的鏈結
許德耀

高雄長庚醫院婦產科

14:55～15:20 S9-3 關鍵 1000 天的因素對兒童神經發育的影響

陳慧如

馬偕兒童醫院兒科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9-4 關鍵 1000 天的環境因素與腎臟病和高血壓的縺結

田祐霖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兒童腎臟科

16:05～16:30 S9-5 關鍵 1000 天的環境因素與過敏病的關聯與防治

楊崑德

馬偕兒童醫院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3.6分】



S29節目程序表

專題討論 10 整合性老人健康照護新進展

Recent Advance in Integrated Geriatric Care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 辦：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主持人：黃國晉、陳慶餘

14:00～14:10 S10-0 整合性老人健康照護新進展：引言

Recent advance in integrated geriatric care: Introduction

黃國晉 陳慶餘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14:10～14:45 S10-1 建構醫養合一的老年照護

Development of a coordinated medical-life care geriatric care system

張皓翔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14:45～15:20 S10-2 建立以資產為社區發展（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模

式的社區照顧/照護地理資源分配機制-Health Hub

江博煌

國家衛生研究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15 S10-3 創新高齡健康照護模式—臺大休士頓阿波羅計劃

劉宏輝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臺大醫學院神經科

16:15～16:50 S10-4 現代科技在長照的應用

林怡妏

臺大醫院北護分院家庭醫學科

16:5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品質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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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11 急性缺血性中風之血管介入治療

Endovascular Intervention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主持人：羅兆寶、鄧木火

14:00～14:05 S11-0 引 言

陳榮邦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影像醫學部

14:05～14:30 S11-1 Update of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林德銘

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14:30～14:55 S11-2 Thrombectomy in Distal Arteries

李崇維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14:55～15:20 S11-3 Added value of rescue devices in 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 when should

we apply them?

謝立群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1-4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to EVT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林浚仁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腦血管科

16:05～16:30 S11-5 Special considerations for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based on advance

stroke image

賴彥君

亞東醫院影像醫學科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3.6分】



S31節目程序表

專題討論 12 經皮主動脈瓣置換術何時應用在主動脈瓣閉鎖不全之病人

When should we Consider TAVR in Patients with Pure Aortic Regurgitation?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D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中華民國心臟醫學會

主持人：蔡佳醍

14:00～14:05 S12-0 引 言

蔡佳醍

臺大醫院內科

14:05～14:30 S12-1 Epidemiology and current status of treatment for AR in Taiwan

林致源

三軍總醫院心臟外科

14:30～14:55 S12-2 Pathophysiology of acute and chronic AR and timing for AVR

謝宜璋

林口長庚醫院心臟內科

14:55～15:20 S12-3 Conventional surgical AVR for AR and clinical outcomes

邱冠明

亞東醫院

15:20～15:40 休 息

15:40～16:05 S12-4 TAVR to treat pure AR: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and my challenging cases

陳嬰華

台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6:05～16:30 S12-5 利用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術治療純主動脈瓣膜逆流：

現今實證及未來展望

TAVR for Pure AR：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林茂欣

臺大醫院內科

16:30～16:45 S12-6 利用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治療無鈣化主動脈瓣返流：振興醫院之經驗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for pure native aortic regurgitation:

Cheng-Hsin General Hospital Experience

李永在

振興醫院心臟醫學中心

16:45～17:00 綜合討論及結論

全體演講人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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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演講

教育演講 1 骨骼肌肉超音波在兒童的應用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復健醫學會

主持人：陳文翔、林家瑋

14:00～14:10 E1-0 引 言

林家瑋

臺大醫院復健科

14:10～15:00 E1-1 關節超音波於血友病兒童及青少年之應用

李宗穎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15:00～15:50 E1-2 以超音波篩檢青少年棒球員之手肘傷害

Ultrasonographic screening for elbow injuries in adolescent baseball

players

王琳毅

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

15:50～16:10 休 息

16:10～17:00 E1-3 骨骼肌肉超音波於兒童之臨床實務應用（什麼是正常？）

林家瑋

臺大醫院復健科

【專業課程3.6分】



S33節目程序表

教育演講 2 癲癇的診斷與治療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神經學學會

主持人：郭鐘金

14:00～14:10 E2-0 引 言

郭鐘金

臺大醫院神經部

14:10～14:40 E2-1 癲癇的基礎與臨床電生理學

林宙晴

成大醫院神經科

14:40～15:10 E2-2 癲癇的臨床症徵，分類，與診斷

謝良博

澄清醫院神經內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2-3 癲癇與相類似之睡眠疾病或障礙：鑑識與區辨

徐崇堯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內科

16:00～16:30 E2-4 癲癇的藥物治療

周碩彬

台北馬偕醫院神經內科

16:30～17:00 E2-5 癲癇的非藥物治療

尤香玉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癲癇科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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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演講 3 不只是皮膚炎？重新認識異位性皮膚炎

Not just Dermatitis? Revisiting Atopic Dermatitis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主持人：朱家瑜、李志宏

14:00～14:10 E3-0 引 言

朱家瑜

臺大醫院皮膚科

14:10～14:40 E3-1 More than skin deep: Atopic dermatitis (AD) as a systemic disease

朱家瑜

臺大醫院皮膚部

14:40～15:10 E3-2 Immunopathologic polarization of adaptive immunity and unique molecular

signature in Taiwanese atopic dermatitis

詹智傑

臺大醫院皮膚科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3-3 Environmental triggers and their intervention in tailored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李志宏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

16:00～16:30 E3-4 兒童異位性皮膚炎: 臨床表現與治療原則

俞 佑

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

16:30～17:00 E3-5 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D in a biologics era: Is

biologic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賴柏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皮膚科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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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演講 4 顏面美容回春—美的藝術

Esthetic Facial Rejuvenation -The Art of Beauty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2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主持人：廖述朗

09:00～09:10 E4-0 引 言

廖述朗

臺大醫院眼科

09:10～09:40 E4-1 Debate of periorbital rejuvenation - knife or needle?

劉淳熙

愛惟美診所

09:40～10:10 E4-2 下眼瞼手術之個人臨床經驗

廖文傑

台北榮民總醫院外科整形外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4-3 The design of non-incisional conjoint fascial sheath suspension for ptosis

correction

林宣君

大學眼科 璞之妍診所

11:00～11:30 E4-4 The relation of upper blepharoplasty and Periorbital tissues

洪學義

臺大醫院整形外科

11:30～12:00 E4-5 How can I survive my disastrous cases?

廖述朗

臺大醫院眼科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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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演講 5 神經罕見疾病的新治療: 展望與挑戰

Prospective and Challenge to Innovative Treatment in Neurologic Rare

Disease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3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神經罕見疾病學會

主持人：劉青山

09:00～09:10 E5-0 引 言

劉青山

台灣神經罕見疾病學會

09:10～09:40 E5-1 遺傳性神經病變之最新治療及展望

謝松蒼

臺大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

臺大醫院神經部

09:40～10:10 E5-2 遺傳性舞蹈症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陳瓊美

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5-3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之最新治療發展與希望

Current and emerging therapeutics f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李宜中

臺北榮民總醫院周邊神經科

11:00～11:30 E5-4 遺傳性代謝疾病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李妮鍾

臺大醫院基因醫學部

11:30～12:00 E5-5 遺傳性脊髓小腦萎縮症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張國軒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神經內科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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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演講 6 婦女貧血

Anemia in Women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主持人：周文堅、黃建霈

09:00～09:10 E6-0 引 言

周文堅 黃建霈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馬偕醫院婦產部

09:10～09:40 E6-1 婦女貧血的影響及常見成因與鑑別診斷

裴松南

義大醫院癌治療醫院血液腫瘤部

09:40～10:10 E6-2 婦女貧血的預防與治療

侯信安

臺大醫院血液腫瘤科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6-3 孕產婦貧血

詹德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11:00～11:30 E6-4 婦科疾病與貧血

曾志仁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11:30～12:00 E6-5 輸血的時機、建議作法與潛在的副作用

劉峻宇

台北榮民總醫院輸血醫學科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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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演講 7 放射性核種分子診斷與治療

Radionuclide Molecular Theranostics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主持人：顏若芳

09:00～09:10 E7-0 引 言

王秀伯

臺大醫院內科

09:10～09:40 E7-1 The role of endoscopy in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

郭雨庭

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

09:40～10:10 E7-2 Theranostics in the management of neuroendocrine tumors

鄭媚方

臺大醫院核子醫學部

10:10～10:30 休 息

10:30～11:00 E7-3 Treatment in mCRPC patients

蔡育傑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11:00～11:30 E7-4 PSMA theranostics: current status

曾敬仁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興建經營）

11:30～12:00 E7-5 PSMA theranostics: the Future

路景竹

臺大醫院核子醫學部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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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演講 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治療之未來展望

Future Perspectives in the Management of Nonalcoholic Steatosis Liver

Diseases (NAFLD) and Steatohepatitis (NASH)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內科醫學會

主持人：余明隆、高嘉宏

14:00～14:10 E8-0 引 言

余明隆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4:10～14:40 E8-1 非酒精性脂肪肝/脂肪肝炎與之流行病學與診斷

劉俊人

臺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14:40～15:10 E8-2 非酒精性脂肪肝之臨床病程、風險因子及預後

楊盈盈

台北榮民總醫院教學部

15:10～15:30 休 息

15:30～16:00 E8-3 肝外系統疾病與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之交互影響

許景盛

大林慈濟醫院腸胃科

16:00～16:30 E8-4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之非藥物治療

戴啟明

義大醫院

16:30～17:00 E8-5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之藥物治療

黃志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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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演講 9 新冠病毒的實驗室檢驗：現況和迷思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COVID-19: Reality and Myths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14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3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合辦：台灣臨床病理暨檢驗醫學會

主持人：薛博仁

14:00～14:10 E9-0 引 言
薛博仁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座長：黃集仁（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4:10～14:40 E9-1 COVID-19 新知
陳志榮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感染科

座長：陳百薰（高醫附設紀念醫院）

14:40～15:10 E9-2 核酸檢測和池化式篩檢
商弘昇
三軍總醫院臨床病理科

15:10～15:30 休 息

座長：林植培（台北慈濟醫院）

15:30～16:00 E9-3 抗原檢測和社區廣篩
朱芳業
亞東紀念醫院檢驗醫學科

座長：周文堅（臺大醫院）

16:00～16:30 E9-4 抗體檢測和疫苗接種後免疫力
黃昱璁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座長：林正修（彰化基督教醫院）

16:30～17:00 E9-5 核酸，抗原，抗體檢驗：整合與管理
楊晶安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檢驗科

【專業課程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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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COVID-19臺灣防疫

陳時中部長

衛生福利部

這次COVID-19疫情來勢洶洶，臺灣能維持

至今的防疫成果，除了完成許多創新政策，更仰

賴來自各方的努力，以及醫衛體系和國民的配

合，共同形塑「臺灣模式」防疫。

110年 5月中旬 COVID-19疫情造成之社區

傳播，以及面對目前仍有偶發社區群聚事件及病

毒變異株入侵之威脅，我們仍將嚴管邊境，落實

檢疫，防堵變異株入侵，積極找出社區潛在感染

源，切斷傳播鏈，維持必要且合理的防疫管制強

度，持續在社會運作與防疫間尋求平衡。

感謝有各位堅守在醫療的第一線，撐起醫療

防疫工作，以及各界專家與捐贈我國疫苗之國家

及企業團體，讓我們一起努力渡過這場世紀之

疫。

P-2
Plasmid DNA-based Gene Therapy: From
Regenerative Medicine to Vaccine for COVID-19
Professor Ryuichi Morishita
Department of Clinical Gene Therapy, Osak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Gene therapy has emerged as a novel therapy to
promote angiogenesis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limb
ischemia (CLI) caused by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We focused on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 as
pro-angiogenic factors. In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naked plasmid DNA encoding HGF showed the
safety and their potential for symptomatic
improvement in CLI patients. Based on phase III
data, HGF gene therapy drug, Collategene, has been
approved by PMDA in Japan. Collategene was
launched in Japan market as the first gene therapy
drug at 2019. In this session, wewould like to discuss
about future application of HGF gene therapy.

In addition, we recently focused on the
therapeutic vaccinationwhich has extended its scope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 to chronic diseases. We
reported that angiotensin (Ang) II vaccine for
hypertension successfully attenuated the high blood
pressure in animal models (PLoS One 2013, Sci Rep
2017, Stroke 2017).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rug adherence interventions may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population, because
approximately 50% may not take medications. This
poor adherence to medication leads to increased
morbidity and death. As a result, the vaccine-induced
anti-Ang II antibodies can efficiently ameliorateAng
II-induced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perivascular
fibrosis inmice.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demonstrated
good safety profile and the production of antibody
against Ang II. In next step, we will start phase IIb
study to test the anti-hypertensive efficacy.

Based on plasmid DNA platform technology,
we have applied to develop DNA vaccine against
COVID-19. Successfully, we have developed DNA
vaccine against SARS-Cov2. Now, phase II/III

七、演講摘要

特別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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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trial using our DNA vaccine was already
started, from 4Q on 2020. In addition, AnGes has
started another phase 1/2 study to increase the
efficacy. As the safety profile of DNA vaccine was
verywell, in this lecture, Iwould like to discuss about
DNA vaccine against COVID-19.

P-3
Toward Global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B and
C-Prevention, Testing & Treatment
Professor Lu-Yu Hwang, M.D.（黃綠玉教授）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Houston, USA

Globally, liver cancer rates continue to climb, is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death. Liver death
is the 10th leading cause of death. About 70%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ases are caused
by viral hepatitis B (HBV) and C (HCV). Over 350
million people in theworld are livingwith hepatitis B
and C, putting them at risk of cirrhosis, liver failure
and liver cancer. Hepatitis viruses are bloodborne
transmitted. HBV is most commonly transmitted
from mother to child during birth, also through
contact with blood or body fluids, during sex with an
infected partner, unsafe injections or exposures to
sharp instru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infection is common in infants infected from their
mothers or before the age of 5 years. Today all infants
receivehepatitisBvaccine after birth,with additional
2 doses to complete the series, and protection lasts at
least 20years. Chronic hepatitisBcanbe treatedwith
oral antiviral agents (tenofovir or entecavir) to
suppressHBV.Treatment can slow the progressionof
cirrhosis, reduce incidence of liver cancer and
improve long term survival. Most HCV infection
occur through exposure to blood from unsafe
injection practices, unsafe health care, unscreened

blood transfusions, injection drug use. Approxima-
tely 70% of infection will develop chronic infection,
and leading to the cirrhosis, cancer. Today pan-
genotypic direct-acting antivirals (DAAs) therapy
can cure more than 95% of persons with hepatitis C,
but access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s low. There is
currently no effective vaccine against HCV
infection.

In 2016,WHO’sWorldHealthAssembly called
for global elimination of viral hepatitis by 2030 and
set global targets of achieving 90% reduction in new
cases of hepatitis B and hepatitis C, a 65% reduction
in deaths from hepatitis B and hepatitis C, and
treatment of 80% of people living with these
infections.WHO is working in the following areas to
support countries in moving towards achieving the
global hepatitis goals u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2030: 1) raising awareness,
promoting partnerships and mobilizing resources; 2)
formulating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data for
action; 3) preventing transmission; and 4) scaling up
screening, care and treatment services. In 2020,
global coverage of three doses of hepatitis B vaccine
was 83%, and 42% of children received birth dose,
which is essential to prevent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Improving rates of infant vaccination
coverage, especially in African region, will reduce
HBV infection,which could help reduce liver disease
and death. Athough affordable, effective treatments
can prevent liver disease and liver cancer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epatitis B or C, one of the largest
gaps for elimination is “finding the missing
millions.” In 2019, globally only 10% of those with
hepatitis B and only 21% of people with hepatitis C
have been diagnosed. Of these diagnosed, 22% and
62% had received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o reach
elimination, we must scale up universal Hepatitis
screening. Point of care tests exist for hepatitis B and
C, and we must push for usage, especially in
community settings. Screening in primary ca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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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various care settings is critical to reaching
more people. Another critical gap is the low
treatment rates. Worldwide, only 13% of people
living with hepatitis C and 2% of people living with
hepatitis B have received treatment. Global costs of
antiviral medications have fallen, however, how to
improve the cascade of carewith a focus on treatment
simplification, task shifting and decentralizing of
care to primary care setting in order to expand access
need commitment and resource. Taiwan started
universal HBV newborn vaccination in 1982,
implemented universal health care, digitalized health
information in 1995, began national HBV antiviral
therapy 2004 and national HCV therapy 2018.
Taiwan model is ahead and on the track toward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B and C by 2030.

P-4
風濕性心臟病到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醫學旅程

My Medical Journey from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黃瑞仁

臺大醫學院內科

風濕性心臟病包括急性風濕熱和慢性風濕性

心臟病，風濕熱是上呼吸道被 A 群 beta族溶血

性鏈球菌感染後所引起的病變；慢性風濕性心臟

病會引起瓣膜纖維化、結疤、腱索縮短及黏合，

甚至鈣化等。最常侵犯的瓣膜是二尖瓣（又稱憎

帽瓣），次為主動脈瓣。慢性風濕性心臟病因左

心房擴大，常導致心房顫動，因而全身性動脈栓

塞症是嚴重的併發症之一。

1990年代，台灣剛引進經食道超音波心圖，

對左心房內的結構，影像更清晰，除了方便診斷

左心房血栓外，不少病患在左心房內出現自發性

超音波影像（spontaneous echo contrast）。我的

研究從經食道超音波心圖對左心房血栓診斷的準

確度開始，探討左心房血栓與自發性超音波影像

和全身性動脈栓塞症的相關性，進一步研究左心

房功能、血小板凝集能力與左心房自發性超音波

影像的可能形成機轉，做為臨床上減少全身性動

脈栓塞症應使用抗凝血劑或抗血小板藥物的理論

基礎。在這期間同時也學習了使用井上氣球導管

（Inoue balloon catheter）經靜脈二尖瓣氣球擴張

手術，治療過程的心房中隔穿刺術是比較困難而

具風險的心導管技術。

經食道超音波檢查的臨床應用，除了在慢性

風濕性心臟病的相關研究外，我們團隊當時也應

用在重症、感染性心內膜炎、二尖瓣閉鎖不全病

因的診斷及嚴重度評估、主動脈剝離、心房中隔

缺損、存開性動脈導管，不明原因中風及心肺復

甦產生心輸出量的機轉等心血管領域研究，共發

表四十多篇學術論文。

隨著台灣整體衛生環境的進步，風濕性心臟

病迅速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冠狀動脈心臟病。冠

狀動脈心臟病大部分的成因是動脈粥狀硬化，從

血中膽固醇的成分分析，基因多型性，微生物及

內源性代謝指標誘發體內發炎反應，探討動脈粥

狀硬化成因。在這一段時間，隨著介入性心臟醫

學的發展，開展冠狀動脈氣球擴張、支架置放、

動脈硬化斑塊切除術（包括旋磨技術）、血管內

影像分析及急性心肌梗塞緊急心導管治療等。

心臟疾病是國人的第二大死因，其中冠狀動

脈心臟病及心臟衰竭是最重要的兩大原因。經由

學會的參與，包括台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及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制定許多治療指引，包括ST
節段上升型、非 ST節段上升型急性心肌梗塞、

心臟衰竭、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等，以及完成國

民健康署委託計畫，撰寫心血管慢性病的防治準

則。從疾病的治療到預防，持續投注在國人心血

管健康的醫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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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肢體保全手術的進展與挑戰

The Advancements and Challenges Regarding
Limb Salvage Surgery
楊榮森

臺大醫學院骨科

Amputation was the only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osteosarcoma who could not receive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ue to various factors
before the 1980s. Amputation resulted in immediate
loss of function, severe damage to body image, and
heavy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insults. Even so,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is only about
20~25%. Many patients are reluctant to undergo
treatment, creating a vicious cycle of lat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high amputation rate in that era.

After the 1980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modern imaging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n
surgical techniques have enabled limb salvage
surgery that provide well-functioning, tumor-free,
painless limbs. With proper selection, pati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mostly intact bodybalance, a simpl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and intact body image,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local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Functional outcomes after limb salvage surgery are
related to the anatomical location, the level of the
resection and amount of muscle loss, the adjuvant
treatment protocols, the tumor size and grade, the
stability of the reconstruction, th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s well as the patient’s
cooperation andmotivation.

Many options are available for reconstruction
for limb slavage surgery, including oncological
endoprosthesis, autologous bone graft (vascularized,
conventional, recycled, etc.), allograft, rotation-
plasty, limb lengthening surgery, arthrodesis, etc.
These surgical method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various clinical challenges.

Regarding bone grafting, bone union is very impor-
tant for good function recovery. Therefore, a longer
period of non-weight bearing is recommended after
operation that would delay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nd affect function. In addition, chemotherapy or
radiation therapy would impair bone union.
However, the availability of bone grafts is limited.
Allogeneic bone grafting also has potential risks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and inf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oncological endoprosthesis
had the benefits of immediate stability that allows
early rehabilitation.However, oncological endopros-
thesis was not widely used in Taiwan in the 1990s
because of high price, inconvenient to get a proper
endoprosthesis, time-consuming transportation from
abroad, and the small body stature of Taiwanese
people. We need to overcome all these challenges to
increase the patient’s willingness to undergo
treatment and improve clinical outcomes as well.

Due to the aforementioned challenges, we have
participated a new era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of domestic oncological endoprosthesis since
1995 tomeet the needs of theTaiwanese people. This
series of endoprostheses adopt a modular design,
with a complete set of sizes available, special
connecting device and contact surface designs with
confirmed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The design
principles have been presented elsewhere. Such a
series of endoprostheses can be used for reconstruc-
tion of defect after resection of tumors in the
proximal humerus, proximal and distal femur,
proximal tibia and total femur, especially to
overcome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small stature. Such
endoprostheses also got approval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some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solv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patients.
Meanwhile we integrate a team of medical and
pediatric oncologist, pathologist, physical therapist,
assistive devices and other experts for team approach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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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anuary 1996, we started a new era of limb
salvage surgery using domestic in Taiwan. The first
domestic oncological endoprosthesis operation was
done in a female patient with distal femoral
osteosarcoma.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was
smooth and successful. Up to the present,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limbswith othermalignant tumors, some
benign tumors and non-tumor patients with severe
damage to the skeletal structu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amputation rate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malignant sarcoma was less than 5%, only for those
with extremely large or recurrent and reluctant to
therapy. With a number of basic and clinical studies,
we get more and more evidence of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hese endoprosthses. Nowadays these
devices have also beenwidely used in other countries
to help more and more patients and achieve better
clinical outcomes.

P-6
RNA病毒的臨床及基礎研究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of RNA Virus
施信如

長庚大學生技系暨研究所

RNA 病毒是容易突變而造成大疫情的病

毒，例如腸病毒、流感病毒及冠狀病毒。此次演

講將回顧自 1998 年以來每逢疫情來襲時，如何

將病毒學、分子生物、細胞生物學應用到臨床檢

驗，協助疫苗發展。而臨床研究的發現，如何啟

發基礎研究的方向而應用於疫苗或藥物的發展。

例如腸病毒轉譯機制轉的研究，應用於控制RNA
在不同細胞的表現量。基因編輯的方法，找出設

計抗 RNA 病毒複製的藥物。此次演講亦會探討

如何將過去多年研究 RNA病毒學的經驗、知識

及技術，應用到這一次的 COVID-19 全球大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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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I-2
疫情下的遠距醫療發展

陳維恭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急診部

自 2020 年迄今，COVID-19 持續衝擊各國

公共衛生與醫療運作。「降低接觸」與「戴口

罩」，是防疫措施中，最基本也最簡單之方法。

然醫療服務，無法完全避免緊密接觸。而且，面

對病情越緊急、越嚴重之病人，醫護與醫事人員

接觸之距離可能須越近、頻率也須越高。於是，

如何在降低接觸、保存醫療能量，及延續醫療照

護間，尋求一個最佳解決方案，成為疫情擴散

下，最急迫之問題。

遠距醫療發展之歷史，已有數十年。2020
年，在疫情助長下，各國遠距醫療出現大幅成長

之現象，特別是歐美先進國家。除法規鬆綁外，

給付方式亦隨之快速配合調整。至於穿戴式裝

置、視訊功能等科技產品，均以前所未有之速度

突飛猛進。民眾對遠距醫療接受度，亦在此階段

大幅提升。雖然疫情趨緩，連帶對遠距需求之迫

切感隨之下降，但未來醫療服務模式之改變，恐

仍須坦然地去面對，並思索如何利用通訊科技創

造更有效率之醫療服務。

本次會議報告內容，除極簡單地介紹疫情

下，國際與台灣在遠距醫療方面之發展與比較

外，同時也提出未來持續推動時，可能面臨之障

礙與問題。最後，將就推動遠距醫療時，在政策

面與操作面上，提出一些觀察與建議，期與醫界

專家先進們共同討論。

高 I-3
智慧醫院及遠距醫療挑戰與展望

陳適安

臺中榮民總醫院

智慧醫療已然成形，隨著全球物聯網、雲端

技術成熟，海量數據劇增，生技、ICT 、IoT 及

電信業者這幾年來積極開發各類系統導入醫院、

診所等各大醫療照護場域。遠距醫療可以有效解

決城鄉差距，協助緊急救護以及長照業務，彌補

偏鄉醫療資源不足的現況。開發遠距醫療系統到

應用落地階段，則需要醫療與 ICT、IoT產業的

跨領域協作。打造智慧醫院，醫療數位轉型，讓

產業界跟醫療端可以有效溝通，同時在政府法規

鬆綁支持下，可以合適處置並回饋，將成為遠距

醫療系統的成功關鍵。

目前台中榮總已進行榮民金字塔三級醫療照

顧服務，透過遠距醫療，由總院提供榮總分院以

及榮家即時照護。中榮神經內科以及神經外科醫

師也長期派駐在分院以及偏鄉，提供當地緊急中

風搶救處置，並即時回傳 CT, MRI 影像，進行

B2B醫師會診治療，並定期檢討交流。台中榮總

近期也推展並發表 5G外科手術影像即時傳輸技

術，例如心導管手術以及達文西手術，透過影像

的傳遞使醫師之間的互動與諮詢變得更加方便。

未來中榮投入高齡長照以及偏鄉醫療，也將透過

建置 5G連線和相關醫療物聯網量測設備，提供

更有效率的醫療照護。如何使高齡長者以及偏鄉

民眾熟悉並接受遠距介面，相關推廣教育以及人

員協助需求將是另一個挑戰。

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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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I-4
遠距醫療及人工智慧之個資保護與倫理

何之行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中研院資創中心

Telemedicine allows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to evaluate, diagnose and treat patients at a distance
using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e approach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art in the
healthcare infrastructure, and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aused a massive acceleration in such
use. Though telemedicine could have multiple
benefits by expanding access to care and reducing

costs and disease exposure for clinical professionals
and patients, it introduces some issues of concerns in
legal and ethical aspects. On the other h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that relies on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to search data and uncover insights
also cause new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This talk explores the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when planning,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telemedicine, and when the AI/ML is
involved in healthcare delivery.These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informed
consent, liability arrangemen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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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
DSA-精益求精的精準麻醉

