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營養醫學國際研討會

營養醫學與癌症整合性治療的最新應用及前瞻性
The latest nutraceutical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s in integrative cancer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現今癌症治療方式新穎多元，臨床證據也建議癌症病患需要營養介入以輔助治療的成
效，醫事人員越來越注重營養領域，近年來與日俱增的科學及臨床證據顯示，營養醫學
（Nutraceutical）在腫瘤輔助治療上有驚人成效，這將成為癌症治療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今年邀請國內外腫瘤醫學專家演講，內容為營養與腫瘤之相關性（營養介入在腫瘤預防
或治療過程中使用之角色、加乘效果及改善預後相關機制之探討，包括：營養運用在今年諾
貝爾醫學獎熱門話題： PD-1/PDL-1 ） 的可能性，從細胞、動物到臨床的研究成果報告。
相信這將會是癌症治療結合營養領域向前跨進的一大步，也期待這一場研討會帶給所有醫
事人員多一分專業領域，給出更合適癌症病患的營養建議，提高癌症病患其醫療照護及生活
品質。

一、日期：10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
二、時間：8:30-17:00(8:20 開始報到)
三、地點：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F 卓越堂（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四、主辦單位：台灣營養醫學推廣協會
五、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
金會、台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台灣癌症熱治療醫學會、台灣基因營養功能醫學學會、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癌
症營養暨免疫協會、新健康營養諮詢中心
六、贊助單位：新賀斯國際有限公司、Do Well Laboratories、美商頤登股份有限公司
七、對象：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醫事檢驗師、放射線技師、放射治療師、研究學
者
八、繼續教育學分申請：
台灣內科醫學會：10 積分
台灣外科醫學會：10 積分
台灣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學會：7.5 積分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7.4 積分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7.4 積分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7.4 積分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7.4 積分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7.4 積分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7.4 積分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全國聯合會：7.4 積分
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6 學分
台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5 積分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5 積分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2 積分
台灣放射腫瘤學會：2 積分
台灣肺癌學會：1 積分
中華民國內分泌暨糖尿病學會：乙類 3 分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B 類 1 積分
台灣癌症熱治療學會：訓練時數 2 小時
台灣乳房醫學會：送審中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送審中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送審中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送審中
九、

報名方式：可利用傳真報名與 e-mail 報名或進入台灣營養醫學推廣協會網站
(http://www.nutraceutical.org.tw/)進行線上報名，等座位確定報名成功後，協會將會發
簡訊通知您繳費，當天簽到序號會在活動前一週通知。報名費：非會員 600 元；會員
400 元；學生憑學生證優惠 300 元。

十、

截止日期： 107 年 11 月 5 日止。聯絡人：郭玲君；電話：02-25468824

十一、為響應環保，現場不提供紙杯，請自行準備水杯，謝謝。

2018 營養醫學國際研討會
時間：11 月 11 日 （星期日）
地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F 卓越堂
題目：
營養醫學與癌症整合性治療的最新應用及前瞻性
The latest nutraceutical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s in integrative cancer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研討會議程表
時間

課程主題

授課講師

引言人

報到

08:20-09:00
09:00-09:05

理事長開場致詞

台灣營養醫學推廣協會 理事長
陳伯中 教授

09:05-09:20

貴賓致詞

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癌症中心院長
彭汪嘉康 院士
輔仁大學營養系王果行教授

09:20-10:10
(50 min)

Nutrition, Microbiome,and cancer
營養、微生物群系及癌症

美國 UCLA 醫學院教 臺北醫學大學
授暨臨床營養中心 臺北癌症中心院長
主任
彭汪嘉康 院士
Zhaoping Li,
M.D. , Ph.D

10:10-10:40

Opposite regulation of CHOP and GRP78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30 min)

and synergistic apoptosis induction 硏究部醫學研究員
by selenium yeast and fish oil via AMPK 姚智榮 博士
activation i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酵母硒與魚油經由活化 AMPK 對肺腺癌細
胞之凋亡的協同誘導以及 CHOP 與 GRP78
的調控

癌症中心主任
賴基銘 醫師

交流時間

10:40-10:50
10:50-11:05

A

therapeutic

Synergism

with 弘光科技大學

(15 min)

Anti-cancer Agents and Nutritional 營養醫學研究所
Supplement Formulation Combination 郭志宏 教授
Treatment in TNBC-xenograft Mice
合併應用抗癌藥物與營養補充品在三陰
性乳癌小鼠模式的治療

台灣營養醫學推廣
協會 理事長
陳伯中 教授

11:05-11:20
(15 min)

Effects of Specialized Nutritional 弘光科技大學
Formulation with Anti-cancer Agents 營養醫學研究所
on Ameliorating Skeletal Muscle 郭志宏 教授

台灣營養醫學推廣
協會榮譽理事長
夏滉 博士

Wasting in 4T1 Breast Cancer