Density Spectral Array: make the best better in
precision anesthesia
吳紹群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部

0-100（或 0-91）的單一腦波分析指標（如

BIS, CSI, Psi, RE, SE數值）已經無法滿足現代麻

醉對於精準控制的需求（如下圖，同樣是 50 但
腦波頻率分佈就是不一樣！）。Density Spectral
Array（DSA）衍生的相關資訊將可輔助麻醉醫

師對於麻醉藥物種類的選擇，劑量的拿捏以及個

人化藥效評估。

1. EMG 是真是假？是敵是友？EMG 對 BIS 與

DSA的影響

2.各種鎮靜麻醉藥物在 DSA 上的型態差異與表

現量

3.舊瓶裝新酒？DSA新解

4. DSA對於中度或深度鎮靜的輔助

5. DSA對於多重麻醉藥物混合的經驗

6. DSA對腦死器捐病患的應用

7. Alpha 波與 SR 是未來提升麻醉甦醒品質的關

鍵嗎？

S1-3
Implication of multi-model general anesthesia by
using EEG DSA
吳峻宇

臺大醫院麻醉部

近年來，多模式全身麻醉（multimodal gen-
eral anesthesia）的概念漸漸受到重視。傳統的全

身麻醉組成中，用以達到麻醉狀態的藥物為單一

種類，可能為麻醉氣體或是 profopol。而所謂多

模式全身麻醉，是用至少兩種以上藥物搭配，來

達到麻醉所需要的 unconsciousness and amnesia
之狀態。多模式全身麻醉的好處，包含可在減少

各組成藥物的劑量下，將各成分藥物之效果發揮

到最大，以達到低劑量卻足夠的麻醉深度，因此

也有機會降低麻醉造成之副作用。然而，在使用

多模式全身麻醉時，應當要配置適當的監測儀

器，以精準調控各成分藥物的恰當濃度，在這個

目的下，傳統的腦波監測（Electroencephalogra-
phy; EEG），例如：bispectral index，可能難以

掌握多重藥物的組合變化。然而當代 EEGmoni-
tor則具備有 density spectrum array（DSA）之功

能，則讓 multimodal general anesthesia變為可以

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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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之技術。

以傳統全身麻醉最常使用的主成分－麻醉氣

體或 propofol為例，兩者在 EEG DSA上皆表現

以 alpha oscillation（~8-13 Hz）與 delta oscilla-
tion（~1-4 Hz）。而 multimodal general anes-
thesia 中兩個常用的藥物－ dexmedetomidine 與

ketamine，也各自有不同的 EEG DSA 樣貌。例

如：dexmedetomidine在EEGDSA主要的表現為

intermittent alpha spindle oscillation，而 ketamine
則會表現出 gamma（~27-40 Hz）與 beta（~10-
24Hz）oscillations。因此，麻醉醫師可藉由DSA
pattern，得知藥物是否出現對應之腦波頻譜來確

認藥物濃度在腦中是否達標，因而可用以操作精

準之 multimodal general anesthesia。本次演講內

容，旨在分享目前在台大醫院用 EEG DSA操作

multimodal general anesthesia 之經驗。以 EEG
DSA導引之 multimodal general anesthesia，為以

傳統麻醉藥物（麻醉氣體或 propofol），配合

dexmedetomidine 與 ketamine，觀察病人各自

EEG DSA 的變化調配各組成藥物的劑量，取代

傳統單一麻醉藥物的麻醉方式。這樣的模式在多

數病人下皆可施行。且在接受重大手術之高風險

病人（例如：老年病友多重共病），甚至嬰幼兒

接受複雜氣道處置皆可應用，並且觀察到「降低

劑量與副作用，且放大麻醉深度」的潛在好處。

S1-4
ANI guided perioperative analgesia and nerve
block
鄧惟濃

臺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良好的麻醉有三大要素：不動、不痛、失

憶，為達到這三者取決於多種因素之間的平衡，

因此需要使用多個參數進行評估。疼痛作為繼血

壓、呼吸、脈搏、體溫之後的「第五大生命徵

象」，目前對於疼痛的研究越來越被重視，可用

疼痛指數例如 ANI、SPI等，於手術時監測參數

並綜合評估下，可以完整地了解患者的狀況。近

年來學界推行手術後加速康復（enhanced re-
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強調降低手術中鴉

片類止痛藥給予，鴉片類藥物作用在中樞神經，

使神經反應遲鈍，止痛效果好，但是副作用多，

例如噁心嘔吐、嗜睡、呼吸抑制、便秘、內分泌

失調等等，並且，中樞神經被鴉片類藥物抑制，

但周邊組織仍然受到傷害，釋放發炎介質，引起

免疫功能失調。因此，要抑制發炎反應，減少鴉

片類藥物使用，但又要有效止痛，神經阻斷即為

達到此目的之利器，在傷口的神經旁邊施打局部

麻醉藥，讓疼痛的訊號無法傳遞至中樞神經，降

低發炎介質，減少急性與慢性疼痛發生。鎮痛傷

害指數（analgesia nociception index, ANI）為評

估疼痛刺激對機體影響強度的工具之一，藉由分

析 病 人 心 率 變 異 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測量病人副交感神經張度，可依病人個

別差異給予鎮痛藥物，以避免止痛劑量不足或過

量，並評估神經阻斷之效果。

S1-5
Associations of M-entropy with postoperative
delirium, pain and Nausea/Vomiting
陳貞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麻醉部

術後譫妄是老年病人施行手術後的常見發症

率，其定義為認知功能和注意力的急性障礙。術

後譫妄病人常會進展成認知障礙的慢性階段，即

術後認知功能障礙。術後譫妄和術後認知功能障

礙都與術後併發症率、住院時間和死亡率增加有

相關。

術後譫妄和術後認知功能障礙的病因包括手

術、麻醉和病人的相關因素。手術後的全身炎症

反應可導致各種器官損傷／功能障礙，包括認知

障礙。大腦是麻醉的標靶器官。麻醉過淺可能會

導致創傷性術中覺醒；而麻醉過深會誘發血流動

力學不穩定，增加術後譫妄和認知功能障礙的風

險。揮發性麻醉劑已被證明可激活線粒體凋亡途

徑，抑制神經新生並降低神經傳遞的功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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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全身麻醉劑會引起腦血管內皮細胞的結構變

化並增加血腦屏障通透性，因而破壞腦血管屏障

的完整性。總體來說，手術和麻醉都會影響大腦

功能。老年病人出現的大腦衰老變化包括大腦質

量減少、有髓神經纖維萎縮引起的白質減少、突

觸連接下降引起的皮質密度變薄和神經傳遞缺

乏。所有這些變化都會導致認知和記憶力下降。

老化的大腦較易受到手術創傷和麻醉的不利影

響，導致術後譫妄和術後認知功能障礙。

施行一級預防術後譫妄和術後認知功能障礙

優於治療。藉由使用己處理的腦電圖（pEEG）
的麻醉深度監視器引導的精確麻醉是預防術後譫

妄和術後認知功能障礙的一種方法。此外，有研

究發現接受非心臟手術的病人採行pEEG引導麻

醉也可減少術後疼痛、減少止痛藥需求和減少術

後噁心／嘔吐發生率。M-Entropy （熵引導）

是一種運用己處理腦電圖pEEG的麻醉深度監測

器。我們發現接受常規非心臟手術且術後使用靜

脈自控式止痛的老年病人，術中的熵引導麻醉監

測可有效地降低術後譫妄發生率，雖然熵引導的

麻醉操作並沒有減少術後疼痛、術後鎮痛劑需求

量和術後噁心／嘔吐發生率。總體而言，通過麻

醉深度監測去施行「精準」麻醉，可使病人受

益。

麻醉醫師應該提供病人大腦一個特殊照顧：

通過精準麻醉、減少傷害。

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surgery in the elderly. POD is
defined as an acute disturbance in cognition and
attention. PODpatients may develop a chronic phas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 Both of POD and POCD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orbidity, hospital length
of stay andmortality.

The etiology of POD and POCD includes
surgery-, anesthesia-, and patient-related factors.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s following surgery
can cause various organ injury/dysfunction includ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The brain is the target organ of
anesthesia. Inadequate anesthesia may induce

traumatic intraoperative awareness; whereas, exces-
sive anesthesia causes hemodynamic instability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delirium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Volatile anesthetics have been shown to
activate mitochondrial apoptosis pathway, suppress
neurogenesis and decrease neurotransmission.
General anesthetics induce structural changes in
brai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nd increase blood-
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resulting in disrupting
integrity of the blood-brain barrier.Collectively, both
of surgery and anesthesia impact various aspects of
the brain functions. Aging changes in the brain
include decreased brain mass, reduced white matter
due to shrinkage of myelinated nerve fibers, thinning
cortical density due to declining synaptic connec-
tions and neurotransmitters deficiency. All of the
changes play a role in declining cognition and
memory. The aging brain may be vulnerable to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surgical trauma and anesthesia
leading to POD and POCD.

Primary prevention of POD and POCD is
superior to treat it. Precision anesthesia guided by a
monitor of anesthetic depth based on the processed
electroencephalogram (pEEG) seems a way to
achieve the prevention of PODorPOCD. In addition,
pEEG-guidance anesthesia was found to be asso-
ciated with reduced postoperative pain, decreased
analgesic requirements and less postoperative
nausea/vomiting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non-
cardiac surgery. M-Entropy is an anesthetic pEEG
monitoring. We discovered that entropy-guided
anesthesia de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POD although
pEEG-guided anesthesia did not reduce posto-
perative pain, postoperative analgesic requirements
and postoperative nausea/vomiting in elderly
elective non-cardiac surgical patients receiving intra-
venous 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Overall, patients
will be benefit from “precision” anesthesia via the
anesthetic depth monitoring.

Do Patients’ Brain a Favor: Do Less Harm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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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anesthesia.

S2-1
電腦斷層發現的無症狀肺結節與病理對照

謝明書

臺大醫院病理部

在健檢與低劑量電腦斷層的幫助下，愈來愈

多的肺癌能在早期就被發現並切除，這些早期被

抓出來的腫瘤包含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
sia、adenocarcinoma in situ、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以及早期肺腺癌。有一些良性

變化或少見的良性腫瘤在影像上與早期肺癌很類

似，在手術中送的冰凍切片常帶給病理醫師很大

的挑戰，在此分享幾例困難案例。

另外分析 2013-2017年台大醫院手術切除的

良性肺節結中，在電腦斷層影像上可分兩大類，

第一類是影像學上為 solid nodules，這類中最常

見的診斷是 granulomatous inflammation；第二類

是影像學上為 pure/part-solid ground glass nodules
（GGN），此類中最常見的診斷是慢性發炎與局

部 fibrosis，次常見的是局部的血管增生，病理

診斷為 solitary pulmonary capillary hemangioma
（SPCH），SPCH 在影像上與原位癌/早期肺腺

癌非常相似，但在術中冰凍切片甚至術後的病理

切片上很難診斷。

S2-2
The challenges for pathologists in the diagnosis of
small early lung adenocarcinoma—北榮經驗

葉奕成

台北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依照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肺癌研究協會的分

類，早期肺腺癌可依據腫瘤的侵襲程度，區分為

原位肺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微小侵

襲 肺 腺 癌（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
a），以及侵襲性肺腺癌（adenocarcinoma）三種

類別。而侵襲性肺腺癌又可再依其細胞排列方式

進一步區分為 lepidic、acinar、papillary、micro-
papillary、solid等亞型。這樣的分類系統雖然已

經行之有年，而且已有大量累積的資料顯示這個

分類系統可以很有效地預測早期肺腺癌病患的預

後，對於臨床診療有重要的價值，然而在臨床實

務上，應用這樣的分類對於病理醫師來說仍是不

小的挑戰，尤其是在手術前的切片檢體以及手術

中的冰凍切片，要正確地辨識細胞的排列方式以

及腫瘤的侵襲程度往往十分困難。本專題報告將

以上述的早期肺腺癌之病理診斷為主題，分享北

榮的經驗，討論其中的困難之處以及病理醫師所

面臨的挑戰。

S2-3
AJCC分期系統第 8版早期肺腺癌的臨床相關性

黃秀芬

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美國癌症聯合委員會（AJCC）第 8 版肺癌

癌症分期系統自 2018 年起在全球範圍內廣泛使

用。這種新的分期系統採用了腫瘤大小的新標

準，尤其是Tis、T1a（mi）和T1a，基於通過組

織學檢查評估的間質浸潤。對於肺部病理學家來

說，這可能是相當困難和具有挑戰性的。我們檢

索 2014年 1月至 2018年 4月中山醫科大學附屬

醫院所有手術切除肺腺癌患者的病理報告，採用

AJCC第 8分期系統進行複查和再分期。僅分析

診斷為原位腺癌、I期和 II期的患者的臨床特徵

和存活率。共納入手術切除的肺腺癌 376例。在

Tis、T1a（mi）和的T1a患者中，肉眼檢查的整

個腫瘤大小絕大部分為小於 1.0 cm。此外，所有

的Tis、T1a（mi）和T1a腫瘤在組織學上都屬於

貼壁、腺泡或乳頭狀模式。所有Tis、T1a（mi）
和T1a期患者在長達 4年的隨訪期內均未出現腫

瘤復發，而 T1b、T1c、T2a 和 T2b 期患者均有

少量腫瘤復發（p<0.0001）。這項研究證明了

Tis、T1a（mi）和 T1a期肺腺癌患者的良好生存

率。因此我們建議，當腫瘤只有貼壁、腺泡或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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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狀組織學模式時，將小於或等於 1 cm 的肺腺

癌分為Tis、T1a（mi）或T1a不是必需的。這些

腫瘤都可以歸為 T1a，如果完全切除，預後良

好。

S2-4
The challenges for the radiologists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ground glass
nodule (GGN)—NTUH experience
張允中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A ground-glass density nodule (GGN) is a
circumscribed area of increased pulmonary
attenuation with preservation of the bronchial and
vascular margins. In broad sense, GGN indicating
sub-solid nodule, should include part solid (with
solid component) and non-solid (pure GGN without
solid component). The etiology ofGGN include non-
neoplastic (infection, inflammation, hemorrhage,
etc.), neoplastic diseases (primary lung malignancy,
rarely metastasis, etc.), stage 0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 and preinvasive lesion such as 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AH). The challenges of
radiologists in the diagnosis of these small GGN,
mainly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CT resolution (above
500 µm) compared to microscopic resolution (<1µ
m).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Lung
RADS, LU-RADS, Fleischner society guideline) for
lung nodule(s) are based on their size and
characteristic as well as the follow up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CT detected nodules, measurement of
the mean diameter of the whole nodule, solid
component and interval change of the nodule size is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ly practical method. CT
image-based features combined with patient-based
features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prediction model
in personalized medicine. Taiwan Lung Cancer
Screening inNever Smoker Trial (TALENT) showed

a lung cancer detection rate 2.6% (313/12011) in
nonsmoker population with the prevalence of lung
cancer with family history 3.2%. 96.5% of the
confirmed lung cancer were stage 0-1. An accurate
detection, precise measure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ung nodule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patient
management and follow up strategy in LDCT lung
cancer screening. We analyzed 100 surgically
resected GGNs (January 2019-March 2019),
including 31 men and 69 women (mean age 57.6
years), average size7.7±2.8mm,6benign, 6AAH,21
AIS, 33 MIA, 34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IA) (5
lepidic, 20 acinar, 7 papillary, 1 no predominant
subtype, 1mucinous). Benign and preinvasive lesion
account for 33%, MIA 33%, IA 34%. Modified
Taiwan guideline for the risk prediction and nodule
management should be performed to avoid
overdiagnosis and overtreatment.

S2-5
The challenges for the radiologist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GGN—北榮經驗

陳俊谷

臺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呼吸循環放射科

電腦斷層影像中的毛玻璃結節的最終病理診

斷是多樣的，單純影像診斷的有時是困難的，而

相關追蹤時程在不同的場景下，有不同的建議。

單一實質性結節介於六至八毫米時，Fleischner
學會建議於六至十二個月追蹤。若多顆實質性結

節大於六毫米的結節，則建議於三至六個月的追

蹤，第一次追蹤後若為高風險族群建議於十八至

二十四個月追蹤，低風險族群則綜合考慮或可於

十八至二十四個月時追蹤。但究竟於三個月或六

個月穩定的結節是否後續仍有惡性的可能性？則

需要多方面考慮。毛玻璃結節小於六毫米者的處

理是否可不需追蹤？微小的純毛玻璃結節，約有

百分之十仍會隨時間增大，且大約百分之一在日

後診斷為肺癌，而初始為微小純毛玻璃結節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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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診斷為肺癌者，該純微小毛玻璃結節中出現實

質性部分平均經過三年半左右。Fleischner 學會

定義如果形態學上較有可疑者，需要追蹤，而這

些型態較可疑者包含邊緣呈現不規則或 spiculated
或結節位於上肺葉者。這些需要追蹤者，建議於

兩年以及四年的時候追蹤。但是否四五年後就不

需追蹤？文獻顯示一開始呈現五年穩定的毛玻璃

結節或者是部分實質性結節仍然有百分之十三在

後續結節仍然呈現增大的現象。至於追蹤前是否

會使用藥物來經驗性的治療，使一些發炎性或感

染性的病灶可以消退？文獻中針對 160名醫師的

問卷調查有百分之七十六會考慮使用抗生素，而

僅有百分之四十八表示會考慮使用類固醇。若部

分實質性結節中的實質部分有增大時至五毫米或

以上，惡性的機會增高，雖然切片可能可以診斷

這些微小的結節，但是切片的部分偽陰性結果仍

然是個潛在的問題，而核子醫學的影像在實質部

分小於一毫米的結節中可能呈現偽陰性的結果，

因此如何選擇仍然是個議題，病患的傾向、醫療

院所的特色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肺裂旁的

結節常代表肺內淋巴結，但若其型態非多角形，

而是呈現不規則形狀，或有鄰近肺裂的牽扯或是

穿越肺裂，或是毛玻璃樣結節旁出現囊腫樣的徵

象可能和肺癌相關，則要特別注意追蹤。本次針

對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討論。

S2-6
早期肺腺癌的診斷與治療：病理與臨床醫師要面

對的挑戰與抉擇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arly lung cancer:
The challenges for the pathologists and clinical
doctors
萬永亮

長庚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影像診療科部

Lung cancer is currently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 worldwide. Current five-year
survival estimates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ange from 73% for stage IA disease to 13% for stage

IVdisease.The early detectionof lung cancer in early
stages or stage IA i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prognosis
for disease-free survival. In 2011, the 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 (NLST) reported that participants
who received LDCThad a 15 to 20 percent lower risk
of dying from lung cancer than participa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 chest radiography.

LDCT is known to be the optimal imaging
modality for early detection of lung cancer, however,
there ar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for diagnosing
early lung cancer, as these include: (1). Variable
inclusion criteria of subjects receiving LDCT
screen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due to the variance in
epidemiology or the predisposing factors. (2)
Existence of the variance inCT classification of part-
solid from pure ground glass nodules (GGNs). (3)
Inconsistent image interpretation of GGNs’ unifor-
mity (homogeneous vs. heterogeneous). (4) Potential
variation in the manual size measurement, since
growth is defined as an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 1.5
mm(>1.8mm3) inLung-Rads 1.1. (5)The follow-up
management paradigm may differ from different
societies or versions for a positive screening result (e.
g. In Lung-RADS 1.1, the pure GGNs with the sizes
< 30 mm and unchanged GGNs with the sizes≧ 30
mm are classified to category 2. The newly
developed GGNs with the sizes≧ 30 mm fall into
category 3. Nonetheless, the GGNs classified into
categories 2 or 3, based on the Lung-RADS 1.1, and
were reported to have a higher malignancy rate than
expected). (6) CT findings or signs (nodule pattern,
size, shape, interface, margin, contour, attenuation,
vessel relationship, air-bronchogram and vacuole
sign)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nodules, CT predictors to differentiate non-invasive
from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7) Challenge from
the false positive screening results. (8) There is no
definite endpoint for the follow-up period of GGNs
that are dormant in growth; and (9) over-diagnosis
and over-treatment of the nodules that are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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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ally or by screening.

S2-9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北榮經驗

洪榮志

台北榮民總醫院胸腔外科

Lung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death
worldwide. Surgical resection is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for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Taiwan, lung cancer is also a major health problem.
Since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is more
frequently used for physical check-up in the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ground glass nodules (GGNs)
are found. Though there are various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these GGNs published by many
medical associations or organizations, some contro-
versies related to treatment ofGGNs still exist. In this
lecture, we will present the experience of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all GGNs at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including follow-up strategy, pre-
operative localization, surgical treatment, etc.

S2-10
毛玻璃肺結節的外科治療

夏君毅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胸腔外科

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之統計資料，109年肺

癌仍舊蟬聯國人十大癌症死因之首，且罹患肺癌

人數更超過一萬五千人。要提昇肺癌的治療成

果，早期發現並接受治療是最重要的方法。根據

2011年「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發表的美國國家肺

癌篩檢試驗結果，每年以低劑量電腦斷層追蹤檢

查者，比以胸部 X 光追蹤組，五年存活率增加

20%。這也使得肺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已成為

早期發現肺癌的最有效工具，也成為健檢的必要

項目。但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肺結節被意外發

現，故臨床上如何追蹤或治療這類早期的病灶成

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外科統計自 104
年 3月到 107年 2月，共有 386位病患，因小於

3公分之肺結節接受手術。共有 404次手術及切

除 549個肺結節。其中共 420個毛玻璃肺結節，

惡性率為 76.2%（320/420）。手術術式包含 426
個楔狀切除（77.6%），13個肺節切除（2.4%）

及 110個肺葉切除（20%），依據影像學的發現

（實質與腫瘤的比例），腫瘤大小，及病理診

斷，於本會做詳細的分析報告。

S3-4
泌尿道結石處理的新利器（RIRS）
戴逸昇

輔大醫院泌尿科

腎臟結石是相當常見的疾病，常伴著隨腰、

腹疼痛、血尿和尿路感染。其治療的方式依照結

石大小、位置及症狀之嚴重程度來決定。體外震

波 碎 石 術（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
otripsy）是最常見的治療方式，但是對於大於

2cm，位置在腎臟下盞或是成分堅硬的單水草酸

鈣結石的治療效果常常不佳。而經皮腎臟造廔取

石術（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是傳統上

治療複雜腎結石的標準治療。全身麻醉下，在背

部開一個大約 1-1.5公分的傷口，建立通道進入

腎臟內部，內視鏡把石頭擊碎取出。

隨著新式的內視鏡的發展，治療複雜的腎結

石從傳統大刀闊斧的腎臟切開取石，進步到微創

小傷口的經皮腎造廔取石，甚至進化到無傷口的

軟式輸尿管鏡手術（逆行性腎內手術, Retrograde
Intrarenal Surgery），是無傷口的經尿道內視鏡

手術。有別於傳統硬式輸尿管鏡直視正前方，只

能處理輸尿管結石。軟式輸尿管鏡的前端可以靈

活彎曲，不要額外的傷口，經由尿道進入膀胱，

沿著輸尿管一路深入腎臟內部，不但可以診斷腎

臟內的狹窄、結石、腫瘤等病灶，還可使用雷射

擊碎、取出結石。對於難以自行排出的低位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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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石，也有很好的清除效果。

1983 Bagley 等人率先設計出前端可彎曲的

輸尿管鏡，2000 年左右的光纖軟式輸尿鏡前端

只能彎曲 90-180 度，臨床上無法處理太困難的

情況。2006年後，感光元件（CCD/ CMOS）和

LED技術的成熟，奠定了現在電子式軟式輸尿鏡

的基礎，當今的器械的前端可以靈活彎曲 270
度，有利於詳細檢查和精準治療。2015 年單次

使用（single-use）的軟式輸尿管鏡問世，大幅減

低了器械消毒和損壞的成本，讓 RIRS更為盛行

在腎臟結石和腫瘤的檢查治療，有逐漸取代

ESWL和 PCNL的趨勢。

RIRS軟式輸尿管鏡手術常見適應症

˙腎臟結石經體外震波治療，效果不彰，結石無

法碎裂排出。

˙腎臟下端結石，經體外震波碎石無法自行排

出。

˙接受抗凝血劑治療，無法接受體外震波碎石或

經皮腎造婁取石的結石患者。

˙腎盂輸尿管交界處結石，合併阻塞腎臟積水。

˙輸尿管彎曲，硬式輸尿管鏡無法處理。

˙懷疑腎盂、腎盞腫瘤。

˙表淺性、低惡性度上尿路泌尿上皮癌的治療

（替代性療法）。

S4-1
台灣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系的過去、

現在及未來

邱泰源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台灣從SARS以後，即致力健康照護體系的

改革（reform of health care system），而這個改

革就是希望未來可因應新的醫療與防疫挑戰，能

夠以更好的醫療體系（medical care system）及更

高的防疫品質來守護台灣人民的健康。

為加強社區醫療的品質（quality of commun-
ity medical care），台灣的社區醫療歷經三個階

段的改革。第一個階段在 1983年至 1991年間，

台灣缺乏醫療資源的鄉鎮成立 170個群體醫療中

心。

第二階段是 1999年後，1999年台灣經歷百

年來的 921大地震，由於大地震後大量傷患第一

時間都要靠社區醫療團隊及時的救護，因此更加

速台灣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社區醫療體系。在

2003年 SARS 後更把社區醫療的理念落實，在

台灣各地成立社區醫療群（Community Health
Care Group）及社區防疫群（Community epi-
demic prevention group），這項政策深深的影響

台灣社區醫療的未來發展。為了配合社區醫療體

系的發展，台灣的醫學教育也做了改革，推動

PGY 訓練制度，也加強全人醫療與社區醫療的

訓練，這個時期強調全人及全家照護模式的發

展。

第三階段是在 2010 年後，由於台灣要推動

家庭責任醫師制度（Family physician system），

因此醫學界推出「三全」，即全人、全家、全社

區的健康照護模式，希望從醫學教育到醫療訓

練，所有的醫師都有能力提供台灣民眾全人、全

家、全社區的醫療照護模式。這些努力也是後續

台灣醫療體系可以堅定地來因應各種醫療及各種

新興疫病挑戰的重要關鍵。

台灣醫師會致力建立醫療安全防疫網，鞏固社區

醫療正常運作，持續作為人民健康及政府防疫最

堅強後盾

回顧 2020年 1月疫情爆發開始後，自中國

武漢地區、香港、澳門，這些地區回台的人士有

75%是到基層診所就醫，也顯現基層防疫網的重

要性。由於台灣COVID-19在這個階段疫情控制

相當好，台灣也有時間思考如何建立更好的分

級、分流的防疫模式，經過醫師公會的研議也提

出創新的模式。

去（2020）年 5月台灣總統連任時，也期待

台灣醫界能協助台灣建立社會安定，一個更周全

的醫療防疫及全民安全體系，後續台灣醫界就以

這個總統的期待當成未來工作目標，也因此在高

雄舉行全國性醫療政策委員會，努力配合國家建

立更周全醫療防疫與全民安全體系。全國五萬名

醫師及醫事團隊更勇於承担，發揮專業，在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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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社區診所全力邁入社區，結合社會安全網，

協助政府建立最堅強醫療防疫陣線。

疫情警戒升級，全國基層醫療資源四大面向總動

員，齊心抗疫，鞏固全國醫療量能

第一面向，投入社區篩檢站工作。第二面

向，由於疫情的發展造成民眾極大的身心壓力，

由「精神醫學會」領軍受過全人醫療訓練的基層

醫師提供照顧。第三面向，而在必要醫療的維繫

特別針對預防保健、急慢性醫療照顧、居家與安

寧照護等，社區醫療群醫師及自願基層醫師共同

參與以維繫民眾的必要醫療需求。第四面向，在

未來疫情的控制接種疫苗是非程重要的任務，帶

領願意參與的基層院所全面進行施打疫苗。

迎向疫情防治的下一階段，建立兼顧醫療及

防疫的分級分流體系仍是重要工作。而發揮社區

醫療群強大的團隊力量，加上精神醫療網資源，

進而結合社會安全網計畫，亦是朝向台灣社會安

定、人民安康重要的工作。

S4-2
醫師公會全聯會防疫兩年經驗—台灣防疫成功的

關鍵性推手

羅浚晅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在這次COVID-19疫情當中，醫師公會全聯

會邱泰源理事長領導全國五萬名醫師及其團隊，

站在防疫第一線，配合政府各項政策，全力鞏固

社區醫療防疫體系，共同守護住台灣人民的生命

與健康！本報告將簡述近兩年來，醫師公會全聯

會面臨疫情重大事件之各項因應作為，如 109年
4月敦睦磐石艦群聚感染事件、110 年 1月部立

桃園醫院群聚感染事件、110年 5月台北市萬華

茶藝館群聚感染事件及近期多次 Delta變種病毒

群聚感染事件等。期間全聯會持續召開逾 30 次
的全國疫情應變會議，將 24縣市醫師公會、5萬
2000名醫師及其專業團隊，緊緊地相繫在一起；

藉此特殊機制，中央政府各項政令得以迅速傳達

至地方基層，各縣市醫師公會與衛生局得以妥善

調度人力物力資源、優化各項防疫作為。

自 109年COVID-19疫情爆發迄今，醫師公

會全聯會於台灣醫界及全民心中已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為避免社會大眾因疫情波動而恐慌，全

聯會幹部自 109年 1月 31日，開始出席各類新

聞媒體節目，持續向民眾宣導專業正向、溫暖人

心的防疫觀念，適時說明國內外疫情現況、疫苗

施打資訊與規劃、各級醫療院所整備情形，有計

畫地穩定全國民心、強化團結防疫作戰精神。此

外，藉由基層與醫院醫師通力合作，專業嚴謹地

執行通報條件、加強臨床監測，成功化解幾次萬

分緊迫的社區疫情爆發危機。全球疫情已進入下

半場，當前國內COVID-19疫苗第一劑覆蓋率已

逾 7成、第二劑亦達 3成，最危急緊迫的防疫困

境已逐步化解！但醫界仍需繼續緊緊地凝聚在一

起，為台灣防疫工作持續盡心盡力。全聯會全體

幹部也會在邱理事長帶領下，克盡職責，為台灣

醫界創造更好的社會氛圍與執業環境！祈願人民

幸福生活，俾助國家永續發展！

S4-3
2021亞大醫師會台北宣言暨國際防疫新模式

張必正

張必正家庭醫師診所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截至 110年 9月，全球COVID-19疫情確診

病例數超過 2億 2千萬人，全球死亡病例數超過

460萬人，其中確診人數以美國為多（確診人數

超過 4200萬人）。面對 COVID-19疫情，全球

多以接種疫苗方式，提升民眾保護力，以減少國

內確診人數。目前全球COVID-19疫苗總接種劑

量人次將近 58億，完整接種人數超過 23億（完

整接種人口百分比約 30.6%）。截至 110年 9月
15日，台灣COVID-19疫苗第一劑累計接種1200
萬劑（接種人口覆蓋率 48.97%），第二劑累計

接種 120萬劑（完整接種人口百分比約 4%）。

本次報告將就邊境管制、社交規範、疫苗施打、

新藥進展……等，進行台灣與國際的分享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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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110年 9月 2日由台灣醫師會主辦之亞大醫

師會聯盟，通過由本會起草之台北宣言。本宣言

為台灣醫療防疫成功的經驗，並累積世界各國防

疫經驗形成，期待協助亞大區域各國政府及醫師

會進行醫療防疫工作，以促進區域所有人民的健

康，形成世界各國防疫之準則建議。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邱理事長泰源就任亞大醫師會聯盟會長

後，透過國際間合作互助，持續發展及實踐台北

宣言內容，讓台灣在全球衛生上貢獻一份心力。

S4-4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跨領域心理健康照護

吳佳儀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所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根據台灣自殺防治學會之全國代表性樣本調

查，109-110 年疫情期間全台民眾約有兩成多有

睡眠困擾（推估影響人口數：475.8萬）、6%處

在心理困擾之下（即心情發燒），更有 12.1%民

眾表示一生中曾認真想過要自殺、1.9% 一生中

有過自殺行為。針對社區一般民眾的心理健康促

進，應由醫護人員暨一般大眾共同早期覺察、辨

識、進而求助於專業醫療服務，以利早期介入專

業照護與治療，然而在 COVID19疫情的生理健

康影響下，心理健康議題易被大眾所忽略，因此

如何廣泛地增進醫護人員或社會大眾對心理健康

或自殺風險的關注，是一個重要議題。本演講整

理疫情下心理照護及介入措施相關文獻，特別針

對自殺風險個案如何早期求助與轉介，提供文獻

之彙整與臨床實證研究者之觀點，促進大眾對疫

情下的精神疾病高風險族群有所重視與因應。

S4-6
建立醫療防疫安全體系—防疫醫師之觀點

顏慕庸

振興醫院感染科

新冠疫情發展至今，Delta 變種病毒已突破

疫苗圍堵而成為全球主要流行株，近日並入侵台

灣造成群聚事件。而尚在力拼疫苗覆蓋率的台灣

仍應汲取 2021 年兩次疫情事件教訓，建構完整

之醫療防疫安全體系。

疫苗接種是近代對抗傳染病最重要的終極解

方，然而新冠疫苗快速開發成功至今全球疫苗策

略卻只能依著變種病毒隨勢而走，實乃人類戰略

錯誤所致。貧富國家疫苗資源分配不均、產能不

足與通路配置失當，僅能在少數富裕國家次第投

入有效之疫苗接種行動，恰似濫用抗生素導致抗

藥性細菌演化般的氣球擠壓效應（balloon squee-
zing effect），隨著新冠病毒流竄於疫苗覆蓋率

不足或公衛防治效能不佳的國家地區，其有效再

生數（Rt值）螺旋上升而持續催化病毒變異，反

而激化變種病毒持續演化。針對 Delta變種病毒

全球肆虐，盡速提高兩劑疫苗覆蓋率以有效降低

死亡率及重症住院率仍不失為目前最佳解方，然

而如果全球大策略依舊不改，難免誘發其他伺機

蠢動之新型變種病毒或往重症疫災方向突變，而

非一廂情願冀望其終將和平馴化為季節流感化之

終局。故吾人仍須加強整備， 並審慎評估全球

疫情走向之後續影響。

台灣在 2020 年有效之邊境管制，以及「台

灣有個金鐘罩，醫療酒精與口罩」阻斷「社區-
醫院-社區」之傳播鏈，創下 253天零確診紀錄。

2021 年部桃群聚風暴以及春夏社區大流行，則

以社區篩檢站為樞紐之「總體醫療分流，次分區

之分層管制」策略，在缺乏疫苗群體免疫有效覆

蓋之情況下成功控制群聚。甚至兩番圍殲入侵屏

東以及北台灣之 Delta變種病毒，締造舉世罕見

之佳績。然以台灣目前尚未達成兩劑疫苗有效覆

蓋率，故倡議「總體醫療防疫安全體系」搭配

「閥值組合策略」Threshold-based bundle st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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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建構系統性長遠之基本架構。而「閥值組

合策略」即組合 1.物理性：戴口罩、社交距離、

空氣流通。2.化學性：落實手部衛生酒精洗手，

及單株抗體或抗病毒藥物治療。3.生物性：優化

疫苗接種策略，配合自然免疫提升群體免疫力。

其中物理性與化學性之台灣模式「醫療酒精與口

罩」已證實可以有效阻斷社區病毒 Rt 值增幅，

在達成疫苗群體免疫前阻絕病毒演化溫床。再配

合生物性「優化疫苗接種策略」，如此三大介入

性措施組合加總維持 70-90%之群體免疫閥值，

則縱令一時疫苗覆蓋率不足，再配合篩檢分流、

檢疫隔離等公衛介入性措施，有效控制 Rt 質<1
防範變種病毒。如此在經濟活動仍然暢行的情況

下穩定往廣泛覆蓋一劑疫苗的目標前進，並隨時

因應調整高風險族群防護之第二劑疫苗接種，將

可讓台灣度過 Delta變種病毒之危機。

我國集合政府與民間、防疫與公衛、醫院與

社區醫療之總體動員作戰，在屢次困頓的防疫作

戰中發展出「醫療酒精與口罩」配合「閥值組合

策略」的台灣模式，在防疫與經濟兩者取得平

衡，並鞏固台灣之醫療防疫安全體系。若以台灣

模式分享世界將有助於早日達成人類與病毒共處

One Earth, One Health的目標。

S5-1
後疫情時代之台灣醫學教育新發展

盛望徽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

自 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讓全

球各國採取了封城（Lockdown）與維持社交距

離（Social Distancing）的手段以對抗疫病，深深

地衝擊了醫學教育，讓傳統上親自動手學習

（Hands-on Learning）面對面教學（Face-to-face
Learning）的醫學學習方式面臨重大的變革。有

關後疫情時代台灣醫學教育之發展，有以下幾個

重點：

1.防疫相關知識獲得：由於醫學生對傳染病認知

與臨床實際防疫能力的不足，因此可能減少學

生對傳染病病患的直接照顧與學習，可以藉由

多個方面獲取防疫相關知識，如學校應加強疫

病課程、實行阻絕病毒傳播措施教學，並重視

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健康。

2.從面對面轉向為線上課程：線上教學雖然不是

新的教學方式，然而使用線上學習平台作為主

要的教學方式會對部分教師難以適應。另外，

學校必須要有足夠的網路基礎設施及資源來確

保線上教學執行並能即時處理解決網路問題。

另外線上教育的質與量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需要注意。

3.學習成效評估：線上課程教學對學習成效是否

有影響，需要進一步評估。教師必須調整過去

考核方式以適合線上教學模式。如學生上網瀏

覽課程時間及監測再現學習，並確保學生學習

時間適切。同樣，實驗室及小班教學評估如何

兼顧防疫與上課，對於學生進行客觀評估也是

一大挑戰。

4.國內與國際間交換：因應疫情，舉凡國內與國

際間有可能全面停止交換，因此原本安排的課

程需配合調整與重新規劃或者必要時啟動替代

方案。

5.心理支持與疫苗接種：COVID-19大流行可能

會對於學生心理產生嚴重影響，除了以疫苗接

種外，對疫情的發展無法預知，亦有可能中斷

學習等潛在壓力依然存在。學校應提供適當的

諮詢服務以支持心理健康和學生福祉，建立一

個跨領域工作團隊來計劃和應對由新冠肺炎引

起之各項醫學教育議題，並根據國家防疫政策

做出決定。

COVID-19疫情延燒近兩年，面對瞬息萬變

的疫情，人類社會與生活每一個層面幾乎都受到

了疫情的影響，醫學教育在這次的COVID-19疫
情中也受到嚴峻的考驗，尤其是接觸病患照護的

臨床醫學教育，為了因應疫情需要研發新的教學

方式，進而重塑後疫情時代的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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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2
後疫情時代之醫學生臨床實習規劃

楊令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

2020 年春天起全球爆發 COVID-19 疫情，

各層級學校被迫必須暫停實體課程改成線上數位

教學，頓時之間所有的教育體系面臨了空前的挑

戰，其中尤以臨床教育為甚。臨床教育類屬於師

徒制，強調經驗學習及實作中學習，而其中的醫

病溝通、專業素養教育、典範教育等都難以透過

遠距的數位學習達成。2021年 5月 15日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宣布台灣進入三級警戒的疫情狀態，

6月份教育部更宣布各醫事類科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其中要求臨

床實習仍應維持 100%的實體課程。這對學校和

醫院是一個相當大的衝擊，即使之後疫情狀況逐

步緩解，但是仍需維持室內人與人之間 2.25 平

方公尺的空間距離要求。臨床實習除了考量教

師、學員的安全防護外，還需要避免因為人員流

動所造成的跨區或跨病房傳播感染，所以分艙分

流也是疫情期間必須配合的作法。然而，挑戰也

帶來突破。疫情為臨床教育帶來更多的省思和創

新的可能，甚至讓我們找到比傳統臨床教育更有

效率、更有成果的教育方法; 例如以往出席率不

高的晨會或跨科、跨領域討論會，透過遠距線上

會議的模式，讓參與者人數增多，討論也更踴

躍。隨著疫情漸緩，我們需開始規劃「後疫情」

時代的新未來（New Future）、新常態（New
Normal）臨床教學模式。雖然 Face-to-Face的實

體臨床教學仍會是我們的最佳選擇，但是在未來

隨時可能爆發的新興疫情的情況下，我們最好能

有更多的彈性作法和應變能力。目前我們對臨床

教育的初步規劃是將醫學生可以自學的知識內容

儘早全面數位化，但是仍會保留部分的學習活動

進行 Face to Face的實體教學示範與討論（翻轉

式或混成式教學）。若是疫情變得更嚴峻，我們

也將以實際病人搭配遠距同步視訊來進行臨床教

育中最珍貴的教學門診、住診教學和醫病溝通教

學。在技能教學與評量部分，目前已研發一些創

新性的沈浸式 VR、AR 教學模式用於臨床技能

訓練，其中包括OSCE線上問診、Smart Glass輔
助遠端技能學習與測驗等。2020 年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已經有針對後疫情時代

如何利用Telemedicine來輔助醫學生教育提出建

議，而 2021 年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
也已經對分散式教學、遠距教學提出標準建議。

所以未來會以符合教育理論的新教育模式來規劃

後疫情時代的臨床實習。正如某些文獻所述，接

受數位教學取代傳統教學已經不再是「要」與

「不要」的議題。我們藉由疫情的衝擊，剛好可

以提早準備面對以遠程醫療（Telemedicine）為

主流的未來時代來臨。

S5-3
能力導向於台灣後疫情時代之新發展

蕭政廷

嘉義長庚醫院

能力導向醫學教育是目前醫學教育的主要潮

流，然而此次疫情的衝擊及現代科技的進步也讓

醫學教育有了新的方向與反思，我將從能力導向

醫學教育的三大面向來探討後疫情時代的可能進

展。

一、 成果導向的能力進展架構：後疫情時

代醫療人力的規劃、六大核心能力架構的調整、

內容的修訂。

二、 為勝任能力量身打造的教學與學習經

驗：核心課程方面視訊課程對機構、教師與學員

的影響、線上自我學習的成效，臨床課程面臨的

是臨床學習經驗的不足，以及因應科技進步而產

生新的技能學習方式。

三、 計畫性、系統性的評量設計與能力進

展的評估：線上筆試、open book 的考試方式、

線上 OSCE 考試、工作場域的評量都是直得探

討，臨床能力委員會需要收集的資料與本土化的

運作模式，專科醫師考試是否需要調整？

在 SARS與COVID 19疫情過後，台灣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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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何因應與落實能力導向醫學教育，值得大

家一起腦力激盪。

S5-4
間隙與重構：後疫情醫學人文教育方向

呂佩穎

高雄醫學大學

奧地利作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曾

說過，每個時代皆有其疫。21 世紀的新冠肺炎

雖尚未結束，但已被定義為時代之疫。許多國家

對疫情的態度，仍然擺盪在如法國作家卡繆所

言，視為「生活常態」及「害怕疫情令人疲倦」

之間。無論採取什麼作為，全世界共同因應的課

題都是因距離而疏遠的人際關係、經濟的趨緩與

影響、醫療與教育模式的轉移等等。醫學教育也

在這波巨浪中快速地應變—回應教育典範的轉

移、快速發展 Telemedicine 與 AI 智慧醫療數據

等。疫情後的醫學教育討論多著重在教學的翻

轉，以及科技與線上教學如何支因對著螢幕的教

學與學習。醫學教育向來重視的「以『人』為

本」之全人照護觀在這波措手不及的疫潮中，似

乎只有零散地被想起與討論。

然而，過去這幾近兩年世界突然緩慢下來的

歷史間隙，不確定性（uncertainty）、了解苦痛

（suffering）、同理、倫理及撫慰的療癒，這些

不陌生的醫學人文主題，在疫情中格外地需要被

重視。因疫情而社會文化脈絡對疫情的了解及疫

情的鏡子也反照出社會的階層與健康的不平等，

這些議題在許多國家持續被深化討論，這也讓我

們必須思考，面對疫情，我們的醫學教育如何在

疏離中、在面對各式的線上會議軟體及教學影片

中，重構醫學人文著力的方向，如發展觀點的聽

取與敘事建構、內心的覺察與思考、溝通技能及

社會的倡議等能力。持續發展的科技除了協助醫

療做到更精確、更有效率的診斷外，是否也能打

開更多空間重構一個後疫情的醫學人文教育圖

像？

S5-5
後疫情時代如何確保醫學教育之品質

—台灣醫學教育評鑑的回顧與前瞻

楊仁宏

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2019 年底從中國武漢爆發第一例的 CO-
VID-19病人以來，COVID-19旋即造成全球大流

行，史無前例的衝擊全球社會、政治、經濟、教

育、醫療等全面性的破壞，封城、邊境管制、醫

院分倉分流、學校關閉、百業蕭條等嚴重影響民

眾生活與社會經濟活動，然而許多的線上課程、

遠距課程、混成課程、虛擬課程、擬真訓練、數

位科技與人工智慧的創新教學模式的發展，也如

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正反應「這是一個最好

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高等教育的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主

要以大學自我評鑑與外部評鑑為主，而台灣的醫

學教育品質保證機制緣自 1998 年美國教育部

「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

（NCFMEA）對於台灣醫學教育的評價為「不相

比擬（non-comparable）」，因此在黃崑巖教授

等前輩的奔走下，TMAC終於在教育部的支持下

於 2000年正式成立，其目的在於(1)了解各醫學

院校醫學系的辦學現況及教育目標達成程度；(2)
藉以提高國內醫學教育之水準；(3)促進學校建立

自我品質改善之機制，發揮自校辦學精神與特

色；(4)與世界醫學教育接軌。TMAC 對於各項

評鑑（認證）的工作迄今已逾 20 周年，一向以

嚴謹、透明與適當態度執行，包括委員的遴選產

生機制、準則的制定與修訂、受評學校的說明、

訪視委員的訓練、訪視報告的撰寫、認證結果的

決定程序、認證結果報告的公告、及委員的倫理

等，均有明確遵行的規範。TMAC 分別於

2002、2009 及 2017 年三度獲得美國教育部

NCFMEA 認可為“comparable”，更於 2019年獲

得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認可通過，台

灣的各醫學院也因此入列 WFME 主辦的世界醫

學院名錄（WDMS），使台灣與世界的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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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無縫接軌。

在疫情衝擊下實習醫學生、PGY 接觸照顧

病人、外科技術訓練與接受臨床老師床邊指導學

習的機會均明顯減少，多代之以線上教學、視訊

會議或擬真教學進行，因此如何加強醫學生對於

COVID-19的臨床診斷、流行病學、公共衛生、

病毒學及疫苗知識，確保其具備六大核心能力及

相關的知識技能與專業素養。亦即在 COVID-19
危機下醫學界須重新思考檢視「勝任能力的醫

師」的定義、臨床能力（competency）的本質、

以及在危機期間如何發展和支持能力的有效培

養，必須持續特別關注臨床教育品質的維持。

WFME及包括英國GMC、美國的AAMC和
LCME、澳洲的 AMC 等國家均強調實習醫學生

是明日的醫師，保護醫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下實習

是最高原則。WFME 關心在疫情下各國醫學教

育品質如何維持，醫學教育評鑑組織或認證機構

（如TMAC）需注意該國的醫學教育品質。實習

醫學生是未來的醫師，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仍

應到院實習（於照顧病人中學習）以達到「勝任

能力的醫師」的資格。2020年 2月 10日教育部

即函示各院校醫學系之實習課程部分，在衡酌臨

床實習課程內容之必要性，以及實習時程可妥善

安排等因素下，仍維持實體課程 100%，惟未來

如因學校或實習之教學醫院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之疫情致停止實習時，由學校擬定調整方案

報部，經本部諮詢相關專業單位（例如：醫學教

育會、TMAC）後核備。TMAC乃依據認證準則

1.4.6 的要求，醫學系若有對教育品質與成果重

大影響的修正計畫、事件或變動，必須通知

TMAC。而 TMAC 在訪視程序與方式有所改變

時，也要向WFME報告。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TMAC 在 2020年暫停

一次評鑑，2021 年改以審查受評學校繳交的自

評資料並與受評醫學院主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資

料與待釐清問題的查證，在疫情之後，我們的醫

學教育勢必受到影響改變成為「新常態，New
Normal」，例如因應疫情下各國遠距與虛擬醫學

教育的變革，WFME 於 2021 年 8 月發布新的

DDL評鑑準則（Standards for Distributed & Dis-

tance Learning, DDL）， TMAC也須思考未來如

何將 DDL 相關精神與內涵訴諸文字化的融入

TMAC的認證準則當中，進一步引領後疫情時代

台灣醫學教育品質的持續精進。

本報告簡要回顧國際上確保醫學教育品質之

狀況，及 TMAC 承擔台灣醫學院認證的發展，

TMAC見證了台灣醫學教育的進步與成就，也對

台灣近 20 年的醫學教育發展做出貢獻，期待與

所有醫學院及醫界共同努力，追求更高品質的醫

學教育，持續培育良醫守護台灣人民的健康與生

命。

S6-1
心臟外科病人之栓塞風險評估不當停藥導致中風

案例報告

陳政維

臺大醫院外科部

心臟病患者接受瓣膜置換手術後常需使用抗

凝血劑預防血栓發生。尤其越年輕接受手術的患

者，使用金屬瓣膜的比率越高。這些須長期服用

抗凝血劑的患者，在面對後續需要進行的侵入性

檢查（如胃鏡、大腸鏡……）或治療（如拔牙、

白內障手術……）時，抗凝血劑導致的出血風險

以及貿然停藥所增加的栓塞風險常常會造成臨床

決策上的困擾。在此，我們提出一位接受金屬瓣

膜置換手術多年的患者因接受肺部切片手術停用

抗凝血藥物，導致術後併發腦中風的案例，回顧

目前美國及歐洲心臟學會對於抗凝血藥物適當的

治療範圍以及停藥指引，並分享目前台大醫院對

於使用抗凝血藥物患者的指引，希望能與語彙者

分享討論，優化臨床照護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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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3
使用抗血小板與抗凝劑病患內視鏡前風險評估與

處置之新進展

邱瀚模

臺大醫院內科部 綜合診療部

隨著生活西化與人口高齡化，心血管疾病的

盛行率與風險因子日益增加，服用抗血小板藥物

與抗凝劑的民眾越來越多，而這些藥物的種類也

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由於健康意識的提升與癌

症篩檢的推廣，消化道內視鏡檢查與治療日益普

及，已成為民眾最常使用的醫療服務。

過去為了避免出血關併發症，臨床醫師多半

採取防衛性的建議，千篇一律要求即將接受消化

道內視鏡檢查的病患在檢查前停止服用抗血小板

藥物與抗凝劑，殊不知對於高風險病患而言這樣

的建議與處置卻是讓它們曝露在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當中。過去的研究也顯示曾經裝心臟支架或腦

中風過的病患若貿然停止服用抗血小板藥物或抗

凝劑，其發生心血管或腦血管疾病風險將增加三

倍，且多但發生在停藥後五至七天內，實在不可

不慎。

內視鏡技術與觀念上的革新，也讓使用抗血

小板藥物或抗凝劑的內視鏡檢查與治療更為安全

有效率。過去切除大腸息肉使用通電熱切除（hot
snare polypectomy），但是近年不通電的冷切除

（cold snare polypectomy）已逐漸成為標準治療

模式，其術後遲發性出血風險較前者顯著降低，

但在台灣卻仍未真正落實。我們近期在台灣施行

的四千人隨機試驗結果顯示冷切除可以降低 75%
的大腸鏡息肉切除術術後出血風險，且未停用抗

血小板藥物與抗凝劑的情況下出血風險並未增

加。

本演講將介紹當今歐美主要消化系內視鏡醫

學會對於施行消化道內視鏡檢查與治療前後有關

抗血小板藥物或抗凝劑的處置建議，並介紹上述

隨機試驗的結果，期許未來我們在施行消化道內

視鏡檢查與治療的同時，也能夠兼顧血管栓塞的

風險，為未來高齡與超高齡社會而準備。

S6-4
常見牙科處置出血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of bleeding in common dental
procedures
章浩宏

臺大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

拔牙，洗牙、牙周手術及植牙等常見的牙科

治療，都有可能造成口腔局部出血的狀況，對於

因為醫療目的服用抗凝血劑的患者而言，傳統上

皆會建議停藥數日，以減少術中及術後，因凝血

功能不佳引起出血的併發症；然在 2000 年以

降，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顯示，此等傳統上進

行牙科侵入性治療或手術前停止抗凝血的作法，

會使某些病人產生嚴重的併發症，甚至致死；而

後有越來越多的臨床文獻證據顯示不支持長期以

來所遵循大多數牙科侵入性治療或手術前必須改

變或停止口服抗凝血劑治療的觀念及做法、目前

的建議是配合有效的局部止血措施；包括局部傷

口縫合、止血明膠海綿的局部使用、局部麻醉中

的血管收縮劑即無創傷性的手術技術等，針對大

多數的牙科侵入性的治療或口腔手術，其國際標

準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在 4.0以下不需要改變原有的抗凝血治療方式；

除非 INR值大於 4.0，將需要與原開立抗凝血處

方的醫師進行照會討論，是否調整劑量或調整治

療藥物。本次演講，將先針對目前在牙科治療在

使用抗凝血劑的患者近期臨床建議做一回顧，其

次針對牙科治療，包含拔牙、牙周治療、口腔手

術及植牙等引起出血的情況、程度及考量等逐一

介紹，並針對現有局部傷口或止血的處理的方

式；包括局部傷口縫合、局部使用止血明膠海綿

（如：Gelfoam®）等止血敷料、配合局部麻醉

中的血管收縮劑使用及無創傷性的手術技術等逐

一說明；進一步將針對目前牙科醫師遇到服用如

Coumadin®等抗凝血劑時，如何依 INR的數值進

行評估；依目前的臨床建議及指引，INR 在 4.0
以下不需要改變原有的抗凝血治療方式；而 INR
值大於 4.0，會與原開立抗凝血處方的醫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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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會，並研析最佳的處理方式；希望本次演講的

內容，能媒合開立抗凝血劑的醫師及牙科進行局

部治療醫師的觀點，針對術前是否需停藥等，能

考慮參閱目前較新的建議審慎考量，共同擬定出

減少病人出血並能阻絕病人因停用抗凝血繼而發

生嚴重併發症的風險。

S6-5
常見眼科處置出血風險評估

劉耀臨

臺大醫院眼科部

眼科許多疾病需要以侵入性的方式進行治

療。相較於其他外科手術，眼科術式的出血程度

可說相當微量，基本上不至於造成全身性的風

險，然而眼睛屬於構造精細的功能性器官，多數

的治療都是在顯微鏡下進行，因此雖然出血很微

量，但持續的出血仍可能明顯妨礙手術的順利進

行，某些重要部位的出血無法以傳統的電燒方式

止血，且一旦出血將嚴重影響病患的視覺功能，

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因此眼科醫師於安排病

人做侵入性治療或手術時，務必要做一個出血及

再栓塞風險之評估。首先從眼科醫師的角度評估

這項手術的出血風險，再來可依一些實證醫學上

既定的原則進行再栓塞的風險評估，權衡利弊之

後，與病患告知評估後是否停抗凝血劑或抗血小

板劑的建議並討論，並做出一個符合病患利益之

適當決定。若對於再栓塞風險無法依既定原則來

確定，或病患本身對於出血風險仍有疑慮，則應

請教病患之心血管專科主治醫師並與病患共同討

論之後再做決定。

本次報告將從眼科數種常見術式開始介紹，

一一說明其出血之風險，以提供非眼科之同仁一

個參考：再來說明實證上之各種狀況停藥後的再

栓塞風險，以及適合的術前停藥策略，最後綜合

出血及再栓塞風險的評估，提供臨床醫師在面對

各種眼科術式，做術前評估時的一個適當指引。

S7-1
精神疾患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法規介紹及臨

床指引

劉宗憲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精神病患者常有病識感不佳的問題，在人權

考量下，介紹何時該依據精神衛生法予以病患強

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

精神衛生法：

第 15 條：精神疾病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

療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精神疾病強制鑑

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

查。前項審查會成員，應包括專科醫師、護理

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

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

士。

第 32 條：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

時，發現病人或有第三條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有

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應通知當地主

管機關，並視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即護送前往就近適當醫療機

構就醫。

第 3條：嚴重病人：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

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

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第 41、42 條：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

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

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

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

……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前項強制鑑定結

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向審查會申請

許可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

但經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

專科醫師鑑定有延長之必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

者，得延長之。

第 45 條：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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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接受

社區治療之必要，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接受

社區治療。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仍有

社區治療之必要，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

時，事前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社區治療。強制

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六個月。但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必

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

間，每次以一年為限。

第 26 條：嚴重病人依本法相關規定接受強

制住院治療之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課程中並介紹個案之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

療之實際臨床流程。

S7-2
強制住院審查會運作：委員審查與機構申請的

探討

吳泓機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利用全民健保資料庫之次級資料進行分析，

針對急性住院之病患進行分析，強制住院後轉慢

性住院之病患出院後之醫療資源的使用情形。

強制住院有相關的因素為男性、診斷（思覺

失調症、情感性精神病）、共病嚴重度（0
分）、投保類別（第 4類）、醫院權屬（公立醫

院）、醫院層級（區域醫院）、醫院所在位置

（南部）、教學醫院、醫師性別（男性）、醫師

年齡（小於（含）40歲）。

強制住院住院總費用（含平均每人日費用）

皆較健保住院高，進一步探討每人日住院總費用

發現診斷（情感性精神病、其他非器質性精神

病、物質濫用精神病）、共病嚴重度（1 分以

上）、急性住院住院日數越少相對醫療費用較

高。

新制精神實施前，在 2006 年強制住院有較

高的比例入院前一年內曾住院過，其強制住院之

住院總費用也較高，但在 2011 年強制住院入院

前一年內曾住院過比例減少，其強制住院之住院

總費用顯著較少。

分析入院前一年內的門診，強制住院、健保

住院之病患曾有看門診之比例較高，在門診總費

用健保住院者相較於強制住院者高。

追蹤出院後一年內，被強制住院者相對於健

保住院有較高比例的急診、住院的使用次數，然

而在強制住院之未回診比例較健保住院高。

追蹤出院後藥物順從度，在 2011 年度之健

保住院病患出院後藥物順從度較強制住院佳。

在 2006年、2011年發現強制住院急性住院

小於（含）5日出院後，一年內有再住院的比率

低於急性住院大於 5日者，在門診利用，急性住

院小於（含）5日出院後一年未回診的比率高於

急性住院大於 5日者。

針對強制住院之病患出院後再次住院之各種

預測因子進行分析，發現與物質濫用精神病、共

病嚴重度高於 1 分、急性住院 6-14 日、投保類

別第 4類、區域醫院、醫院在中部及南部、男性

醫師、入院前一年未住院過、入院前一年未回

診、出院後一年回診 1-12 次、出院後一年藥物

順從度佳有關。

S7-3
精神科患者的強制醫療：審查機制運作的 12年
經驗

（三）強制審查 12年個案臨床特徵探討

廖定烈

台灣精神醫學會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

自 2005年精神衛生法修法之後，於 2009年
正式開始精神醫療強制住院審查機制，累計 12
年的運作，資料庫中共計准許 13046人次強制住

院，扣除資料不完整者，共計 10991人次，整理

成歸人檔後共 8900人次，其中 46人為身份不詳

之街友。可辨識身份之歸人檔 7308 人中，平均

年齡 42.7歲（13-91歲），男性約佔 59.0%，教

育程度方面，大專以上者佔 19.7%。診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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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症佔 50.5%，情感性疾患佔 23.0%。全

全部個案中，有 14.2%曾被重複強制住院，重複

3次以上住院的個案達 282人（3.9%），而重複

強制 2次及 2次以上的間隔月數，分別為 24.2與
17.7個月。分析個案的臨床特徵，重複住院者的

性別與年齡與僅一次強制住院者無統計差異，但

診斷方面，思覺失調症重複住院個案的佔比從

49.2%升高到 61.0%。准許強制住院的地區差異

甚大，與強制住院的指定機構分布有關。強制住

院在過去 12 年來，人數並無明顯增加，重複強

制住院的人數比例低於兩成，顯示審查機制之

下，無濫用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制度之虞。近年

來聲請強制住院審查的件數年年降低，且聲請案

件 64.1%集中在精神專科醫院，至 109年，已有

41.2%的指定機構全年均未送審案件，顯示強制

住院業務在很多醫院已有萎縮的趨勢，對慢性精

神病個案的持續治療有普及率降低的疑慮。強制

住院流程繁瑣，但適當的審查機制對個案接受適

當精神科治療十分重要，建議政府部門應投入適

當資源，確保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可以利用此機制

得到持續治療及完整治療。

S8-0
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的新進展

邱銘章

臺大醫院神經部

失智症至今仍為醫學上亟待解決的問題

（unmet need）。雖然有關失智症的基礎與臨床

研究突飛猛進，然而藥物試驗卻前仆後繼，對於

像阿茲海默症這樣會持續無情惡化的神經退化性

疾病仍然無有效可以改變或逆轉病程的有效治

療。今年美國食藥署（FDA）在一片爭議聲中有

條件的通過了 aducanumab 治療阿茲海默症的適

應症。因為該藥物的臨床試驗研究結果證實可以

有效移除患者腦內的乙型類澱粉蛋白的瘢塊，然

而病人並未因此而改善他們的臨床症狀。

因此科學家們思考是否在阿茲海默症的更早

階段、例如前驅症狀（prodromal stage）的輕度

認知障礙期或臨床前（preclinical stage）的自覺

認知衰退期即開始介入治療。然而要能在極早期

的阿茲海默症便診斷出來有賴影像或生化的生物

標記。核磁共振影像的量化研究可以在極早期的

阿茲海默症發現腦皮質萎縮或白質神經纖維束的

異常，或在靜息態功能性磁振影像的功能性連結

出現問題。另外一個重要的進展是在分子影像，

主要是前幾年的類澱粉蛋白正子射出斷層攝影

（amyloid PET）的影像,以及最近的 Tau PET。
Tau蛋白的分佈與臨床的症狀關聯性較高，而且

不只在阿茲海默症，其他如額顳葉型失智症和進

行性核上麻痺症（PSP）、皮質基底核退化症

（CBD）等等也可以應用。

另一方面，雖然在藥物方面的進展很有限。

但是在在極早期的阿茲海默症非藥物的介入方

面，卻屢傳佳績。不管是在認知訓練、認知復健

或生活型態的重新朔造介入對於維持自我照顧功

能、延緩失智、改善生活品質的療效都有一些實

證研究。最後失智症的照護對於家庭及社會在經

濟方面的負擔相當沈重，這樣的情況在人口高度

老化/少子化的現況，未來照護人力吃緊所帶來

的衝擊可以預見非常之大。因此引進人工智慧機

器人的照護其刻不容緩。所以在本次的專題討論

的最後時段將對人工智慧機器人在失智症患者照

護的議題進行審視並予以討論。

S8-1
失智症治療的新進展

—從 FDA對 Aducanumab的許可談起

陳達夫

臺大醫院神經部

阿茲海默症是最常見的失智症類型，也是目

前少數有藥物可控制病情的腦部退化性疾病；但

是從 2003年的 Memantine 老藥新用後，已將近

有20年沒有新藥物進入阿茲海默症的醫療市場。

其實由國際阿茲海默症協會（Alzheimer’s Dis-
ease International; ADI）的臨床藥物試驗登錄網

站，發現直到 2020 年都還有上百個不同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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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海默症治療藥物在進行研究，部分也進入第

三期階段：但最後只有Aducanumab脫穎而出，

在今年 6月獲得美國 FDA許可上市。

Aducanumab（商品名為 Aduhelm）是針對

類澱粉蛋白的單株抗體，由類澱粉正子攝影

（Amyloid PET）追蹤顯示、可以有效清除類澱

粉斑塊，高劑量的使用也可以讓早期病患、包

含輕度智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智能與功能惡化有顯著性改善。然而不

如預期可以停止惡化的治療效果、高劑量更容易

出現的副作用（Amyloid-Related Image Abnor-
mality; ARIA）、與相對高昂的藥物及相關檢查

費用，再再引起許多質疑聲浪。不過新藥物上市

除了大旱望雲霓的慰藉效益，它也明確指出失智

症（特別是指標性的阿茲海默症）的幾個重要治

療方向：第一、針對疾病的致病機轉來設計藥物

使用；第二、針對退化型疾病，越早治療效果越

好；第三、漫長的失智病程常會混雜不同病因與

惡化因素，不同的疾病階段也會有差異的臨床症

狀與治療需求。因此，針對不同病程與複雜病因

的整合性治療（Combined therapy）應是未來失

智症治療的主軸。

S8-2
MRI在失智症診斷的新進展

曾文毅

臺大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近年來有兩個由 MRI 發展出來的新技術能

夠反映失智症前驅期的腦結構變化，很有潛力成

為早期預測失智症的影像標記。一個是膠質淋巴

系統（glymphatic system）造影，一個是腦齡預

測技術。

（一）膠質淋巴系統是一個新近發現的大腦

輸送系統，透過膠質細胞貼附在動脈周圍間隙

（para-arterial space）之aquaporin-4（AQP4）通

道，將腦脊髓液（cerebrospinal fluid）從在蜘蛛

膜下腔（subarachnoid space）推送到腦細胞間

隙，與間隙液（interstitial fluid）進行交換。間

隙液再透過AQP4通道進入靜脈周圍間隙（para-
venous space），最後排入頭頸部的淋巴系統離

開大腦。膠質淋巴系統好像是大腦的下水道，排

放廢物或導致細胞死亡的 -類澱粉蛋白及 tau 蛋

白（ -amyloid and tau protein）。許多研究指出

膠質淋巴系統的結構或功能失常， -類澱粉蛋白

及 tau蛋白在腦內不易排出，可能加速日後的失

智症發生。如何用 MRI 來偵測人腦的膠質淋巴

系統呢？第一個實驗是由 Ringstad 等人在 2017
年發表，他們在特發性常壓水腦症（idiopathic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病人的腦脊髓膜

內注射 MRI 顯影劑，然後在一天內連續做數次

MRI掃描，觀察顯影劑如何進入腦實質。他們證

實顯影劑確實從蜘蛛膜下腔經由動脈周圍間隙，

進入附近的腦實質，且顯示病人有明顯的腦室逆

流以及腦實質延遲顯影的現象。但此種造影方式

太具侵襲性，並不適合臨床使用。近來有一些團

隊發展擴散磁振造影技術來測量膠質淋巴系統，

結果似乎頗具潛力。

（二）腦年齡（brain age）預測技術是利用

機器學習或人工智慧訓練大量MRI腦影像資料，

去建立一個腦年齡的預測模型。近年研究發現在

許多精神或神經疾病都呈現腦年齡過高的現象，

特別是在阿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的

病人，腦齡過高的程度與失智的嚴重程度有關

聯。另外，在輕度認知障礙（mild cognitive imp-
airment）的病人中，腦齡越高日後轉變成失智症

的機會也就越大。即使是認知功能正常的健康

人，腦齡的高低也與十年後會罹患失智症的比例

有關。還有許多研究發現身體的健康因子如糖尿

病、抽菸、肥胖症、或過去曾罹患憂鬱症、腦創

傷等，都會使腦齡增加，而這些因子又跟日後罹

患失智症的風險有關。因此腦年齡可以作為一種

腦的健康指標，使亞健康族群及早知道自己的腦

健康狀況，及早矯正健康因子，遠離失智症。腦

年齡也可以作為失智症的預後指標，預測 MCI
病人未來兩、三年內轉變成AD的風險，協助醫

師區分風險較高與較低的族群，給予適當的介入

治療。未來的發展是充分了解由不同 MRI 造影

技術的影像所訓練出來的腦齡模型之差異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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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最佳的資料組合來建立預測模型。此外，是

發展一種有效的轉移學習技術，將已建立好的模

型迅速轉移到不同機型的資料上，以利模型的擴

散。

S8-3
Tau PET在 Tauopathy神經退化疾病診斷的

新進展

林靜嫻

臺大醫院神經部

The accumulation of pathologicalmisfolded tau
is a feature common to a collective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known as tauopathies,
of which Alzheimer’s disease (AD) is the most
common. Related tauopathies include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PSP), corticobasal syndrome
(CBS),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PSP), and
Parkinson’s disease dementia (PDD).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tau pathology in the onset and
progressionof these disorders is nowpossible due the
recent advent of tau-specific ligands for use with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including
first- (e.g., [18F] THK5317, [18F]THK5351, [18F]
AV1451, and [11C]PBB3) and second-generation
compounds [namely [18F]MK-6240, [18F] RO-948,
[18F]PI-2620, [18F]GTP1, [18F]PM-PBB3, and [18F]
JNJ64349311 ([18F]JNJ311) and its derivative [18F]
JNJ-067)].

In this talk, we will review and discuss findings
of tau ligands, including their relation to biomarkers
for amyloid- and neurodegeneration, and cognitive
and motor symptom findings in patients with tau-
opathy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including AD
and parkinsonism-plus syndromes.

S8-4
輕微認知障礙認知介入研究之進展

毛慧芬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失智症防治是全球努力的議題。失智症確診

前，經歷前驅期之「輕微認知障礙」（mild cog-
nitive impairment, MCI）。MCI的台灣老年人口

盛行率達 18%，MCI患者每年轉變為失智症之機

率（10~15%）為健康長者（1~2%）的十倍，但

仍有一定比例 MCI 患者認知功能可維持不惡化

或甚反轉為健康狀態，因此，針對 MCI 患者的

介入受到高度關注，由於愈早介入，成效愈佳，

且目前藥物治療無特別顯著改善認知或生活功能

之效益，非藥物療法中的認知介入（包含認知訓

練、認知復健、心理教育及心理介入、生活型態

介入等方式）研究大量興起。本報告將針對最近

認知介入研究發展做說明。

（一）認知訓練需強調轉移效應（transfer
effect）、可類化到日常表現：認知訓練分為使

用訓練軟體、專業人員課程帶領、及活動參與

（實體或虛擬實境）三類訓練方式。綜合 215篇
研究的後設分析結果顯示：不論何類訓練方式，

對於 MCI 患者的認知功能促進，透過大腦可塑

性或建立認知策略等機制，具有低度效果值

（Hedge g=0.27, 95% CI: 0.19-0.36）。其中「多

成份訓練」（綜合訓練記憶力、執行功能、反應

速度、推理能力等）較「單一成份訓練」（如僅

訓練記憶力），能有較佳轉移效應—可類化到

未訓練的認知功能，且對日常生活功能有較佳促

進成效。雖訓練頻率或次數與成效無顯著關連，

但訓練期程建議至少三個月。另透過遠距進行認

知復健，其效果相當，對認知缺損愈輕者效果愈

佳。而虛擬實境訓練，目前文獻尚有限且未有一

致結果，但其具融入生活情境的優勢，是未來有

潛力發展的認知介入方向。

（二）組合多元認知介入模式為趨勢：結合

運動與認知訓練，不論是接續（sequential）模式

或同時（simultaneous）模式，均較僅進行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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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或運動訓練，達到更佳介入成效。而以「對

生活產生的影響」為成效指標進行系統回顧，結

果指出：結合認知訓練、認知復健、心理教育介

入、及落實到生活型態調整等之多元方式之介入

模式，具有較佳成效。芬蘭大規模研究為代表性

實證，其針對 1200 名失智症高風險長者進行多

面向生活型態介入，包含營養、運動、認知及鼓

勵社交互動，結果顯示可顯著降低認知退化風

險。

（三）重視如何將認知介入的研究落實到真

實場域中：目前研究多是在控制良好狀況下得到

不錯成效，但當推展到真實場域時，各種實際情

況（如社區據點中多混雜不同認知功能程度，及

視、聽覺缺損之個案，或環境設備簡單等），可

能使介入方案的可行性與成效有落差。因此，要

如何降低研究成效流失（leaky pipeline）的情

形，增進研究保真度（fidelity），透過帶領人訓

練、強化個別化調整活動的能力等，是近來研究

與實務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S8-5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在失智症照護的應用

傅立成

台灣大學資工系暨電機系

台大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

由於全球人口老化逐步加劇，越來越多的年

長者會罹患失智症，進一步影響到長者們的生活

作息與健康狀況。台灣失智症協會統計資料顯

示，2020年底台灣失智症人口已逾 30萬，佔總

人口 1.24%。一般失智症患者不單純只有記憶力

的減退，還會影響到其他認知功能的退化，以最

常見的失智症中阿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
ease）為例，阿茲海默氏症已成為世界性的醫療

問題，據統計，阿茲海默症為 65 歲以上長者的

第五大死因，此外，患者數量在近年有急遽增長

的跡象，亦造成全球醫療的重大負擔。因此，如

何克服照護資源不足的窘境、及早偵測並預防失

智症狀加劇，將是智慧科技與醫療產業共同關注

的重點。

目前全球都在投入照護機器人的開發與研

究，依據台灣工研院估算，2020 年照護機器人

產值逾 170億美元（約 5000億台幣）。近期則

是朝向服務、照顧、陪伴社交等方面發展，如能

協助排解孤獨，與長輩對話的社交機器人

Alice、擁有可愛外型的機器海豹 Paro、富有人

類情感，能主動提供各種建議的陪伴型機器人

ElliQ、能與失智症患者對話的機器人 Ludwig，
皆是針對社會高齡化與醫療照護而發展的產品，

功能不僅是協助照護人員工作，還兼具主動關懷

長輩或日常聊天等心靈方面的療癒作用。基於早

期偵測的願景及精準醫療的趨勢，現有許多的研

究嘗試利用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技術，應用在數個

不同的非侵入式偵測方法（例如：長者日常生活

的模式、說話時的語音流暢度、說話時文字的選

用，以及描繪複雜圖形的過程等等），協助醫護

做到判別是否有阿茲海默氏症或輕度認知障礙的

風險。此外，亦有利用人工智慧方法提供人機互

動系統，創造友善智慧環境，不僅能舒緩長者的

孤獨感及老年憂鬱等症狀，更可以協助長者進行

自主生活管理，以達到生活品質改善。心理學專

家亦曾建議可以使用諸如懷舊療法（Remini-
scence Therapy）來激發患者過去的記憶，因此

我們團隊利用人工智慧影像辨識及自然語言處理

方法，將長者過往的生活資料（如老照片）數位

化後作為輸入，再以機器人以輕鬆聊天方式與長

者閒聊，實現懷舊治療的智慧化，達到延緩失智

症進展的可能性。

S9-1
腸漏症生物指標在關鍵 1000天與母嬰疾病的

鏈結

李宏昌

馬偕兒童醫院

近年來研究發現腸漏症和自體免疫疾病有密

切的關聯，目前認為造成自體免疫系統疾病的機

轉和以下三種情況有關：第一、宿主腸胃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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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對外在環境抗原（environmental antigen）的

基因感受性增加造成誤判引起自體反應。第二、

宿主確定有對抗原的暴露造成反應。第三、腸胃

道黏膜免疫系統對抗原的防禦失控，正常情況下

腸胃道黏膜可以抵擋抗原的進入，但是如果腸胃

道受損或腸胃道通透性增加就會造成抗原容易侵

入，而造成身體上各個器官的自體免疫反應。以

上是目前被認為是自體免疫疾病造成的病理機轉

假說。（Fasano A, 2011）（Smyth MC. 2017）
母嬰疾病已經有些報告指出與免疫不平衡

（發炎過度而調節不足）有關!孕婦免疫發炎異

常可以從偵測免疫因子與解連蛋白（Zonulin）差

異和子癲前症和早產的關係；而調節異常可以針

對腸道菌叢和維他命D缺乏影響炎症指標探討。

促發炎細胞素（IL-6和 IL-8）的表現已知和早產

有關，血管因子（sFlts/PlGF）比值與子癲前症

有關，值得我們進一步整合進大數據釐清。另外

Zonulin 已經知道和腸道異常菌叢與許多代謝疾

病有關，特別是與孕婦高血壓（pregnancy induc-
ed hypertension）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性，因

此在早期妊娠發生腸道通透性的變化，可能與孕

婦高血壓的發病機制有關[Bawah et al., (2020)]。
同樣在 2020年 Deniz et al.的前瞻性病例對照研

究顯示，患有肝內膽汁淤積症（intrahepatic cho-
lestasis of pregnancy, ICP）女性與對照組相比的

Zonulin濃度顯著更高（p <0.001），妊娠期出現

嚴重的 ICP。早期妊娠評估超重或肥胖的孕婦有

發展為妊娠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的風險。調查發現在中期妊娠發展GDM
其在早期妊娠血清 Zonulin濃度（53.4± 14.3 ng/
ml）明顯高於未發展 GDM 組的早期妊娠血清

Zonulin濃度（45.2 (9.7) ng/ml,P = 0.008），這表

明 Zonulin 可做為早期妊娠 GDM 的預測指標

（Mokkala et al., 2017）。Zonulin除了與上述孕

婦的代謝疾病有關，也是腸漏症（Leaky gut）的

重要指標，更是異常的腸道微生物體的重要標

記。值得更整合性的驗證這個腸漏症標記與母嬰

疾病的關聯性與機轉性防治。

S9-2
孕婦環境大數據與高危險懷孕和早產的鏈結

許德耀

高雄長庚醫學中心婦產部

高危險懷孕定義：凡是影響並危及母體及胎

兒健康的懷孕就是高危險懷孕。它的發生率約

10%。高危險懷孕發生的分類：1.妊娠前可預

知：高齡產婦、糖尿病、慢性高血壓等。2.妊娠

前不可預知：多胞胎、前置胎盤、妊娠毒血症、

早產、子宮內胎兒生長遲滯。早產是指妊娠在 28
足周至 37 足周前終止懷孕，早產發生率占總分

娩的 6-10%。早產的原因過去探討的不外乎：破

水、羊水感染、胎兒不正常或死亡、前胎早產、

子宮過度膨大、羊水過多、多胞胎、子宮頸閉鎖

不全、子宮異常、胎盤問題、母親疾病及不明原

因等。

「胎兒生長遲滯」是指胎兒在子宮內沒有辦

法達到預定週數的體重，體重落在分布生長曲線

族群的 10%以下。原因可能來自於一些病態的因

素：1.子宮胎盤功能異常（最常見的原因，約占

80%），2.母體疾病，3.胎兒自身問題。本次演

講跳脫過去探討高危險懷孕的原因，試著應用環

境大數據與高危險懷孕的鏈結，尤其是與早產與

胎兒生長遲滯相關。

環境大數據我們選擇空氣汙染（Air pollu-
tion）與塑化劑（Plasticizer）對母體及胎兒的影

響，進而導致早產與胎兒生長遲滯的可能性與機

轉。空氣汙染在 2012 導致三百七十五萬人死

亡，其中 88%發生在低中收入的國家。台灣懷孕

的婦女住在有石化工廠地區的比住在一般地區有

1.41倍的早產機率。空氣汙染中的個案可以產生

發炎的反應，造成血液的濃度增加，因而降低胎

盤的通透性。由於血液的濃度增加，所以會造成

高危險懷孕中沒有預期的子宮內生長遲滯與早

產。

塑化劑會導致睪丸功能減少，尤其暴露在塑

化劑下影響胎兒跟小孩的健康，尤其是生育跟發

展會受到影響。它也會引起過敏疾病和癌症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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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以懷孕的婦女尤其是胎兒跟小孩是受影響

很大的一個族群。

S9-4
關鍵 1000天的環境因素與腎臟病和高血壓的

鏈結

田祐霖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兒童腎臟科

全球慢性腎臟病的負擔與日俱增。促進全球

腎臟健康的最佳策略需要及早預防和治療慢性腎

臟病。在最初的關鍵 1,000天內，我們的身體可

以通過改變結構或功能（即發育可塑性）來適應

來自環境的刺激。在這個特殊時期，外在不良環

境可能會導致子代於成年期產生各種慢性病。這

個假說現在已經發展成健康與疾病的發育起源理

論（Developmental Origin of Health and Disease,
DOHaD）。腎臟發育會受到多種環境因素的影

響，包括營養不良、母親疾病、化學毒物暴露、

藥物使用/濫用、感染、和外源性壓力等。在今

天的報告，我們將整理迄今與腎臟疾病發育程序

化（Developmental programming）相關的臨床和

動物模型中發現的環境風險因素，並將闡述有關

腎臟發育程序化的常見機轉。這些機轉包括氧

化壓力（Oxidative stress）、一氧化氮（Nitric
oxide）信號失調、異常活化的腎素血管緊張素系

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以及腸道

微生菌叢失調（Gutmicrobiota dysbiosis）等。我

們也將討論如何從懷孕到 2歲這段期間執行一級

和二級預防措施以促進腎臟健康。一級預防旨在

預防腎臟疾病發生。在關鍵的 1,000天內應避免

前述的風險因素。二級預防則是透過篩檢及早發

現疾病並在最早的階段及時治療腎臟疾病。最後

是通過動物研究的成果來解決腎臟發育程序化並

發展反轉程序化（Reprogramming）的策略。然

而，從動物研究到臨床轉譯的速度遠比預期的要

慢。腎臟健康應該是一項政策，需要透過醫師、

護理師、衛生專業人員、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

和社會工作者的合作成功實現。只有齊心協力，

才能將預防慢性腎臟病付諸行動。相信經由這些

努力，我們可以一起在關鍵 1,000天改善未來全

球腎臟健康。

S9-5
關鍵 1000天的環境因素與過敏病的關聯與防治

楊崑德

馬偕兒童醫院

從產前到產後的世代追蹤研究，是推動所謂

人生關鍵 1000 天防治常見成人疾病（包括各種

常見複雜疾病）的早期預防疾病的重要模式！如

下圖所示：

以產前產後防治兒童氣喘為例，我們的出生

世代研究（doi: 10.1155/2012/438572.）發現：小

孩在秋天出生比較容易有氣喘病是因為懷孕初期

冬天的沙塵暴？還是懷孕末期的夏天冰品塑化

劑？另一個分析（doi: 10.1155/2014/769452.）發

現小孩剖腹出生比較容易有異位性皮膚炎是因為

沒有產道的壓迫或是沒有在出生前後的產道獲得

母親菌叢的第一類接觸；另外懷孕時的空氣是否

有汙染也很重要! 母親抽菸會讓胎兒基因改變，

而影響嬰兒出生體重和關聯兒童氣喘病是已知的

故事。但是父親抽菸是否關聯到兒童氣喘病及其

基因甲基化程序則是首先由這個台灣的世代研究

發表（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
/fgene.2019.00471/full）。

並且被選擇在世界無菸日（5 月 31 日）介

紹給媒體的說帖內容：這個研究追蹤 1629 個出

生嬰兒幼兒期的呼吸道感染與氣喘的發生率。發

現其中 367父親（23%）抽菸，而只有 3個母親

抽菸（0.2%）！所以很容易辨認父親抽菸對於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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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反覆感染或兒童氣喘的影響。研究追蹤發現家

中父親抽菸的幼兒其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數顯著增

加，以及兒童氣喘的發生率也顯著增加。兒童氣

喘的增加與父親抽菸影響免疫基因（LMO2/IL10
/GSTM1）的表觀基因甲基化增加有關，3 個基

因甲基化都高者氣喘的比率最高；上呼吸道感染

增加則與上述基因的甲基化高低沒有關聯。所以

利用早期偵測免疫基因甲基化程度或許可以預測

和防治與抽菸關聯的兒童氣喘；然而與抽菸關聯

的上呼吸道感染則尚未有預測或防制指標。

就這個世代研究的重要發現，有 2個值得探

討的議題是：1) 在這個研究中的懷孕母親只有

0.2%抽菸率，遠低於其他國家，這代表著媽媽懷

孕不抽菸或是抽菸的女生不懷孕。如果是後者，

顯然意味著想要在台灣提升生育率，似乎需要鼓

勵女生不要抽煙或戒菸；2)有父親抽菸的家庭，

會特別影響不帶有GSTM1抗氧化基因的女兒發

生氣喘的危險高 4倍。父親抽菸的家庭，如果想

要孕育健康女兒，爸爸最好戒菸。在生育率低迷

的台灣，推動戒菸來促進生育率和保障下一代健

康是必然的趨勢。

S10-0
整合性老人健康照護新進展：引言

Recent advance in integrated geriatric care :
Introduction
黃國晉 陳慶餘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在 2018-2019國衛院論壇「高齡健康與長照

研究中心研議計畫」中之「健康照護的轉型」面

向上，主張「以老人為中心整合性健康照護」之

導向，並建議如下：

一、強化健康照護在醫療、長照、生活體系

間的轉銜。包括：建立連結模式、資訊平台和三

段五級預防架構。

二、提升社區健康資源之利用，以落實在地

老化。包括：建立資源中心、落實家庭責任醫師

制度和多元化醫養模式。

三、完善居家醫療服務，實現高齡長者在宅

老化之目標。包括：改善支付制度、落實評核機

制和發展個人化資訊科技應用。

經過多年的研礒推動，2020年 12月行政院

拍板決定，宣布未來三年內，在台大醫院雲林分

院虎尾院區成立國家級「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

究中心」。本次研討會將檢視目前整合性老人健

康照護面向上，就醫養合一的老人健康照護、智

慧科技與健康促進、創新社區高齡健康照護模式

以及現代科技在長照的應用等主題，分別邀請專

家學者報告最新進展，以提供政策參考。

S10-1
建構醫養合一的老年照護

Development of a coordinated medical-life care
geriatric care system
張皓翔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Aging population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burden of national insurance covered health care
system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2017, 13.3% aged 65 or
more accounted for 36.8% general medical cost and
33% hospitalization. Multiple co-morbidity and
frailty are the main features of medical need in aged
population. Current specialist oriented but not
primary physician oriented care makes the condition
even worse. Lack of coordinated primary physician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is one of the key problem of
medical system facing aging society. The other
important issue is the insufficiency of life care
system. Non-satisfactory life care support lead to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long waiting list for
hospitalization,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burnout.

To overcome the current tough condition, the
first thing is to establish a coordinated primary care
physician system for the elderly is necessary. Person
center care focusing on quality of life, fra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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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active aging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the population and put into practice instead of disease
oriented care. The second is to build up a life care
supporting system for those who are partial or
complete disable and in need. Owing to the trend of
fewer offspring in the family, caring the aged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become a huge burden for the most
family. A tailor made life care supporting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Taiwanese’s need
and affordability. Shortage of well-trained manpower
in life care system is a critical condition. Therefore,
the key elemen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ife care
system is to train adequately and pay properly
professionals. The third is to introduce the active
aging to the population. The elderly will live in an
active life style with the age–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view the death as a life event, but not a medical
event.

S10-2
建立以資產為社區發展（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模式的社區照顧/照護地理

資源分配機制-Health Hub
江博煌

國家衛生研究院

隨著我國少子及人口老化，逐漸可能衍生相

關失能照護問題，依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107年
12月底，台灣 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 343萬 3,517
人，占總人口之 14.56%，成為高齡社會，預估

114年將超過 20%，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化速度

（老年人口由 7%增至 14%之時間）僅 25年，較

世界各國快速。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110 年 2 月底，雲林縣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來到

19.21%，僅次於嘉義縣（20.48%），與台北市

（19.22%）並列次高。因應人口快速老化，加上

少子化因素，照護勞動力減少，社會應由多方面

著手辦理能預防化相關業務，包含如營造健康生

活區、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健康友善社區、失

智友善社區等等與健康預防相關之業務推動，採

多方途徑接觸並深入社區生活圈，提供失能者適

切的服務。

因健康活化相關提供服務途徑及面向多樣

化，缺乏一個整體整合之聯網機制，故計畫以

「失能預防及延緩」為中心，Health Hub智聯網

平台管理為主軸，透過地區資源（Asset Map）、

失能需求（Demand Map）及需求評估（Need
Mao），整合社區失能預防相關計畫或平台服

務，提供失能預防及失能延緩的媒合介入模式，

使達健康友善服務再升級，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並將多年研究成果彙整，並以論壇國家型高齡醫

學及長照研究中心之研議建議為基礎，利用已發

表或已完成並提供衛福部參考之成果，建立以資

訊資源為基礎的健康樞紐規劃。本計畫的規劃重

點在於因地制宜的疾病預防與健康環境的建構，

若罹患了疾病或有健康問題，失能人口如何能就

近使用公共衛生及社福資源，若疾病癒後不良或

需要長期照護，現有的機構型照護機構或是社

區、居家型的照護資源分配是否能符合民眾的需

求，透過失能照護/照顧的預防及復能概念，將

老人在性別、年齡及疾病照顧需求辨識出來（de-
mandmap），再藉由調查或是二手資料分析空間

中的資源供給與分配狀況（supply map），藉由

空間分析與地理資訊系統進行需求與供給缺額的

辨識（gap analysis），期望提供給國家在老年健

康照護政策上的參考，學術上也能提供其他國家

透過空間分析方法進行衛生政策、醫療資源規

劃、照護政策等決策分析上的實用案例。

S10-3
創新高齡健康照護模式

—臺大休士頓阿波羅計劃

劉宏輝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臺大醫學院神經科

臺灣將於 2026 年達到超高齡社會，長者健

康議題刻不容緩。個人參酌國外經驗，見多數先

進國家皆透過設立國家級機構，以統合該國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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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相關的醫療、福利服務乃至科技發展議題，既

具前瞻性的政策規劃功能，亦可作為永續性的

產、官、學合作平台。個人因而向臺灣大學楊泮

池校長提出建言，當善用臺大充沛的高齡研究能

力，集合臺大各學院教授群的投入，以國家大格

局的層次思考高齡問題，從而擘畫國家可長可久

的高齡政策，楊校長遂召集臺大校內各領域人才

共同參與規畫高齡中心。個人忝為規畫案之執行

長及撰寫人，於 2017 年執筆完成「國家級高齡

醫學及健康福祉研究中心設立規劃構想書」，呈

交總統府作為臺灣高齡施政之參考依據。整體架

構係以雲林為基地，整合臺大各學院的學術能

量，配合臺大醫院、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的醫療專

業人才，與中央及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發展

臺灣高齡的未來。此國家級高齡醫學及健康福祉

研究中心規畫之願景蒙蔡英文總統及蘇貞昌院長

全力支持，並投注預算落實。總統特別期許，高

齡研究中心的貢獻不僅在研究，更要能：「讓每

一個臺灣人都有機會受到國家平等的照顧」；總

統亦認為：「這不只是一個醫療的問題，也不只

是一個社會責任的問題，更是一個人性的問

題」。

雲林縣老化程度為全國第二，因交通、所

得、人口外流等問題，長者常需自行處理就醫。

然發現長者因預防觀念和健康識能不足，導致疾

病、失能不斷，令人扼腕。喚起長者自身的健康

關注，介入預防，始為解決之道。為縮短長者就

醫的路程並提供充足健康知識，則當以強化社區

照護能力為要務；此即「阿波羅計畫」的構想雛

型，阿波羅計畫旨在「消除一切形式的醫療貧

窮，減少城鄉間醫療資源分布不均所造成的不平

等」，透過遠距通訊科技讓醫療資源主動走入長

者生活，藉由落實社區的健康促進功能，以減緩

長者失能之時程；此誠為全球首創之社區服務體

系。阿波羅計畫與社區長青食堂、熱血基層診所

醫師合作，在愛心企業關懷捐贈所需之自動化生

理檢測儀器及協助設計必要資訊系統下，架構真

誠的長者服務系統，全力達成「醫及棒」、「顧

力頭」、「好食在」等三個目標，共同推動延緩

老化、維持健康，成為永續發展的典範。

S10-4
現代科技在長照的應用

林怡妏

臺大醫院北護分院家庭醫學科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各產業都進入高科技時

代，長照領域也朝著這方向推展。從個人行動式

穿戴監測裝備開始發展自我健康管理，包括基本

生理數據量測與紀錄、活動紀錄、防跌警示、居

家空間安全監測系統等。目前各種長照機構也多

朝著智慧場域的目標發展，活用連續性生理數值

監測、人臉辨識與定位、智慧床墊、防跌警示、

用藥紀錄、餐食管理等，結合各種科技平台，收

集大數據進行分析改善，並進一步回歸個人化管

理。高科技行動輔具、復健機器人、人工智能陪

伴等，亦是近年多元發展的另一面向。同時，以

現代科技發展遠距醫療並連結長照服務，在CO-
VID-19的後疫情時代更顯重要。

S11-1
Update of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林德銘

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介入性血管內治療，在近幾年來各種隨機臨

床試驗，均顯示對於急性缺血性中風病人功能預

後有良好的結果。本演講內容主要為簡單回顧近

年來臨床試驗及統合分析的結果。在術前評估部

分，主要包含與單純藥物治療比較，取栓時間的

延長，電腦斷層灌流影像新扮演的角色，並用血

管內治療與藥物治療。在血管內取栓治療部分，

主要包含取栓方式及取栓醫材的使用與變化，及

取栓過程中與病人預後相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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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2
Thrombectomy in Distal Arteries
李崇維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動脈內機械性取栓目前是治療急性顱內大血

管阻塞所造成的缺血性中風的標準治療方式，只

要符合相關的適應症都應儘快施行。而傳統上，

顱內大血管阻塞主要為內頸動脈、中大腦動脈第

一段（或至第二段近端）、椎動脈以及基底動

脈，後循環雖然目前治療的好處不明確，但一般

還是會積極治療。

目前取栓器材的發展主要針對上述傳統的大

血管，然而隨著治療經驗增加，有經驗的醫師會

逐步趨向治療其他較小的血管。這些血管主要包

含中大腦動脈遠端、前大腦動脈、後大腦動脈、

小腦動脈等。可能需要處理到這些血管的原因包

含：一、雖然塞住的不是大血管，但症狀比較嚴

重者。二、同時有大血管跟小血管的阻塞。三、

取栓時發生血塊飄移至遠端或到其他區域。

對於這些較小或較遠端血管的取栓或動脈內

容栓，目前雖無隨機對照試驗證實其效果，但一

些研究報告指出其安全性及結果算是可以接受，

整體血管的通暢度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常見用來處理這些較小或較遠端血管包含採

用部分釋出的取栓支架、採用較小的抽吸導管甚

至使用微導管進行抽吸。若這些方式無法成功，

還可能採用以導管或導線來弄碎血栓，或是施以

動脈內溶栓藥物。

在台灣因為健保有相關規範，因此要施行這

些較小或較遠端血管的取栓有特別需要考量之

處，在此會介紹各種常見的治療方式，以及在健

保規範下如何因應。隨著器械的進步，血管內治

療的範圍也會越來越大。

S11-3
Added value of rescue devices in 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 when should we apply them?
謝立群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Introduction
Recent trials have demonstrated the superior

efficacy of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over other
medical treatments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However, not every large vessel occlusion (LVO) can
be recanalized using a single thrombectomy device.
Rescue devices were proved to increase the
reperfusion rate, but the efficacy is unclear.
Objective

In this study,we evaluated the efficacy of rescue
therapy and compared different thrombectomy
techniques in different location of LVO.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outcomes of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from a prospective registry of con-
secutive 82 patients i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he reperfusion rate and the functional
outcome were compared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first-line therapy only and patients who need rescue
therapy.
Results

An 84.1% reperfusion rate was achieved in our
cohort. We applied first-line stent retriever (SR)
treatment in 6 patients, among which 4 (66.6%)
achieved successful reperfusion.We applied a direct-
aspiration first-pass technique (ADAPT) as the first-
line treatment in 76 patients, among which 46
(60.5%) achieved successful reperfusion. Successful
reperfusion could not be achieved in 30 cases
(39.5%); therefore, we applied a second-line rescue
SR for 28 patients, and reperfusionwas established in
18 (64.3%) of them.Our result revealed that the LVO
in anterior circulation has higher chance to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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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R rescue therapy than posterior circulation
lesions (68.0% vs 33.3%, P< .001). Patients who
received first-line therapy only exhibited signi-
ficantly better functional outcomes than those who
also treatedwith rescueSR therapy (41.2%vs 16.7%,
P=.001).Moreover, patients with LVO in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were found to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achieving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than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circulation lesion (10.7% vs 0.0%, P<
.001). Conclusion

Our study reveals that rescue SR therapy
improves reperfusion rate. Patients who require
rescue SR therapy have a lower likelihood of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LVO in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 responds better to rescue SR therapy than
posterior circulation lesions.

S11-5
Special considerations for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based on advance stroke image
賴彥君

亞東紀念醫院影像醫學科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EVT) has been a
standard of car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patients due to large vessel occlusion
(LVO) within 8-hour therapeutic time window.
Although stroke imag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iage of stroke patients, therewere great variabilities
in the use of imaging tools for patient selection in the
recent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In addition to non-contrast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CTA), other advanced imaging tools including
multiphase CTA, CT perfusion (CTP), diffusion/
perfu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were used.
Those imagingmodalities help identify patients with
extent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in ESCAPE trial,

perfusion mismatch in EXTEND-IA, SWIFT PRIME,
and DEFUSE 3 trials, or clinical-imaging mismatch
in the DAWN trial.

Non-contrast CT is widely available and can be
performed within a fewminutes of arrival. Contrast-
enhanced CTA of head and neck is used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evaluation of cerebral
vasculature and LVO.MRI/MRA can also be used to
evaluate AIS and LVO. Diffusion weighted image
(DWI) is highly sensitive and specific for the
detection of early ischemic changes within the first 6
hours of symptom onset. Timely reperfusion therapy
may reverse diffusion abnorma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diffusion abnormalities are often irreversible
without successful reperfus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a variety of imaging
manifestations in stroke would be presented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conditions, which may affect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following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S12-1
Epidemiology and current status of treatment for
AR in Taiwan
林致源

三軍總醫院心臟血管外科

主動脈瓣膜逆流（或稱主動脈瓣閉鎖不全）

起因為主動脈瓣膜葉的不適當閉合。其造成原因

包括瓣膜葉的功能異常或／和主動脈根部及瓣膜

環的擴張。此類疾病在男性的發生率高於女性。

在美國麻州進行的 Framinghan 心臟研究發現主

動脈瓣膜逆流的盛行率為百分之四點九，在這中

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其有中等嚴重度以上的主動

脈瓣膜逆流。

在台灣，由於經濟的發展及公共衛生的進

步，瓣膜性疾病的病因已逐漸由風濕性原因轉變

成為先天性或退化性疾病。從 2017 年的台灣的

健保資料庫統計資料來看，台灣的主動脈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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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瓣及合併主動脈瓣和二尖瓣疾病的盛行率分別

為百分之零點五、百分之三點一和百分之零點

六。本研究將依據台灣的健保資料庫及台灣胸腔

及心臟血管外科學會的手術資料庫來進一步報告

目前台灣主動脈瓣膜逆流病患的流行病學及醫療

處置現況。

Aortic regurgitation (AR; also known as aortic
insufficiency) is caused by inadequate closure of the
aortic valve leaflets. AR maybe caused by
malfunction of the valve leaflets themselves, by
dilatation of the aortic root and annulus, or may be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both factors. It is more
common in men than women. The prevalence of AR
in Framinghan study was reported to be 4.9%, with
0.5%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who presented with
regurgitation of moderate or greater in severity.

In Taiwan, the main etiology of AR has shifted
from rheumatic disease to either congenital or
degenerative disease as inWestern Europe andNorth
America. From a recent study based on a total
population of 23,880,332 (2017 Taiwan census), the
prevalence of aortic valve, mitral valve, andmultiple
valve diseases (both aortic and mitral) were 0.5%,
3.1%, and 0.6%. In this report, wewill describemore
in detail about the epidemiology and current status of
treatment for AR based on the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NHIRD) and
surgical registry of Taiwan Association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TATCS).

S12-3
Conventional surgical AVR for AR and clinical
outcomes
邱冠明

亞東醫院

Patients with aortic regurgitation (AR) usually
have symptoms reflect pulmonary venous hyperten-
sion, including exertional dyspnea, orthopnea, etc.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guidelines for valvular heart
disease, the indications of surgery for AR include
symptomatic disease, LV systolic function, or con-
comitant surgery.

The conventional operation method for AR is
trying to restore the valve competencyby aortic valve
repair (AVP) o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AVR). In
cases of annulus involvement or diseases involving
aortic root, replacement of aortic valve and aortic
root en bloc or valve sparing aortic root replacement
may be performe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For this
particular forum, we will share our experience about
isolated aortic valve surgery and concomitant
surgery for AR.

In recent years, minimally invasive cardiac
surgery(MICS) has developed rapidly. For patients
withAR,MICS could be a suitable choice, especially
for the isolated aortic valve surgery. Iwill share about
the different minimally invasive approach for the
aortic valve surgery, including partial sternotomy,
thoracotomy, andmy favor - parasternotomy.

Multidisciplinary, patient-centric approaches to
find out the best approach for each single patient
would be acknowledged in the evolving era. At least
physicians need tohave some sorts of consensusprior
to patient-physician share divisionmaking!

S12-5
利用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術治療純主動脈瓣膜

逆流：現今實證及未來展望

TAVR for Pure AR：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林茂欣

臺大醫院

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術（TAVR）已成為

罹患主動脈瓣膜狹窄且合併高手術風險患者的主

要治療方法。對於純主動脈瓣膜逆流的患者，由

於主動脈瓣膜無明顯鈣化，且常常合併主動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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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擴大，過去被視為TAVR的禁忌症；但近年

來，越來越多TAVR術式施行在純主動脈瓣膜逆

流且合併高手術風險或明顯不適合接受手術的患

者身上，學界也逐漸累積些許經驗。相對於第一

代的TAVR醫材，第二代的TAVR醫材改善了瓣

膜周邊滲漏的風險，顯著地降低了手術的成功率

及術後 30天的死亡率。更新一代的 TAVR 醫材

Jena或 J瓣膜，利用雙層金屬框架夾鉗原生主動

脈瓣膜原理，以達到固定人工瓣膜的效果，目前

已獲得歐盟許可用於治療純主動脈瓣膜逆流。相

較於第二代的TAVR瓣膜醫材，這類型的瓣膜確

實可以進一步增進手術的成功率，但未來仍需進

一步大型的臨床研究，證實其與傳統開心瓣膜置

換手術的差別與優劣。

S12-6
利用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治療無鈣化主動脈瓣返

流：振興醫院之經驗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for pure
native aortic regurgitation: Cheng-Hsin General
Hospital Experience
李永在

振興醫院 心臟醫學中心

BACKGROU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and advances in

device technologyhave led to the increasingoff-label
use of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TAVR)
for pure native aortic valve regurgitation (PN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use of
newer-generation transcatheter heart valves (THVs)
to treat PNAR versus the early-generation self-
expanding CoreValve (Medtronic, Minneapolis,
Minnesota).
METHODS:

TAVR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use of early-

(n=15) and newer-generation (n=10) THVs in a total
of 25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PNAR at interme-
diate-to-high risk for surgical aortic valve replace-
ment (mean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STS]
score of 6.8±4.5). Procedural and clinical outcomes
were reported following Valve Academic Research
Consortium2criteria.Theprimary end-pointwasall-
cause mortality,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disabling stroke, and readmission for heart failure.
RESULTS:

Device succes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newer-generation THV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early-generation CoreValve (100% vs. 33%,
p<0.01); this was mainly driven by less second THV
implantations (0%% vs. 53%, p<0.01). Although the
procedural success rates were 100% for both early-
and newer-generation valves, mean procedure time
and mean fluoroscopic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p<0.01). Furthermore, significantly less
amount of contrast medium was used in the newer-
generation device group,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early-generation CoreValve group (p<0.01). During
amedian follow-up of 48months, event-free survival
was better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AVRwith newer-
generation THVs, although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ere non-significant (log-rank test, P=0.137).
According to multivariate analysis, higher baseline
STS score and longer intensive care unit stays a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adverse outcomes.
CONCLUSIONS:

TAVR using the newer-generation THV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with PNARwas associatedwith
improved procedural outcomes and is a valuable
therapeutic option in selective patients.

Key words: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
ment, pure native aortic regurgitation, transcatheter
heart valves, procedural and clinical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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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
關節超音波於血友病兒童及青少年之應用

李宗穎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血友病（hemophilia）是一性聯遺傳的出血

疾病，可依凝血因子的活性濃度分為輕、中、重

度。重度患者因凝血因子嚴重缺乏（正常人 1%
以下），會產生自發性出血，80%發生於關節肌

肉。平均 2歲時發生第一次關節出血，急性出血

需要靜脈注射昂貴的凝血因子止血治療。如不積

極處理預防，反覆出血會導致滑膜炎（synov-
itis）及關節病變，以踝、膝、肘關節發生率最

高。X光檢查無法鑑別出血、滑膜炎或早期關節

病變，磁振造影（MRI）排程時間長，幼兒需鎮

靜麻醉才能執行，讓臨床醫師很難即時確診處

置。

關節超音波是一個經濟方便、無輻射線、非

侵入性的影像檢查，可以評估關節出血積液、滑

膜增生及軟骨損傷，配合功率都卜勒（power
Doppler）更能量化發炎程度。超音波檢查嬰幼

兒無須鎮靜麻醉，操作時可讓家人陪伴或懷抱幼

童增加其安全感。比起X光及理學檢查，超音波

更能早期發現關節病變；搭配移動式超音波，可

在診間即時檢查，減少病童移動所帶來的不適及

不安，並可利用超音波導引定位抽吸關節出血或

注射治療。

關節超音波的使用時機：

1.急性症狀：急性關節肌肉腫脹疼痛，了解其原

因為出血、滑膜炎、關節病變或其他疾病造成

（如痛風、鈣化性肌腱炎等）。

2.定期關節篩檢：針對踝、膝、肘關節，定期追

蹤病人關節健康狀況（如Hemophilia Early Ar-
thropathy Detection with Ultrasound, HEAD-US

評分量表），建立平時關節超音波基準影像，

方便急性症狀時做比較。

3.治療成效比較：追蹤比較治療前後血腫大小、

滑膜厚度、功率都卜勒面積或量表分數變化。

關節出血的超音波影像特徵：

1.擠壓流動的液體：出血初期液體帶有回音，後

續漸漸變為低或無回音。

2.過度擴張的關節腔：出血會造成關節腔體積增

加與擴張，可以跟對側關節或平時基準影像比

較。

兒童關節超音波的特殊性：

1.生長板（growth plate）及骨化中心（ossifica-
tion center）：兒童不同年齡骨化程度不同，

可與對側關節做比較。軟骨為低或無回音結

構，需與積液區分。

2.幼兒表達較不明確，如目標關節未發現異常，

建議檢查上下肌肉或關節。

3.檢查時可請家人協助安撫固定，定期篩檢可增

加幼兒對檢查的熟悉度，較容易配合。

E1-2
以超音波篩檢青少年棒球員之手肘傷害

Ultrasonographic screening for elbow injuries in
adolescent baseball players
王琳毅

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

背景：在青少年時期，手肘肱骨小頭剝離性

軟 骨 炎（capitellar osteochondritis dissecans,
COCD）與內上踝病灶是常見的棒球運動傷害。

COCD早期常無症狀或症狀輕微，但不治療會惡

化，危及運動生涯。超音波檢查使用方便且無輻

射，學者曾報告可用超音波篩檢青少年棒球員的

COCD。然手肘內上踝病灶的研究卻很少。我們

教育演講



S79教育演講

發展到校超音波篩檢，希望對於青少年棒球員的

COCD及MEC病灶能做到早期診斷。

方法：自參加高國中棒球聯賽的南台灣球隊

中，邀請球員篩檢。受試者填具問卷，內容包括

基本資料、守備位置、丟球手、肘部病史、一年

內參加的盃賽總數。測量雙肩及手肘的被動活動

度（passive range of motion, pROM），及用攜帶

式超音波檢查丟球手手肘之肱骨小頭和內上踝。

超音波檢查異常者，再到醫院接受手肘磁振造影

（MRI），並根據 MRI結果計算出 COCD與內

上踝病灶之盛行率。超音波檢查與 X 光及 MRI
比較，分析並找出 COCD 與內上踝病灶的危險

因子。

結果：共有高中 3隊與國中 4隊，299位球

員接受篩檢。球員平均年紀是 15.1 歲，平均球

齡 4.8年。超音波發現 17人疑似有 COCD，其

中 15位有做MRI，10位證實有COCD。因此，

台灣青少年棒球員 COCD 之盛行率與超音波陽

性預測率（positive predicted value, PPV）分別為

3.3%與 66.7%。分析危險因子，球員若休息時有

手肘痛、身高較矮、開始練棒球的年齡較小，則

較易發生COCD。根據MRI，所有 299位球員中

29人有內上踝病灶，其 PPV即為 88%。內上踝

病灶主要是未癒合小骨與碎骨。在有內上踝病灶

的球員，他們丟球手的肩關節外旋 pROM 明顯

較小。

結論：在青少年棒球員，超音波對第二度及

以上的 COCD 是有用的診斷工具，對第一度

COCD的診斷力也還可接受。休息時有手肘痛、

身高較矮、開始練棒球的年齡較小，都是COCD
的危險因子。由於超音波對於內上踝病灶有良好

的PPV，若在超音波上看到內上踝有不連續或碎

裂，則須進一步檢查。丟球手的肩關節外旋減少

與內上踝病灶有相關。爰此，超音波可用於篩檢

青少年棒球員的 COCD 和內上踝病灶，有助於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值得推廣。

E1-3
骨骼肌肉超音波於兒童之臨床實務應用（什麼是

正常？）

林家瑋

臺大醫院復健部

對兒童而言，「肌肉骨骼軟組織超音波」可

做為第一線的影像工具。因為其可近性高，不用

擔心放射線，不需麻醉下執行，可做動態檢查，

能同時檢查多個部位，尤其是兒童的檢查常需要

雙側比較；同時，不僅可以應用「肌肉骨骼軟組

織超音波」於診斷，評估療效，也能應用超音波

的影像做精準同步的導引注射或是抽吸，不論在

門診或是急性處理，都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然而，兒童的「肌肉骨骼軟組織超音波」相

較於成人，更加複雜，因為兒童的骨骼及軟組織

隨著不同的年齡逐漸成熟，除了有成人超音波影

像未曾出現過的組織外，在不同年齡階段的兒

童，也有不同的表現。

本場教育講座，目的在於闡述兒童的「肌肉

骨骼軟組織超音波」影像，將從骨化過程的生理

表現，談論到兒童時期的超音波影像，尤其是不

同於成人超音波影像的構造，如:軟骨、生長板、

成骨中心、肌腱附（apophysis）、骨骺（epiph-
ysis）、關節腔、血流變化……等。最後將會以

膝部、腳踝兩個大關節為例，探討目前文獻上所

列出的正常發展兒童在不同時期的膝部及踝部影

像，包括關節腔、滑液囊、脂肪、軟骨、肌腱、

著骨處……等，以及在兒童時期常見的疾病之超

音波影像診斷標準，包括骨突炎（apophys-
itis）、青年型類風溼性關節炎、肌腱病變……

等。最後探討兒童「肌肉骨骼軟組織超音波」的

未來發展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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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
癲癇的基礎與臨床電生理學

林宙晴

成大醫院神經科

Seizure and epilepsy is a set of common neuro-
logical disorders, caused by abnormal electrical
discharges of neurons. Its pathophysiologicalmecha-
nisms are multiple and very complex. However, the
core principle is centered around the so called hyper-
excitability, which may be produced at sub-cellular,
cellular or network levels.

This talk will first introduce basic electro-
physiology of neurons, then explain the mechanisms
at different levels by which the neurons or the neural
networks become hyper-excitable and epileptic and,
in the last part, describe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s andmeasures that neurologists routinely use
and also those newly developed to evaluate and
monitor the severity of seizures and epilepsy.

E2-2
癲癇的臨床症徵，分類，與診斷

謝良博

澄清醫院神經內科

癲癇是一種腦細胞瞬間異常放電所引發的一

種臨床現象，每次發作大多持續數十秒至三分

鐘，很少超過五分鐘。發作的臨床症狀，可以有

各種不同的表現，從輕微的短暫失神，到嚴重的

全身肢體抽動、眼睛上吊、口吐白沫、牙關緊

閉，甚至咬舌流血、小便失禁。還有其他較不常

見的症狀，例如舉動異常、感覺異常、視幻覺，

嗅幻覺、 聽幻覺，記憶異常等等。病患會出現

那一種症狀，端看癲癇是肇因於那一部分腦部的

異常放電。部分的病患，在癲癇發作一開始會有

某些前驅症狀，我們稱之為前兆，如眼睛看到閃

光、頭暈、噁心等。我們依據不同的臨床症狀，

配合發作時腦波的變化將癲癇分為局部性發作

（Focal onset）及全面性發作（Generalized on-
set）。局部性癲癇發作，是指放電由腦部的某一

局部區域所產生。而全面性癲癇發作，則指放電

是由兩側大腦同時產生，沒有一個特定的區域。

此外也可以臨床表現為動作性（Motor）或非動

作性（Non-motor）及是否影響到意識（Aware-
ness）做進一步的分類。既然癲癇有這麼多的原

因，除了適當的藥物治療外，詳細的檢查尋求病

因，甚至矯正某些可治癒的病因是很重要的。一

般癲癇病患要作的檢查，包括基本的血液檢查，

腦波檢查，及頭部的影像學檢查等。腦波檢查是

監測病患一段時間的腦波變化。因為腦部異常放

電時，即使不一定有明顯的臨床症狀，腦波記錄

仍會顯示出特殊的棘波或慢波，因此腦波檢查若

發現此類波型，將更能確定診斷，甚至能幫助我

們作癲癇的分類，及找出腦細胞 不正常放電的

源頭在哪一部位。但是在多數的情況下，短時間

的腦波記錄不見得能記錄到癲癇波。此時癲癇的

診斷就須靠詳細的病史詢問及神經學理學檢查。

甚至可進一步安排睡眠腦波、鼻咽電極腦波或長

時間的腦電圖監控檢查，以增加記錄到癲癇波的

機會。頭部的影像學檢查目的在發現可能的潛在

性腦病變。特別是晚發性癲癇，局部性癲癇，對

藥物治療效果不佳的癲癇，及伴隨有局部神經學

症狀的癲癇，腦部有病變的可能性較大，更需要

作影像學的檢查。

E2-3
癲癇與相類似之睡眠疾病或障礙：鑑識與區辨

徐崇堯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神經部

根據睡眠多項生理檢查（polysomnography,
PSG）的三個參數：腦電圖（EEG）、眼電圖

（EOG）和肌電圖（EMG），可以將人類的睡

眠分成兩期：非快速動眼期睡眠（NREM sleep）
和快速動眼期睡眠（REM sleep），兩者交替循

環，大約每 90-110 分鐘出現一次快速動眼期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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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一個正常成年人一個晚上大約出現 4-6個週

期。整個睡眠時期的前三分之一主要是非快速動

眼期睡眠的深度睡眠，而後三分之一主要是快速

動眼期睡眠。睡眠障礙中，與睡眠癲癇（sleep-
related epilepsy）最容易混淆的是異睡症（para-
somnia），又分為非快速動眼期異睡症（NREM
parasomnias）和快速動眼期異睡症（REM para-
somnias）。

非快速動眼期異睡症包括覺醒障礙症（di-
sorders of arousal），包 含 夜 驚 症（sleep ter-
ror）、睡遊症（somnambulism）和覺醒困惑症

（confusional arousals），另外尚包含睡食症

（sleep-related eating disorders）和睡眠性行為

（sexsomnia）。快速動眼期異睡症包括快速動

眼期睡眠行為障礙症（REM sleep behavior dis-
order）、復發獨立性睡眠麻痺（recurrent isolated
sleep paralysis）和夢靨（nightmare disorder）。

對於懷疑異睡症的病患求診必須和床邊人或

同住家人一起問診。異睡症的病患常合併睡眠呼

吸障礙（sleep-disordered breathing），特別是阻

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obstructive sleep ap-
nea）。異睡症的病患也可能同時造成睡眠傷

害，甚至醫學法律的問題，但是異睡症很少是白

日心理和精神問題的夜間延伸。異睡症如果能夠

被正確診斷，大部分的病患可以得到有效的治

療。

睡眠癲癇也必須和睡眠相關動作障礙

（sleep-related movement disorders）做鑑別診

斷，包括睡眠肌躍（hypnic jerks）、週期性肢體

抽動症（periodic limb movement in sleep）、睡

眠相關節律性動作障礙症（sleep-related rhythmic
movement disorder）、睡眠磨牙症（sleep-related
bruxism）以及睡眠相關本體性肌躍症（sleep-
related propriospinal myoclonus）。

最容易被混淆的睡眠癲癇最主要是額葉癲癇

（nocturnal frontal lobe epilepsy, NFLE），可以

簡單如突發性覺醒（paroxyamal arousal），也可

以複雜如夜間癲癇性遊走（epileptic nocturnal
wandering），特別是以過動式行為（hypermotor
behavior）為表現的發作型態最容易被誤診。額

葉癲癇的典型特徵包括發生在非快速動眼期睡

眠、突然開始突然結束、發作時間短暫多數持續

一分鐘之內、叢集性發作（clusters）和幾乎沒有

發作後困惑狀態（post-ictal confusion）。

睡眠多項生理檢查和連續腦波錄影紀錄

（continuous video EEG monitoring）是鑑別診斷

的主要工具，但是睡眠相關事件頭皮電極發作期

腦電圖（scalp ictal EEG）經常合併頭顱外生理訊

號的干擾（extracranial artifacts），往往阻礙之

癲癇波（epileptiform discharges）的辨識， 因此

缺乏相對應的癲癇波並不能排除睡眠癲癇的診

斷。

發作間腦電圖（interictal EEG）則必須要和

一些波形尖銳的正常睡眠腦波做鑑別，包括非快

速動眼期睡眠的頭頂鋭波（vertex sharp wa-
ves）、枕葉正鋭波（positive occipital sharp tra-
nsients of sleep）、睡眠慢波高度同步活動（hy-
pnagogic hypersynchrony），快速動眼期睡眠的

鋸齒波（sawtooth waves），以及容易在睡眠發

生的正常腦波變異（normal EEG variants）做鑑

別，包括小鋭棘波（small sharp spikes）、燭台

樣波（wicket spikes）、嗜睡期規律性中顳葉腦

波 釋 放（rhythmic midtemporal discharge of
drowsiness）等。

E2-4
癲癇的藥物治療

周碩彬

台北馬偕醫院神經科

癲癇和腦中風、帕金森氏病是神經科三大疾

病，也是少數涵蓋從小兒、成人到老人的神經科

疾病。在過去三十年由於基礎及臨床神經科學的

進步，帶動了新的抗癲癇藥物的發明及新的神經

外科治療方法，這讓癲癇的診斷及治療到達另一

個新的境界。

癲癇的治療基本上是以藥物治療為主。歷史

上第一個治療癲癇的藥物是十九世紀的bromide,
到二十世紀陸續有四種抗癲癇藥物即 phen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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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ital, phenytoin, carbamazepine, valproic acid 上

市。從 1980年到 2020年又有 17種抗癲癇藥物

被引進市場。如以 1980 年做切割點可將為抗癲

癇藥物分成舊型及新型抗癲癇藥物。

一般而言不管使用一種或多種抗癲癇藥物約

有 60%的病人可達到癲癇無發作狀態。抗癲癇藥

物的選擇除了考慮病人發作類型或發作症候群

外，也要考量病人特性（如性別、年紀、體重、

肝腎功能、共病症及相關疾病）及藥物特性（如

效果、安全性／耐受性、調整劑量的速度、給藥

頻率、副作用、及交互作用）。某一個抗癲癇藥

物未必可以適合所有的病人，而每一病人對相同

藥物也會有不同的效果，目前雖然無法做到客製

化的藥物但可以在病人和藥物之間做出最適當的

選擇。

癲癇的原理是抑制太弱興奮太強造成細胞內

外電位不平衡導致動作電位進而產生癲癇發作。

所以抗癲癇藥物就是要增強抑制、減少興奮來控

制神經細胞放電。以Voltage-gated離子通道的觀

點來說就是讓陽離子如Na+及Ca2+不要進來或者

是讓陽離子如K+出去，如果從Ligand-gated離子

通道的觀點來說就是增加 GABA 濃度，抑制

Glutamate 作用同樣可以達到減少動作電位的產

生。而抗癲癇藥物就是依上述機轉來設計，可以

操控單一機轉及多重機轉來治療癲癇這即俗稱

單機轉藥物及多機轉藥物。單機轉藥物如 Na+

離子阻斷劑（carbamazepne, lamotrigine, lacosa-
mide, oxcarbazepine, phenytoin, rufinamide），

Ca2+ 離 子 阻 斷 劑（gabapentin, pregabalin），

GABAA（barbiturates, benzodiazepine），GABA
（tiagabine, vigabatrin），SV2（levetiracetam, bri-
varacetam），AMPA antagonist（perampanel），

多機轉藥物如（valproic acid, topiramate, zonisa-
mide）。單機轉藥物大多為窄效抗癲癇藥物可治

療局部癲癇及部份全面癲癇而多機轉藥物為廣效

抗癲癇藥物可治療局部癲癇及全面癲癇。

臨床治療癲癇時要 “start low go slow” 並優

先考慮單一藥物治療，當單一藥物治療失敗時，

可考慮轉換成另單一藥物治療或直接換成多種藥

物治療。多種藥物治療宜優先選擇不同機轉的抗

癲癇藥物並考慮抗癲癇藥物間的交互作用及副作

用。癲癇治療的目標是無癲癇發作，避免藥物副

作用及改善生活品質。

抗癲癇藥物是神經調控劑不單是可以治療癲

癇也可治療許多神經科疾病如疼痛（偏頭痛、三

叉神經痛、糖尿病神經性疼痛及泡疹後神經痛）

及情緒疾病（焦慮或憂鬱）。另外抗癲癇藥物也

可能有過敏、紅疹問題及惡化精神疾病及產生行

為異常，這在臨床使用上宜稍加留意。

E2-5
癲癇的非藥物治療

尤香玉

台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癲癇科

癲癇是常見的神經疾病，主因為腦細胞不正

常放電所致，目前全台估計約有 20 萬人受癲癇

所苦。癲癇症除了不好預測的發作外，因為癲癇

發作帶來的認知、社會心理負面影響都是我們治

療癲癇症的重點。癲癇的治療首先以藥物為主，

大多數的病人在一種癲癇藥物的控制下，都可以

維持不發作，33%左右的病人，即使加上第二種

藥物或第三種藥物都無法得到很好的控制，在這

種情形下，若是發作形態又是會影響病人生活品

質及安全者，尋求藥物以外的治療是必要的。外

科手術是非藥物治療癲癇有效的一種方式，有將

近 80 年的歷史，發展已經很成熟，研究也證明

頑固型癲癇用手術治療對癲癇控制優於藥物治療

方式，目前可利用的手術有切除手術、離斷手術

（大腦半球切除術、胼胝體切開術、軟腦膜下橫

切術）、植入神經調控刺激器（迷走神經電刺激

術及深部電極電刺激術）等。

對於癲癇病灶位置確定的個案可以針對該致

癲癇位置作切除。此方法為所有癲癇手術中達到

癲癇不發作率最高者，在完整的手術前評估後，

經多領域的討論，得到一個合理的癲癇網路假設

後，決定切除的部位與範圍。切除可分為顳葉切

除及顳葉外切除，前者在成人以海馬回硬化為

多，在詳細的術前評估後，顳葉切除可達到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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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癲癇不再發的比率為 66-70%，顳葉以外皮質

切除則有 36%-76% 的治癒率。在切除後仍控制

不良的 1-10%的病患在進一步評估後，可以考慮

第二次切除，切除後大約 39-75%可以癲癇不再

發。部分病人為確定病灶，可能須做硬腦膜下電

極板或深部電極植入，放置約二周，直接在腦組

織上記錄腦電波，並作電刺激定位欲切除部位是

否有運動或語言的功能，然後再進開刀房做完整

的切除。

離斷手術為把癲癇致癇病灶與其他正常腦組

織連結離斷，最常見離斷手術為胼胝體切開術。

藉由分離胼胝體來避免兩大腦癲癇發作傳播，並

非把癲癇放電病灶去除，實為一輔助性手術，依

據本院發表的結果，全般型發作約 80%病人可以

有 80%的減少，而對於局部癲癇或失神性癲癇，

則有 50%的減少。

神經調控為近 30 來癲癇治療的突破，對於

不適合作切除手術病人，可以以較不侵入的方

式，有效減少癲癇發作及可能因此減少癲癇藥物

的使用，但只有 10%左右可以達到完全不發作的

效果，而且價格昂貴，目前台灣衛福部核准臨床

使用的包含迷走神經電刺激術及深部電極電刺激

術，前者在去年通過符合條件下健保給付。

其他除了手術非藥物的治療包含飲食療法

（如生酮飲食）及其他輔助與另類療法（包含中

藥、針灸、音樂、瑜珈等）在導入較科學的研究

與檢視方法後，也漸漸受到重視。

E3-1
More than skin deep: Atopic dermatitis (AD) as a
systemic disease
朱家瑜

臺大醫院皮膚部

異位性皮膚炎（AD）是一種慢性發炎皮膚

疾病，病患常會因為極度的搔癢而不斷搔抓皮

膚，造成嚴重的濕疹反應，也會嚴重影響睡眠與

生活品質，導致求學、工作、社交上的多重困

難。近年來發現，異位性皮膚炎也會合併伴隨著

其他過敏疾病、自體免疫疾病、眼部疾病、精神

異常、心血管與腦血管疾病等等，因此現在認為

異位性皮膚炎也是一種全身性的發炎性疾病。

Silverberg 等人運用美國的大型資料庫研究

發現，異位性皮膚炎的病患相較於健康人而言，

具有較高的氣喘、焦慮與抑鬱、自體免疫疾病、

糖尿病、高血壓與心臟病、腦中風發生率。我們

最近的研究也發現，異位性皮膚炎的嚴重度與持

續時間，與自體免疫疾病、異位性體質、眼部疾

病、慢性蕁麻疹、代謝性疾病、缺血性心臟病與

腦血管疾病有顯著相關。

異位性皮膚炎（AD）伴隨著不同的共病發

生，可能有其不同的機轉。自體免疫疾病、異位

性體質與慢性蕁麻疹的風險增加，可能是源自與

異位性皮膚炎具有類似的免疫失調機制；眼部疾

病風險增加可能源自於類似之免疫失調機制或是

由於慢性類固醇治療所造成；而代謝性疾病、高

血壓、缺血性心臟病與腦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

則可能是因為慢性的全身性發炎或是生活型態上

的異常。

E3-3
Environmental triggers and their intervention in
tailored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李志宏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

Atopic dermatitis (AD) is a multifactorial
disease with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among genetic
susceptibility, impaired skin barrier, immune
perturb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While
other investigators have found that indoor and
outdoor air pollu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D, we have
reported lifetimesmoking exposure increases the risk
of adult-onsetAD.Protein sensitization represents an
initial step inADdevelopment.The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 acts an environmental sensor
regulating immune responses. In kin, AhR is ex-
pressed in several cell types, including keratinoc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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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rmal Langerhans cells (LC), and dermal
dendritic cells (DC).We reported thatAhRactivation
by benzopyrenes (BP), a major PAH in smoke, is
accentuated in AD skin. In mice, BP increases LC
migration in vivo, and increases Th2 cytokines
during in vitro challenge through AhR. However,
how AhR activates or inhibits cutaneous immune
responses remain controversial, likely due to the
differential cell-specific functions of AhR. For
example, AhR in keratinocytes links AD and air
pollution via neurotrophic factor artemin. Therefore,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immunoregulatory role
of AhR in LC. We generated Langerin-specific mice
lacking AhR in LC and tested them in epicutaneous
protein sensitization. We showed that Langerin-
AhR-/- mice harbored a decreased number of LC
with fewer and stunted dendrites in the epidermis as
well as a decreased number of LC in skin-draining
lymph nodes (LN). Deletion of AhR in LC
diminishes the number and activation of LC, while
enhancing Th2 and Tr1 responses.

Current topical treatment for AD includes
topical steroid, calcineurin inhibitors, and phospho-
diesterase 4 (PDE4) inhibitor. Topical steroid is
effective for AD but its long-term use results in skin
atrophy, telangiectasis, and infections. Calcineurin
inhibitors is moderately effective without these
adverse effects, however, application site irritancy nd
backboxwarning for cutaneous lymphoma should be
considered. Topical PDE4 inhibitor is also mode-
rately effectivewithout side effects of topical steroid,
although it still carries a slightly increased appli-
cation site irritancy. Therapeutically targeting AhR,
coal tar induces keratinocyte-derived antimicrobial
peptides viaAhR, not only to treat skin dysbiosis, but
also restore skin barrier. Glyteer soybean tar, an AhR
ligand, improves AD by impairing IL-31 axis in DC.
A recent phase 2b trial for topical tapinarof cream (an
AhR modulating agent) for AD showed its efficacy
and good tolerability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application site irritation. Although larger
prospective studies are required, targetingAhRcould
be a potential important advance in topical medicine
development for AD.

E3-4
兒童異位性皮膚炎：臨床表現與治療原則

俞佑

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

異位性皮膚炎是一種慢性、長期的皮膚疾

患。受到影響的皮膚會呈現發炎、泛紅、癢、乾

燥的情形。最常好發於兒童。在已開發國家，異

位性皮膚炎的盛行率逐年上升，目前已達

20-30%。嬰兒的異位性皮膚炎通常開始發作於兩

頰以及嘴巴周圍，而且經常因為流口水而變得更

嚴重。當孩子逐漸長大，異位性皮膚炎好發的區

域也會隨之改變，常常是分布於手臂及雙腿，以

及其他可以搔抓到的地方。當孩子接近青春期的

時候，異位性皮膚炎則最好發在雙手肘內側及膝

蓋後方，以及眼睛周圍。少數進入成人期的患

者，則常侷限在手部。隨著年齡漸長，大部分的

異位性皮膚炎會隨著時間改善。根據統計，百分

之六十的異位性皮膚炎在青春期後會消失或顯著

改善。然而，仍有少數持續至成年期，或青少年

甚至成年期才發作的異位性皮膚炎。異位性皮膚

炎患者亦有較高比例合併過敏性鼻炎、氣喘、過

敏性角結膜炎等過敏性疾患，白斑、圓禿等自體

免疫疾病，以及代謝性症候群甚至身心疾患。

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分為許多層面。基本照

護原則包括善用保濕劑、完整的衛教以及避免環

境中的刺激物及可能的過敏原。急性發作期的第

一線治療包括口服抗組織胺、外用類固醇等。若

效果不彰，則急性發作期的第二線治療包括短期

口服類固醇、紫外線光線治療以及感染控制（包

括口服或外用抗生素等）。若仍不見效，則急性

發作期的第三線治療包括系統性免疫抑制劑（如

Methotrexate, Azathioprine, Cyclosporine, Myco-
phenolate mofetil 等），生物製劑（如 Dupilu-



S85教育演講

mab），以及口服小分子藥物 JAK 抑制劑（如

Baricitinib）。同時，可暫時給予較強效的外用

類固醇。當疾病進入維持緩解期，則可考慮使用

外用鈣調磷酸酶抑制劑（topical calcineurin in-
hibitors，如 Tacrolimus, Pimecrolimus）、外用

PDE-4抑制劑（如Crisaborole），間斷性使用外

用類固醇，或配合紫外線光線治療。

綜觀全局，異位性皮膚炎的表現十分多樣

化，且隨孩童成長時序而變化。其照護治療是相

當繁瑣且多面向的，需要醫師、家長、患童的彼

此信任與共同努力方可達到較好的療效。

E3-5
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D
in a biologics era: Is biologic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賴柏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皮膚科

美國FDA於 2017年 3月核准第一個用於治

療異位性皮膚炎的生物製劑（杜避炎，Dupi-
lumab），這是暌違 16年始問世、用以治療異位

性皮膚炎的新藥，此生物製劑並於 2019年 12月
01 日獲得我國健保署給付，成人中重度異位性

皮膚炎患者只要符合條件，於傳統治療效果不佳

後，經由事前申請，便可給付治療，這也象徵

著，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已經進入生物製劑時

代，中重度患者可以藉由新的治療獲得大幅改

善。相信這消息，對於長期以來跟異膚奮戰的中

重度病友來說，莫不為一大鼓舞，對於醫師來

說，能有一個更有效且相對安全的治療方式，也

是再開心不過的事了，然而，生物製劑就一定是

中重度患者甚至是所有異膚患者治療的首選嗎？

現今皮膚科對於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可依

致病機轉分為三大主軸：(1)避免誘發因子：如避

免過敏原刺激物，(2)修復皮膚屏障：勤擦乳液，

(3)抗發炎藥物：主要以局部外用藥膏、口服藥物

（類固醇/MTX/CsA/AZA）、光照方式治療和最

新的生物製劑。

若無病灶，單純只有皮膚乾燥的患者，只需

給予保濕劑（乳霜），同時教導避免惡化因子；

一般患者則給予第二線治療，若效果不佳再進階

至第三線治療；若還是無法改善或者是非常嚴重

的病患，可能就要採取第四線治療。以下大致介

紹：

第一線：保濕劑／止癢藥膏、避免惡化因子

（趨吉避凶）

第二線：類固醇藥膏、外用免疫抑制劑

第三線：紫外線光照治療、類固醇藥膏、口

服抗組織胺、外用免疫抑制劑、口服/外用抗生

素、濕敷療法

第四線：口服／注射類固醇、口服免疫抑制

劑、新型生物製劑

然而，門診中，常見許多中重度患者並不是

對於現有藥物反應不佳，而是沒有經過完整的衛

教，包含：沒有定時使用保濕劑，沒有正確使用

外用藥物，甚至沒有服用足量的口服免疫抑制劑

等，才造成療效不佳。因此，醫師應和患者充分

討論，每個患者的治療方式要依個別症狀專屬打

造，量身打造，才能有效治療。

除了杜避炎外，還有數個小分子藥物即將上

市，更有許多新藥的臨床試驗正在進行，因此，

異位性皮膚炎治療已邁入精準治療時代，我們應

該鼓勵患者，切莫因為過去的治療經驗而對正規

治療喪失信心，在已有突破性藥物的今日，有效

控制疾病絕非空想，透過積極治療就有機會可以

突破疾病的限制，重拾人生主導權。

E4-1
Debate of periorbital rejuvenation – knife or
needle ?
劉淳熙

愛惟美診所

Periorbital complex,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non-verbal com-
munication, and is reflective of aging. In fact, eye
contact is often the first, and some say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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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for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These properties have made rejuvenation of the
periorbital complex highly desirable.

For the trend of short recovery time, minimally
invasive procedur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first
line treatment options. Therefore, using with
neurotoxins and dermal fillers to address periorbital
rejuvenation become more popular. In general, these
non-surgical methods are more convenient, require
les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in case of any com-
plication, can be corrected easier. However, using
needle injection to treat the problems around the
eyes, their effects are always temporary and limited.
So surgical intervention may be needed to achieve
more permanent and significant results.

Here, I will introduce the injection and surgery
methods for periorbital rejuvenation and compare the
indication and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methods.
Finally, recognizing each patient’s individual attri-
butes and matching them to the ideal rejuvenation
techniqueswill allow formaximumaesthetic benefit.

E4-2
下眼瞼手術之個人臨床經驗

廖文傑

台北榮民總醫院外科整形外科

目的：

當前下瞼成形術的概念是重新雕塑患者的眶

周區域。顴區組織下垂、泪溝畸形、脂肪膨出、

眼瞼鬆弛、皮膚紋理改變以及色素沉著等與年齡

相關的變化應根據患者進行鑒別。我們提供有關

下瞼成形術 3維輪廓的個人臨床經驗。

方法和材料：

這些技術包括經結膜或經皮膚之方法配合單

純皮膚和脂肪去除、眼輪匝肌懸吊術、脂肪轉位

及脂肪移植、支持韌帶、筋膜韌帶鬆解、眶隔重

置及加固、面中部提升和脂肪填充術以及臥蠶豐

滿與注射輔助的技術應用等。由患者術前和術後

的照片來評估結果和合併症。

結果：

無球後出血、複視或增生性瘢痕等嚴重幷發

症。所有患者都對他們的結果感到滿意。我們的

臨床方法提供了自然和年輕的外觀。

結論：

下眼瞼成形術的目標是達成眼瞼-臉頰交界

處的平滑外型，恢復年輕的輪廓，同時將風險降

至最低，達到最有效、最安全以及風險性和併發

症最小的目的。以産生更自然、更和諧的面部年

輕化。以往多注重提升、緊致和切除，而現今更

關注面部脂肪的選擇性處理，支持結構的調整，

以及改善眶周輪廓的技術。有關於適應症的選

擇、相對的替代治療、術前注意事項、手術技術

選用與相關合併症的處理在下眼瞼成形術是很重

要的。

PURPOSE:
The current concept of lower blepharoplasty is

to recontour the patient’s periorbital area. The age-
related changes of malar descent, tear trough
deformity, bulging fat, lid laxity, and skin texture
changes as well as dermatochalasis and festoons
should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We
provide the personal algorithm about 3-dimentional
contouring in lower blepharoplasty.
METHODS AND MATERIALS:

All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by a single
surgeon (L.W.C). These techniques include release
of retaining ligaments, fat transposition, orbicularis
suspension, lateral canthal tightening, malar suspen-
sion, pretarsal fullness forming and midface volume
augmentation via transconjunctival or transcu-
taneous and combined approaches. The outcome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assessed by evaluating the
patients’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digital
photographs andmedical records.
RESULTS:

There were no major complications, such as
retrobulbar hemorrhage, diplopia, or hypertrophic
scarring.All patientswere satisfiedwith thei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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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chnique provided a natural and younger
appearance via the algorithmic approach.
CONCLUSIONS:

The goal of our algorithmic approach for lower
lid blepharoplasty is to smooth the lid – cheek
junction, restore youthful contour and volume, at the
same time minimize risk. Performing lower lid
blepharoplasty effectively to yield amore natural and
harmonious rejuvenation of the face, the awareness
of the indications, alternative treatments, preo-
perative considerations, operative techniques, and
management the associated complications are
important.

E4-4
The relation of upper blepharoplasty and
Periorbital tissues
洪學義

臺大醫院整形外科

一般來說，上眼皮成形術所討論的大部分是

指提睫肌及眼皮的去皺手術。但是如果要進一步

的討論和美容手術的關連，那麼眼眶骨架的對稱

性，高低大小，眼眶內脂肪的位置，多寡，及其

間隔纖維的鬆緊度，兩眉的高度，眉尾及眼尾的

弧度，都深深影響上眼皮在美學上的表現。我們

就一些個案討論如何以美容角度運用手術方式一

併解決上眼皮和其周遭組織的不利影響。

E4-5
How can I survive my disastrous cases?
廖述朗

臺大醫院眼科

愛美是人的天性，特別是現今社群媒體網路

時代，每個人都喜歡在 Facebook及 IG顯現自己

最動人的生活分享，人們也更加重視自已的顏面

外觀，因此，顏面美容回春處置和手術就愈來愈

流行。雙眼皮手術、眼瞼下重提瞼肌手術、眼皮

下重手術及下眼瞼眼袋手術是最常做的顏面美容

手術。成功的顏面美容手術既可撫平歲月的痕

跡，又可以恢復青春，但是顏面美容手術偶而也

會出現一些併發症，例如雙眼皮不對稱、雙眼眼

瞼高度不一、上眼瞼攣縮、眼瞼下垂、眼瞼弧度

異常、上眼窩凹陷、上眼瞼眼瞼板外翻、下眼瞼

外翻、下眼瞼攣縮及眼瞼閉合不全等。本演講首

先將針對如何避免顏面美容手術併發症，特別是

術前的各種詳細的評估及檢查，來防範未然預防

併發症的發生。另外，將針對各樣不同的併發

症，提出各種的手術解決方案，讓病患重新恢復

青春美麗，並減少不必要的醫療糾紛！

E5-0
引言

劉青山

台灣神經罕見疾病學會

神經罕見疾病是目前神經科學重要的研究探

討主題之一，人的大腦所掌管的就是生命的存在

感，一個腦死的患者，對於患者主觀來講，似乎

就失去了生命，雖然他的其他器官仍然正常的工

作，但是他們並不曉得他們工作的目的，我們神

經科醫師在門診不時碰見這類罕見疾病，所遇到

的挑戰就是如何正確診斷疾病，以及如何治療，

現今神經罕見疾病種類超過百種以上，大多為基

因變異，但也有基因與環境之交互作用，本次教

育演講目的是探討目前或未來針對常見的五種神

經罕見疾病，進行前瞻性的討論及分享，盼望此

次演講可以提供醫學界同仁參考，為此類神經罕

病編織一個希望的夢，並且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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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1
遺傳性神經病變之最新治療及展望

謝松蒼

臺大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

臺大醫院神經部

家族型類澱粉多發性神經病變是一個罕見的

周邊神經退化疾病，目前已經知道大部分是因為

甲狀腺素轉運蛋白（transthyretin）的基因突變所

造成的，這是一個慢性進行性的多發性神經病

變，包括運動神經、感覺神經和自律神經都會受

到影響，有一些基因型甚至於還有眼睛以及腦膜

血管的類澱粉沈積。各種基因型有不同的表現

型，台灣的基因型非常特別，95%以上的病人都

有 A97S 的突變點。這些病人主要是在 60多歲

以後發病，早期的症狀包括感覺神經的痛以及自

律神經的障礙，比如腹瀉、心律不整等，逐漸地

發展成為四肢的症狀以及肌肉無力。這些很容易

被誤診為，比如，腕隧道症候群以及腰椎和頸椎

的神經根病變，病人因此接受手術，但是症狀仍

然持續惡化。這一疾病並沒有好的治療，病人大

概在 6~10年左右就會臥床甚至於死亡。在過去

10 年當中，這一疾病的治療有了長足的進步，

包括穩定轉運蛋白的四疊體避免造成類澱粉的沉

積，以及使用新穎的生物科技，RNA silencing以
及 反 轉 譯 核 糖 核 酸（antisense oligonucleo-
tide）。臨床試驗顯示這些治療可以延緩類澱粉

周邊神經病變的退化，對於病人的治療提供了一

個方向和希望。最近使用基因編輯（gene edi-
ting）的方式也發現可以延緩神經的退化。未來

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可以早期治療並可以減少藥物

醫療的費用，讓更多的類澱粉神經病變患者可以

受益。

E5-2
遺傳性舞蹈症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陳瓊美

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

亨丁頓舞蹈症（HD）是一種常染色體顯性

遺傳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其特徵包括不同的精神

症狀、認知能力下降和舞蹈症。亨丁頓舞蹈的致

病基因突變是在亨丁頓蛋白（HTT）中編碼聚谷

氨酰胺（glutamine）束的三核苷酸（CAG）重

複序列擴張。聚谷氨酰胺束擴張導致突變蛋白的

結構變化，導致有害功能。細胞內聚集、蛋白質

—蛋白質相互作用、泛素—蛋白酶體系統功能障

礙、自噬途徑受損、轉錄失調、能量代謝缺陷、

線粒體異常、氧化壓力增加、谷氨酸興奮性毒性

和神經炎症等都參與了其致病機制。揭示亨丁頓

舞蹈症中涉及的許多分子致病機制的好處是它們

都提供了潛在的治療標地，而「雞尾酒」方法可

能會帶來額外的好處，最終顯著減緩甚至阻止疾

病。幾種化合物已在動物模型中進行了測試並取

得了一些成功，例如營養補充劑或抗氧化劑（co-
enzy-me Q10, creatine, ethyl eicosapentanoic
acid）、多巴胺穩定劑（pridopidine）、谷氨酸

穩定劑或阻滯劑（remacemide, memantine, and
dimebon），抗凋亡劑（minocycline and ursode-
oxycholic acid）、組蛋白脫乙酰酶抑製劑（phe-
nylbutyrate）和 BDNF 誘導劑 (cysteamine and
citalo-pram）。這些化合物已進入臨床試驗，但

都沒有成功。其他在動物模型中也有益但尚待臨

床試驗的化合物是抗氧化劑、抗炎劑、線粒體功

能激活劑、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製劑、伴蛋白酶
體和自噬增強劑、神經營養因子的紋狀體遞送、

谷氨酸阻滯劑和磷酸二酯10A（phosphodies-
terase 10A, PDE10A）抑製劑。其他潛在的治療

策略，如幹細胞療法、RNA 干擾、特殊飲食療

法和環境豐富也可能是有潛力的。最近，蛋白水

解靶向嵌合體（proteolysis-targeting chimeras,
PRO-TACs）和自噬體束縛化合物（autophago-
some-tethering compound, ATTEC）概念已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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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降解許多致病蛋白以治療疾病。針對突變

HTTDNA和RNA以及幹細胞療法的策略目前正

在進行臨床試驗，並顯示出治療效果的潛力。

Huntington’s disease (HD) is an autosomal
dominant,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psychiatric manifestations, cognitive
decline and chorea. The causative gene mutation for
HD is an expanded CAG trinucleotide repeat
sequence, encoding a polyglutamine (polyQ) tract, in
the huntingtin (HTT). The polyQ expansion causes a
conformational change in the mutant protein leading
to deleterious functions. Several pathogenic proces-
ses such as intracellular aggregates,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dysfunction of the ubiquitin-proteasome
system, impaired autophagy pathway, transcriptional
dysregulation, defective energy metabolism,
mitochondrial abnormalities, increased oxidative
stress, glutamate excitotoxicity, and neuroinflam-
mation ar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D. The
benefit of uncovering many molecular pathogenic
mechanisms implicated inHD is that they all provide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a ‘cocktail’
approach might result in additive benefits ultimately
lead to dramatically slowing or even arresting the
disease. Several compounds have been tested in
animalmodelswith some success, such as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or anti-oxidants (coenzyme Q10,
creatine, ethyl eicosapentanoic acid), dompamine
stabilizer (pridopidine), glutamate stabilizers or
blockers (remacemide, memantine, and dimebon),
anti-apoptotic agents (minocycline and ursodeoxy-
cholic acid),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 (phenyl-
butyrate), and BDNF inducers (cysteamine and
citalopram). These compounds have been moved
into clinical trials, but none of them successes. Other
compounds that have also been beneficial in animal
models but await clinical trials are antioxidants, anti-
inflammatory agent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ctiva-
tors,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 chaperone-
proteasome and autophagy enhancers, instriatal

delivery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glutamate blockers,
and phosphodiesterase 10A (PDE10A) inhibitor.
Other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ies such as stem
cell therapy, RNA interference, special diet therapy
and environment enrichmayalso bepromising.More
recently, proteolysis-targeting chimeras (PROTACs)
and autophagosome-tethering compound (ATTEC)
concept have been applied to degrade many disease-
causingproteins to treat diseases. Strategies targeting
mutantHTTDNAandRNAand stemcell therapy are
now under clinical trials and showing potential in
therapeutic effects.

E5-3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之最新治療發展與希望

Current and emerging therapeutics f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李宜中

臺北榮民總醫院周邊神經科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是一群因上運動神經元與

下運動神經元漸進性不可逆退化所導致的致命性

神經肌肉疾病。ALS的臨床表徵常為由某處肢體

或口咽部位啟始的肌肉萎縮無力，而後惡化蔓延

至全身。臺灣 ALS 病友常在發病後的三至五年

內發生吞嚥困難以及呼吸衰竭而影響生命的維

持。目前沒有任何的藥物或治療方法可以逆轉

ALS 的臨床病症，而僅有兩種藥物成份，

edaravone以及 riluzole被清楚證明可以小幅度延

緩ALS疾病的進行。目前美國FDA僅通過Radi-
cava （edaravone）、Rilutek（riluzole）、Ti-
glutik（thickened riluzole）、以 及 Exservan
（riluzole oral film）用來治療延緩ALS病程，而

Nuedexta®來治療ALS所併發的 pseudobulbar af-
fect syndrome。很明確地，關於ALS的治療，仍

有巨大的未滿足需求。因而，目前 ALS 治療相

關的研究發展非常興盛。在這些治療策略的發展

中，基因相關治療占據了一個特殊的角色。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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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ALS的病友中，約 1-2成是帶有明確的致

病基因突變，而矯正或減輕這些基因突變的影響

很可能可以有效治療這些病友的ALS。基於這樣

的原理，數個以SOD1、FUS、以及C9ORF72基
因為標的的反義核苷酸（antisense oligonucleo-
tide; ASO）藥物的臨床試驗正在進行或籌備中，

其中針對SOD1致病基因突變的藥物Tofersen的
三期臨床試驗結果將在近期揭曉。這個演講將介

紹ALS與相關症狀、病理機制、現今治療方法、

以及試驗中有潛力的相關治療藥物。

E5-4
遺傳性代謝疾病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李妮鍾

臺大醫院基因醫學部

遺傳性代謝疾病（先天代謝異常）是一群由

於生化酵素代謝異常導致的疾病，致病原因很

多，臨床表現也呈現多樣化。然而，這類疾病由

於發生率低，且症狀嚴重，很少有特別的治療。

最早有治療的是蛋白質代謝異常，例如尿素代謝

循環障礙，苯酮尿症（屬於胺基酸代謝異常）、

以及有機酸血症。這些疾病的標準治療是限制蛋

白質攝取、給予排毒藥物（例如肉鹼或降血氨藥

物）、或是肝臟移植。近二十年來的明星，是溶

小體儲積症的酵素補充治療，例如龐貝氏症、高

雪氏症以及法布瑞氏症等，大大改善了病人的預

後。而近年來，由於基因治療的起飛以及對疾病

致病機轉了解的進步，越來越多的新興治療被開

發出來，並應用於各種不同的疾病。例如神經傳

導物質不足的芳香族 L-胺基酸脫羧酵素缺乏症

（Aromatic L-amino Acid Decarboxylase Defi-
ciency），便有基因治療的開發、以及粒線體異

常之一的巴氏症候群（Barth syndrome），有穩

定粒線體內膜的藥物出現；高草酸尿症（Hyper-
oxaluria）的RNAi治療以上市，以及神經元蠟樣

脂褐質儲積症（Neuronal ceroid lipofuscinosis）
的酵素補充療法。此外，有鑑於精準醫療才能提

供病患最適切的治療，也有人提出基因變異特有

之反義寡核苷酸（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治

療策略。相信在這幾年治療方式的蓬勃發展下，

將為遺傳性代謝疾病的治療寫下新頁。

E5-5
遺傳性脊髓小腦萎縮症之最新治療及希望

張國軒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神經內科

遺傳性脊髓小腦萎縮症是一群神經退化性疾

病，病患逐漸失去平衡與運動協調能力，合併步

態不穩，其病理特徵為神經細胞內帶有不正常多

麩胺酸（polyglutamine）蛋白質的堆積。儘管已

有許多臨床資料的累積，但其神經退化的分子疾

病機轉仍待釐清。目前研究顯示內質網壓力

（Endothelial retinaculum stress）、未折疊蛋白

反應（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s）、泛素蛋白酶
體系 統（ubiquitin-proteosome system）、自 噬

（autophagy）、分子伴侶（chaperone）、粒腺

體功能（mitochondrial function）、氧化壓 力

（oxidative stress）、細胞凋亡（apoptosis）增

加、鈣穩態（calcium homeostasis）、轉錄調控

（transcription regulation）、神經炎症（neuroin-
flammation）和 RNA毒性（RNA toxicity）等路

徑的失調、皆與遺傳性脊髓小腦萎縮症的神經退

化、神經元損傷與死亡有關。目前脊髓小腦萎縮

症並無有效的疾病緩解治療（disease modifying
therapy），針對這些疾病機轉有機會發展有效的

治療策略，針對 RNA 調控的基因沉默治療，如

RNA interference或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也很

有前景，這些治療亦有潛力推展至其他神經退化

性疾病。



S91教育演講

E6-1
婦女貧血的影響及常見成因與鑑別診斷

裴松南

義大癌治療醫院血液腫瘤部

根據WHO的調查，年輕婦女的貧血盛行率

高達 30%，若是懷孕的婦女更是高達 42%，所以

婦女貧血的問題在全世界都是常見的問題。在台

灣地區，國民健康署於 2013-2016年間所做的調

查，年輕婦女的貧血也是高達 23%。

貧血可能會造成疲倦、活動性喘、心悸、水

腫等現象，對於工作時的表現也會造成不良的影

響。在懷孕時期，因胎兒鐵的需求大，會造成母

體缺鐵及貧血的問題加重，進而導致母體與胎兒

的死亡率上升。如何診斷與處理貧血的問題，是

個重要的議題，尤其婦產科醫師是面對婦女疾病

與孕婦的第一線臨床工作者，若可以熟悉常見貧

血的原因與鑑別診斷，就可以提供女性患者及時

的幫忙。

在這場演講中，我會介紹常見的缺鐵性貧

血、地中海型貧血及其他貧血的診斷方式，也會

提供何時該轉診血液科醫師的建議與想法。

E6-2
婦女貧血的預防與治療

侯信安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內科

貧血的原因可以簡單分成先天性或是後天性

造成的貧血。正確的鑑別診斷是成功治療與預防

復發的首要關鍵。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於

西元 2019 年，全球育齡女性貧血的患病率為

29.9%，相當於超過 10 億 15-49 歲女性患有貧

血。非妊娠育齡婦女貧血的患病率為 29.6%，孕

婦則高達 36.5%。2000年以來，全球育齡婦女貧

血患病率維持穩定，而孕婦貧血患病率則略有下

降。育齡婦女貧血是國家面臨重要的公共衛生挑

戰，對於婦女及其子女的健康和社會經濟產生長

期的負面影響。

其中婦女最常見的貧血類型是缺鐵性貧血，

這是由於體內鐵質缺乏所引起的。女性在月經期

間約莫每月會失血一次。需要足夠的鐵來製造紅

血球，以取代每次月經期間流失的血液。倘若經

期特別長或是出血量過多的女性罹患缺鐵性貧血

機會更高。其次，女性在懷孕期間需要額外增加

的鐵質，來提供嬰兒正常發育的需求[孕婦需要

比平時多增加 50%的鐵（約每天 27毫克）]。女

性在分娩時也會流失血液而造成貧血。

婦女貧血的預防與治療取決於其造成之原

因：(A) 如果出血是貧血的原因，找到並控制出

血源由是很重要地。倘若體內鐵質含量低，可進

一步補充鐵劑與適時增加含高鐵食物的攝取 [深
色綠葉蔬菜、紅肉、豆類、海鮮與穀物等]。(B)
如果體內葉酸數值偏低，可補充葉酸與適時添加

含有高葉酸的食物 [深色綠葉蔬菜、豆類、柑橘

類水果與內臟等。(C)如果維生素 B12的數值偏

低（常見於素食或曾接受胃部切除者），則須利

用注射或口服維生素 B12來改善其貧血。(D)如
果是腎功能不佳造成的貧血，需妥善治療腎病與

評估紅血球生成素的給予。(E) 如果是骨髓造血

功能不佳、溶血性或是慢性疾患造成之貧血，則

需針對其根本疾病治療來改善。(F) 如果是藥物

或是重金屬暴露所造成的貧血，需移除這些物質

的影響。(G) 少數的病患僅能利用定期輸血治療

來改善其貧血的症狀。

最後，提供正確的衛教可以幫助婦女採取適

當的生活方式，尋求更好的健康習慣以減少婦女

罹患貧血的機會。早期就醫治療可以減少因慢性

貧血所造成的併發症。

E6-3
孕產婦貧血

詹德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孕產婦貧血是一個重要議題，在懷孕的過程

中為應付胎兒生長，孕婦會藉由胎盤將營養素提



臺灣醫學會第 114屆總會演講摘要S92

供給胎兒，在此同時可能造成孕婦在營養素的需

求增加，進而出現缺乏現象。鐵質為其中重要的

營養素之一，當鐵質缺乏時可能會造成孕婦貧血

的情況出現，貧血則會加重懷孕期間的心臟負

擔，引發相關的周產期併發症。這包括孕婦死

亡、生產出血需要輸血及加護急救的機率升高，

同時間胎兒窘迫及胎兒出生後新生兒加護照護的

機率也提升。研究亦指出在缺乏足夠鐵質下，新

生兒之神經發展也可能受損，因此對於營養素的

補充不得不加以重視。

孕婦貧血的鑑別診斷是婦產科醫師在日常產

檢期間的重要工作，臨床上遺傳性疾病如常見的

海洋性貧血症，可以利用血球偏小的特徵

（MCV<80）在懷孕早期抽血檢驗時做篩檢，目

前已得到相當好的成果，嚴重型海洋性貧血症的

寶寶已不多見。近期也有隱性基因篩檢模組的問

市，在遺傳性疾病之防治上有更好的預防效果。

生理性的貧血常見於孕婦身上，因應懷孕的生理

需求會有血量增加的改變，但是水份增加比紅血

球增加得多，造成生理性的貧血現象。如果原本

孕婦即存在貧血時往往會加重其症狀。缺鐵性貧

血則是孕婦貧血最為常見的原因。國民健康署針

對這問題亦提出日常鐵質補充與其它健康營養素

補充的建議。關於較嚴重之缺鐵性貧血則宜增加

鐵質之補充，一般效果不錯。可能會有部分孕婦

因口服鐵劑之副作用或吸收不良則可考慮給予針

劑鐵劑之補充。

生產出血是無法避免之過程，透過妥善之處

置以減少出血量，可以有效減少產後貧血的發

生。例如採用溫和式生產及積極處理胎盤娩出及

盡早促進子宮收縮可以獲得良好之效果。在生產

前如能有足夠的鐵質補充，在產後血球生成效率

較佳亦可及早恢復陰為生產出血造成貧血症狀之

後遺症。

產後哺餵母乳是產婦的重要任務，如果有貧

血現象則會減少乳汁分泌量，因此在整個孕期產

期至產後，貧血及鐵質的補充都是值得我們再三

關注的重要議題。

E6-4
婦科疾病與貧血

曾志仁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貧血是婦科重要的議題，全世界發生率平均

約為 20%~30%，常見於婦科疾病與孕婦，目前

婦科疾病造成貧血機轉，大致可分成四種原因，

包含(1)婦科疾病出血導致貧血；(2)鐵質不足；

(3)營養吸收不良；(4)罹患重大婦科疾病，需手

術、化療、放射線治療導致貧血。2018 年世界

衛生組織對於婦科疾病異常出血原因，制定新的

判斷分類，稱為「PALM-COEIN（中文譯：手掌

與金錢）」。

婦科疾病異常出血導致貧血的診療處置，最

重要的原則是先採用藥物治療，如果藥物治療失

敗二線就須手術治療。在藥物治療方式方面，分

為：(1)荷爾蒙藥物，最常見的就是避孕藥、黃體

素，或腦下垂體抑制劑 GnRHa；(2)非荷爾蒙類

藥物，常見的有 Ponstan、Naproxen、Transamin
……等；(3)鐵劑。

藥物治療鐵劑的補充，以口服劑型為優先。

若口服劑型失敗，或是貧血程度比較嚴重（HB
< 8 gm/dL），就可以考慮使用靜脈注射高劑量

鐵劑。此外當血清中的鐵蛋白（Ferritin）< 30
ng/mL、含 鐵 蛋 白 TSAT（transferrin satura-
tion）< 20% 時，就會定義為功能性貧血，此時

比較建議使用靜脈注射劑型。

近年來，新一代的鐵劑針劑 ferric carbo-
xymaltose，大幅改善傳統靜脈注射鐵劑的藥物不

良副作用，具有過敏機率低、吸收性佳、治療效

果高的特性，非常適合應用在婦科疾病與貧血的

治療。

當臨床遇到「M類（Malignancy）」患者，

醫師務必在癌症治療過程中，將貧血列為首要照

護。主要原因是婦癌患者出現貧血的機率高達約

50%以上，同時貧血是婦科癌症治療預後的重要

指標，影響婦癌病人的 DFS與 OS。
總結重點，包含：(1)PALM-COEIN是F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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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新分類，用於診斷 HMB與婦科疾病導致

的貧血原因；(2)口服鐵劑是第一線治療方式；

(3)第二線採用鐵劑靜脈注射，做為第一線口服劑

型失敗的接續治療；(4)原則上盡量避免輸血，同

時 ESAs（Erythropoiesis-Stimulating Agents）治

療方式，容易造成嚴重的過敏和血栓，現今已列

為後線方案，比較不列入治療的選項之中。貧血

治療在婦科疾病領域，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不僅

是對病人的生活品質，也影響婦科疾病治療成

效，這需要臨床醫師多加重視。

E7-2
Theranostics in the management of
neuroendocrine tumors
鄭媚方

臺大醫院核子醫學部

美國流行病學顯示神經內分泌瘤在過去 30
年來發生率迅速增加超過六倍，而台灣每年約有

400 例新診斷個案，好發在腸胃道、胰臟及肺

部。功能性腫瘤症狀多變，易與其它疾病混淆，

且腫瘤通常很小，不易被發現。而非功能性腫瘤

通常無症狀，發病到確診常歷經數年，發現時多

已太大或發生轉移。

神經內分泌瘤表面多會表現體抑素接受體

（SSTRs）。68Ga-DOTATOC為SSTR2類似物，

可高特異性、高敏感性的結合在有表現SSTRs的
腫瘤上。神經內分泌腫瘤治療首以手術為主，對

於無法完全切除、轉移或復發的神經內分泌腫

瘤，依腫瘤分化分期的程度及位置，治療選擇包

括體抑素類似物、標靶藥物、肽受體放射性核素

治療（peptide receptor radionuclide therapy）或化

療來延緩腫瘤惡化時間。依國外治療準則，針對

多次復發或對體抑素類似物或標靶治療無效者，

腫瘤如有表現體抑素接受體，肽受體放射性核素

治療可高度選擇性的破壞神經內分泌腫瘤細胞但

對正常組織的影響小，可達較佳的疾病控制並提

升存活率。
68Ga-DOTATOC 可以提早確認腫瘤是否有

SSTRs分布，有利於決定後續治療。由於種族的

差異，神經內分泌瘤在西方國家與東方人發生率

的分佈有所不同，表現也不一樣，因此 68Ga-DO-
TATOC 正子掃描在臨床上的效益是值得加以探

討。

E7-4
PSMA theranostics: current status
曾敬仁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興建經

營）

攝護腺特異性膜抗原（prostate specific mem-
brane antigen, PSMA），作為一個分子標的，近

年來在診斷與治療領域都有長足的發展與臨床應

用。美國 FDA已經核可 Ga68-PSMA-11及 F18-
DCFPyL兩種針對PSMA的正子造影劑於臨床使

用。由近期發表的臨床試驗 proPSMA 證實，

PSMAPET可以取代傳統造影作為第一線的診斷

工具。另外，Lu177-PSMA-617作為一個治療藥

物，由近期發表的臨床試驗VISION得知，可有

效延長 Overall Survivial及 rPFS，建議納入治療

指引，作為針對 mCRPC病患的治療。

本演講將針對 PSMA 此 molecular target 目
前在臨床上的應用進行探討，並介紹兩個臨床試

驗 proPSMA 及 VISION 的試驗結果，希望各領

域醫師可以對這個目前影響核醫學界甚鉅的核醫

藥物有進一步的認識。

E7-5
PSMA theranostics: the Future
路景竹

臺大醫院核子醫學部

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 (PSMA)
labelled with radioisotopes has changed the
management of prostate cancer. 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using either Gallium-68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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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ine-18 conjugated with PSMA detects tumor
recurrence at low level of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The strongest evidence came from a large scale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 published at Lancet
in 2020 (proPSMA). When tumors are detected by
PET showing overexpression of PSMA, PSMA
labelled with Lutetium-177 kills them by DNA
breakdown, and it is called “theranostics”. Two RCT
published in 2021 (Lancet, TheraP; NEJM, vision)
proved that 177Lu-PSMA are effective and safe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Now we are able to fight against
prostate cancer with magic bullet, instead of old
fashion way of try-and-error. Unfortunately, while
PSMA theranostics is ongoing world widely and is
addressed in NCCN guideline, we are not able to
perform routinely in Taiwan. The key point may be
national regulation and market size. Moreover,
approximately 10-15% of tumors showing PSMA
overexpression have no response to 177Lu-PSMA
therapy. Target alpha therapy using PSMA labelled
with Actinium-225 showed promising results in
patients resistant to beta therapy. Again, we are far
away from this currently or in near future. In this
topic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solutions, in PSMA theranostics.

E8-1
非酒精性脂肪肝／脂肪肝炎與之流行病學與診斷

劉俊人

台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代謝症候群在肝臟最主要的臨床表現就是非

酒精性脂肪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
sease, NAFLD）。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廣義地涵蓋

了病理學上單純脂肪變性（steatosis）、非酒精

性 脂 性 肝 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纖 維 化（fibrosis）甚 至 於 肝 硬 化

（cirrhosis）等不同嚴重程度的肝傷害，臨床上

卻無喝酒過量的病史。

脂肪肝意指「肝內的脂肪（主要是三酸甘油

酯）含量超過全肝重量的 5%」，也有學者簡單

地以「肝組織切片顯示超過 10%以上的肝細胞有

脂肪空泡堆積」加以定義。至於非酒精性與酒精

性脂肪肝病之區隔，目前並沒有清楚的答案，多

數西方學者認同男性每周飲用 140克以下酒精、

女性每周飲用70克以下酒精時為「非酒精性」。

最著名的非酒精性脂性肝炎屬於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整個疾病群中較為嚴重的一環，這一疾病最早

由美國Ludwig等於 1980所提出，主要在一群肥

胖、糖尿病女性患者，發現其肝臟有肝細胞內大

泡型脂肪浸潤（macrovesicular steatosis）、局部

肝細胞壞死（necrosis）、竇旁纖維化（perisinu-
soidal fibrosis）、肝小葉內混合性發炎細胞浸

潤、肝細胞膨脹（ballooning）與Mallory hyaline
等變化，病理表現極類似酒精性肝炎，但臨床上

這些患者卻否認有酗酒的病史。診斷非酒精性脂

性肝炎最基本的條件包括脂肪浸潤（steato-
sis），肝細胞膨脹（ballooning）和肝小葉發炎

（lobular inflammation）。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可能是所有肝病當中最常

見者。利用腹部超音波或電腦斷層掃描來評估，

一般大眾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盛行率約為

16%-23%。肥胖的病人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盛

行率更高，60-75%有脂肪變性、20-25%有脂性

肝炎、2-3%有肝硬化。在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中約

75%有脂肪肝病。隨著時代變遷以及經濟進展，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盛行率預計將逐年升高。早

期認為非酒精性脂性肝炎為肥胖、糖尿病的中年

女性所特有，後來發現此症也可以發生在小孩以

及沒有糖或脂類代謝異常的非肥胖男性。由上述

資料可以了解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重要性。然而

從不同的臨床情境所得到的數據有極大的差異存

在，其原因在於所探討的人口數有限，以及所研

究的對象都經過高度選擇。在台灣，社區成人族

群以及接受健康檢查的一般民眾中，脂肪肝病的

盛行率在 12-37%之間，與脂肪肝發生相關的危

險因子包括男性、肥胖、糖尿病、血脂肪異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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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尿酸血症。同樣地，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

以及飲食文化的西化，針對中小學學童的普查結

果也顯示 20%的學童有體重過重的現象，當中

21%出現肝功能異常現象。

在台灣，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飲食習

慣的西化，肥胖、糖尿病以及高血脂症的人口越

來越多，相信代謝症候群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在國內將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問題。

E8-2
非酒精性脂肪肝之臨床病程、風險因子及預後

楊盈盈

台北榮民總醫院

自從在 1980年 NAFLD-NASH 這個名詞被

提出來之後，到2019就有Gut一篇的文章統計，

持續有非常多的相關主題被彭湃的研究，代表這

是一個非常熱門的主題。從過去 200年NAFLD-
NASH 發展的里程碑可以看到，在 1980年 NA-
FLD-NASH 被提出來以後，一開始被認為是

Two-hit的 pathogenesis，後來被修正為Multiple
parallel hits，多重病因的疾病機轉，最近也認為

NAFLD-NASH 跟代謝症候群有相當的關係。所

以有代謝症候群相關的脂肪肝的疾病，MPFL
metabolic dysfunction fatty liver disease（MA-
FLD）被提出來。MPFL事實上它的診斷定義就

是說無論在體重過重、正常體重或者是糖尿病的

病人，當患者有代謝症候群，包括就是高血壓、

大腰圍、高三酸甘油脂、高胰島素亢進等的兩個

因素以上的疾病併有脂肪肝時，就可以被稱為患

有代謝症候群相關的脂肪肝疾病。

MAFLD可依是否合併有過度飲酒精或代謝

症候群分類。目前認為個體年紀越大，它的脂肪

肝發生的機會越高，且男性發生MAFLD的機會

比女性高，MAFLD的發生也與種族、飲食、酒

精、基因（如PNPLA3這個基因的異常）、腸道

的益生菌狀態是有關係，所以造成MAFLD病人

的病程及對治療的反應個別的差別非常的大。那

可以看到有些病人代謝的異常比較多、有些是基

因異常的比例比較多，以至於他們的整個疾病的

病程以及治療的效果都不佳，所以在藥物研發上

面增加更多的困難度。流行病學的研究指出，

NAFLD-NASH 的發生率美國可以到 21.9%，亞

洲則 31%。有切片證實的NAFLD-NASH的發生

率，在美國可以達到 61%，亞洲是沒有資料的，

主要是因為亞洲地區的病患比較少做肝切片，大

部分都是用肝纖維化的超音波來診斷。NAFLD-
NASH的整個病因，除了高脂、高油、高甜、活

動量減少以外，還包括胰島素亢進，以及系統性

的發炎脂肪堆積等。NAFLD-NASH 可能會到纖

維化、肝癌以及肝臟代償不全等，疾病進展的風

險因子包括藥物 如是否使用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就是 RAS 抑制劑等 、喝酒、年紀、鐵

質的過多、乾癬、糖尿病。從健康的肝臟，隨著

時間每年大概有 25%會變成脂肪肝，有 6.3%變

成 NAFLD-NASH，有一定的比例變成肝硬化或

肝癌，所以在整個疾病過程當中有很多地方可以

去阻斷。在NAFLD-NASH的病人如果肝臟有纖

維化的話，他的癒後是比較差的。但是NAFLD-
NASH的病人整體存活率還是比慢性C型肝炎來

的高，所以他值得我們在藥物開發以及治療上面

做很多的努力。監測肝臟纖維化的程度，那目前

有很多包括Hyaluronic Acid等的血清標記，隨時

去監測以便跟病人做溝通，勸他去做運動、體重

控制、飲食控制還有各種藥物的嘗試。NAFLD-
NASH不只有肝臟的問題，還腦部的問題，包括

憂鬱症、失眠、老人癡呆症；口腔方面也會增加

口咽癌的機會，循環面上增加冠心病、缺血性心

臟病、心律不整、心肌病變等機會，在呼吸上面

會造成呼吸中止症候群或肺癌；在腸胃方面增加

胃食道逆流及腸胃道腫瘤的機會；腎臟方面增加

慢性腎疾病或腫瘤的機會；也會增加子宮頸癌、

卵巢癌、停經以及多囊的卵巢症候群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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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3
肝外系統疾病與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之交互影響

許景盛

大林慈濟醫院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為目前全球

最常見的肝臟疾病。由於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與代

謝症候群的高度關聯性，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

在臨床上除了有脂肪性肝炎、肝硬化與相關併發

症以及肝癌的肝臟疾病表現外，常同時伴隨有肝

外系統疾病的表現，包括心血管疾病、第 2型糖

尿病、肥胖症、血脂異常、慢性腎病、甲狀腺功

能低下、多囊卵巢症候群、自體免疫疾病、乾

癬、惡性腫瘤以及各種因代謝紊亂、感染引起的

疾病與組織損傷。目前實證研究分析也發現，非

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最常見的死亡原因排名第一

的並不是肝臟相關疾病而是心血管疾病，其次為

惡性腫瘤，第三才是肝臟相關疾病與併發症。因

此在面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時，臨床醫師除

了需執行基本肝臟疾病導向性的評估、追蹤與治

療外，如何同時評估、偵測、追蹤以及治療伴隨

的各種肝外系統疾病，已經成為在非酒精性脂肪

肝病患者臨床處置上最重要的學習課題之一。概

括而言，在多專科團隊的協同合作下，採取一全

方位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的照護治療計劃，

包括調整患者的生活方式、控制體重、校正各種

代謝異常，以及同時進行臨床上肝臟與各種系統

相關疾病的評估、偵測、追蹤及治療，以期能預

防、延緩甚至改善肝臟與各種系統疾病的進展，

減低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肝病、腎病、感染

症以及其他系統疾病與各種相關併發症發生的風

險。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將重點回顧幾個非酒精

性脂肪肝病患者臨床上較為常見的肝外系統疾病

表現，以及臨床醫生在面對這些肝外系統疾病表

現時，目前臨床實證上建議的處置和治療。

E8-4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之非藥物治療

戴啟明

義大醫院

The liver is an essential organ for energy
metabolism, and dysfunction of energy metabolism
ormetabolic syndrome impacts its function, resulting
in the progression of NAFLD andNASH. Therefore,
strategies modulating the change of metabolic
dysfunction can be applied to treat liver diseases.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for NAFLD/NASH can be
divided into medication and non-medication
treatment. Non-medication treatment comprised
lifestylemodification (diet and exercise), endoscopic
bariatric and metabolic therapies (EBMTs), bariatric
surgery andmodification of gut microbiota.

Diet and exercise remain the key therapeutic
elements to fight the burden ofNAFLD.However, the
adherence to lifestyle interventions declines in parallel
with the dur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Bariatric surgery
can achieve significant weight loss and improvement
of NAFLD both biochemically and histologically.
EBMTs also appear effective at treating NAFLD, but
the follow-up time is usually short. The evidence of
modification of gut microbiota on NAFLD is scarce.
Moving from association to causation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NAFLD remain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A huge ga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rapies
by targeting specific gut microbiota species or gut
microbiota-derivedmetabolites remains.

E8-5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之藥物治療

黃志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

肝臟疾患之中，除了廣被人知的病毒性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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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肝硬化、肝細胞癌以外，近年來逐漸受到醫

學界重視的問題則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ona-
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及其相關疾

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
ohepatitis, NASH）則是NAFLD疾病光譜中最嚴

重的疾病進展，常有機會導致肝臟纖維化、肝硬

化，甚至肝癌。是以對於NASH的治療是臨床上

重要的課題與挑戰。

除了運動、飲食控制、減重等非藥物方式之

生活方式調整以外，NASH之有效藥物治療方法

目前仍未有定論。許多科學研究證據顯示，胰島

素阻抗性（insulin resistance, IR）的調節異常是

造成肝臟脂肪變性，進而導致肝臟組織發炎、脂

質氧化異常、過氧化物累積、纖維組織增生等現

象的核心因素。是以回顧NASH之藥物治療方式

可以由另一面向提供NASH的致病機轉研究的歷

程。這些進行至第一期以上的臨床試驗藥物主要

為：

1.胰島素敏感劑（insulin sensitizer）：主要以既

有或新進發展的糖尿病藥物為主。這些藥物亦

可以抑制脂質新生作用或增加粒線體的脂肪酸

利用。

2.抗發炎製劑（anti-inflammatory agents）：主

要在於抑制細胞損傷、減輕或抑制發炎反應、

降低氧化及內質網壓力，進而抑制肝細胞的凋

亡。

3.肝腸軸循環調節劑（liver – gut axis modula-
tors）：主要在於調節肝腸軸循環中重要的恆

定，特別是膽汁酸（bile acid）製劑與微菌相

（microbiota）調節

4.抗纖維化製劑（anti-fibrosis agents）：主要在

於抑制肝臟纖維化的過程，包括減少星狀細胞

（stellate cells）的活化、減少膠原蛋白沈積與

增加纖維組織水解。

這些不同作用機制藥物的研發與臨床試驗一

方面提供了臨床治療上重要的成果以嘉惠於病

患，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轉譯醫學上對於此代謝性

肝臟疾病致病機轉上關鍵的釐清。以台灣於2021
年發表的亞洲第一個第二期雙盲隨機分配探討胰

島素敏感劑在NASH病患的療效與安全性論文為

例，24 週的胰島素敏感劑治療相較於對照組，

介入組的患者有效的減少肝功能、減輕肝臟組織

脂肪堆積與發炎、顯著改善NASH的程度。再者

其藥物安全性議題包括體重增加與心衰竭等並無

明顯增加。是以該臨床試驗結果即可以提供國人

在NASH藥物治療上一個重要的參考與數據。隨

著越來越多的藥物積極發展與跨國合作臨床試

驗，相信更有機會早日為NASH患者尋找到改善

疾病、延長生命與提升生活品質的藥物。

E9-2
核酸檢測和池化式篩檢

商弘昇

三軍總醫院臨床病理科

面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SARS-CoV-2），

在無大規模社區疫情時，主要針對具有接觸史或

旅遊史民眾，是採用防堵策略，在醫院由醫師採

取咽喉或鼻腔的檢體，然後在實驗室以即時反轉

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RT-PCR）為主，一般需要

花費平均 4個小時才能完成。若發生大規模社區

疫情，則需要大量檢測社區民眾，持續擴大採檢

量能，進行大規模篩檢，對於防止及控制新冠狀

病毒（COVID-19）的傳播非常重要。

許多國家在面對社區大規模疫情時，利用池

化核酸檢測（Pooling PCR），來增加處理的檢

體數量。LabTurbo AIO 48 是一個自動化開放性

平台，可在同一台儀器上進行核糖核酸（RNA）
抽取和分析。我們實驗室在該平台上創建了一種

用於 SARS-CoV-2 檢測的新彙總分析（merging
PCR），經實驗測試，該方法的最低偵測極限

（LoD）為 1000 copy/mL。並證明此彙總核酸分

析法可在不影響準確性和靈敏度的情況下，大約

平均 2.5-3 小時內完成 240個檢體。同時實際臨

床操作下，此方法具有高通量檢驗能力；該檢測

可有助於更好地控制和預防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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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5
核酸，抗原，抗體檢驗：整合與管理

楊晶安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檢驗科

全球COVID-19疫情爆發至今，在世界各地

造成不同程度的顯著影響，雖有研發出疫苗，卻

因疫苗覆蓋率不佳及病毒變種等原因，目前沒有

疫情停止的趨勢。無論是在流行期的尖峰，或後

尖峰期，其病毒（SARS-CoV-2）相關的檢驗一

直在防疫，診斷，治療等決策上扮演重要角色。

如何增加COVID-19普篩效益，避免走向封院，

封城，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普篩不只耗費

大量採檢人力，更考驗實驗室的檢驗量能，並影

響病患就醫的便利性。因此，如何根據不同的需

求，選擇適當的COVID-19篩檢項目，整合檢驗

資源，維護檢驗品質，保全醫療量能，是醫院臨

床實驗室需要考慮的。

核酸，抗原的檢測主要用於COVID-19感染

的即時篩檢，定量反轉錄聚合酶鏈鎖反應 RT-
PCR檢驗病毒的核酸是公認的新冠肺炎標準診斷

方法。IgG搭配 IgM抗體檢測能協助分辨感染的

時序，針對不同病毒片段的定量 COVID-19 IgG
的檢測亦能判別體內是否有疫苗相關或感染所產

生的抗體。臨床該如何選擇做哪一種新冠肺炎病

毒檢測？可能需要做風險評估：地方疫情的盛行

率為何？待檢測者是否有流行病學證據，接觸

史，與相關症狀？檢驗方法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為

何？待檢測者是否能配合採檢？醫院的行政暨採

檢量能？待檢測者是否有緊急醫療的需求？需要

多快有報告？實驗室的人力，設備，試劑，操作

該如何針對臨床需求進行整合，以提高檢驗量

能？我將會在演講中探討這些問題。

最後，我將分享我們醫院根據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的原則，針對無症狀高風險員工，住院

病人，陪病家屬，探病家屬所做的COVID-19篩
檢模式。我們設計了標準化深喉唾液核酸檢驗的

民眾自動取管機「新冠 PCR 智取箱」提高篩檢

效能，確保檢驗品質，也使用得來速的概念讓探

病者的抗原篩檢更便利。另一方面，實驗室搭配

不同的半自動檢驗設備，容納不同檢體類別，並

透過批次操作，達成報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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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別誌謝

元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壯生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美敦力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肺病防治基金會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

（依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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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展覽廠商名錄

展區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會議室

攤位號碼 公司 郵遞區號 區域 公司地址

衛生福利部 11558 臺北市南港區 忠孝東路 6段 488號科技發展組

209 聯杏股份有限公司 114 臺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一段 250號 8樓

214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248 新北市五股區 五工五路 37號

213 商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臺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一段 516號 5樓

305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 106 台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二段 90巷 2號 4樓-2

308 合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21 新北市汐止區 汐平路 2段 1號

215 精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247 新北市蘆洲區 國道路二段 68號 2樓

306、307 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100 台北市中正區 常德街 1號景福館 403室整合醫
學科

301 一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1 新北市三重區 重化街 28號 3樓之 1

304 藍道瑪智慧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10558 臺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三段 8巷 3號 1樓

201、205 衡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2042 新北市新莊區 化成路 305號

206 傑可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 連城路 268號 5樓之 2

203、20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002 臺北市中正區 中山南路 7號 2樓企劃管理部

207、208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303 新竹縣湖口鄉 勝利村實踐路 3號

210 西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43 台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 12號

202 華悅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6 臺中市北屯區 豐樂路 11-5號

211 嘉德藥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臺北市中山區 民生東路二段 176號 5樓

212 美商宇心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 100 台北市中正區 新生南路一段 148號 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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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交通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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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車資訊

交通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交通網絡極為便捷，

地處中央聯合辦公大樓斜對面，緊臨台大醫

院東址；東臨林森南路、西臨中山南路、南

臨仁愛路、北臨徐州路，距台北火車站僅 5
分鐘車程，距松山機場約 20分鐘，距大眾
捷運路網（紅線－台大醫院站/藍線－善導
寺站）步行約 10分鐘內皆可達。

搭乘公車

˙台大醫院站：

22．15．615．227．648．648綠
中山幹線．208．208 直達車，步行約 3
分鐘即可抵達。

˙開南商工站（近徐州路口）：

0 南．15．22．208．295．297．671，
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仁愛林森路口站（林森南路口）：

295．297．15．22．671，步行約3分鐘
即可抵達。

˙仁愛林森路口站（仁愛路口）：

245．261．37．249．270．263．
621．651．630，步行約 5 分鐘即可抵
達。

搭乘捷運

˙淡水北投線（紅線）：台大醫院站 2號出
口

→搭乘淡水信義線（紅線）至台大醫院站

2號出口直走常德街，穿越中山南路後往
左側直走後再右轉徐州路，步行大約 6分
鐘即可抵達。

˙板南線（藍線）：善導寺站 2號出口
→搭乘板南線（藍線）至善導寺站 2號出
口，沿林森南路往南走經青島東路、濟南

路，遇徐州路右轉，步行約 7-10 分鐘內
即可抵達。

自行開車前往

1.請沿林森南路往南過徐州路至台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停車場入口進入。

2.請沿仁愛路一段往西過林森南路至台大醫
院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入口進入。

停車服務

B2～B3停車場，共 120個停車位，每小時
40 元，車位有限停滿為止，建議可多利用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恕無法事先預約車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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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杜聰明醫學博士事略

先生諱聰明，號思牧，生於淡水北新庄仔，時為

光緒十九年，即西元 1893年 8月 25日（農曆 7月 14
日）。

先生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來臺始祖杜文

博，乾隆中葉渡臺，初居淡水阿里傍，旋遷臺北五股

庄務農。祖父富公，父日鳳公均從事墾耕，勤勉耐

勞，薄有資產。太夫人陳愛為一虔誠佛教徒，樂善好

施，譽滿鄉里。

先生天資穎異，自幼聰慧過人，惟以當時風氣未

開，西元 1901年八歲時，入私塾就讀漢學，輒曉文義；十一歲入淡水公學校，獲優秀成績以

首席畢業；十七歲考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又以首席畢業。後在臺灣總督府研究所研究細菌

學。此後東渡日本，入京都帝國大學醫科大學選科研究內科學，西元 1916年二十四歲，續進

京都帝國大學藥理學教室，在森島庫太教授指導下，研究藥理學，歷時五載。西元 1922年獲

得醫學博士學位。雖此項榮譽在日本國內明治維新以來已序列第九五五號，然授與外籍人士

則為首次，對台灣而言，更屬有史以來之第一人；以是數十年來，台灣人談及博士者，但稱

杜博士而不名，人咸知其為誰也。民國十一年任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教授，西元 1937年
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擔任藥理學講座。西元 1939 年年被推薦為第十三屆日本藥理學會會

長。先生以『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態度，專心致力台灣產蛇毒、鴉片及中藥方面之研究，

成績卓著，聞名中外。

臺灣光復後，先生被聘為臺灣省臺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兼常務委員，負責接收臺北帝

國大學醫學部及其他一些有關醫學機構。嗣後歷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任院長、臺大醫

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院長、第二附屬醫院院長、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臺灣省立戒菸所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代理校長、臺灣省醫學會理事長、臺灣省科學振興會理事長等職；又創辦高雄

醫學院，任院長多年，對於醫學研究、醫學教育、醫療行政及培育科學人才，貢獻甚鉅。先

生對山地同胞之福祉亦甚關心，因此，在高雄醫學院辦『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山地籍同

學畢業後，即從事山地醫療工作，對改進山地同胞的健康有很大的助益。

先生不僅醫學造詣精深，對於中西醫學史、書道、詩詞、佛教均有鑽研、尤其，書道每

天至少研習一小時。研究著作而外，其他方面著作也很豐富，出版『藥理學概要』、『中西

醫學史略』、『中醫藥學評論』等書籍。

西元 1967年先生與夫人林雙隨女士創立【杜聰明醫學博士獎學基金會】，獎勵藥理學之

研究，培植優秀後起人才，獎助清寒學生及增進科學、文化之發展為宗旨。

財團法人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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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

110 年度得獎名單

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獎金 6萬元）

姓 名：施信如教授

單位職稱：長庚大學生技系暨研究所

題 目：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of RNA Virus

杜聰明博士優秀論文獎（獎金 15萬元）

姓 名：鄒宗珮醫師

單位職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新興傳染病整備組

題 目：Epidemiology of the first 100 cases of COVID-19 in Taiwan and its im-
plications on outbreak control

優秀畢業成績獎：醫學系（每位獎學金 5萬元）

國立臺灣大學 許力天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邱子容

國立成功大學 侯嘉晉 國防醫學院 游博捷

臺北醫學大學 周芸伊 中山醫學大學 陳樂予

中國醫藥大學 周宛萱 高雄醫學大學 簡維辰

長庚大學 游 俠 輔仁大學 潘政宇

慈濟大學 梁凱翔 馬偕醫學院 林祐帆

優秀畢業成績獎：後中、西醫醫學系（每位獎學金 5萬元）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 顏承雍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潘冠吟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葉子菁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王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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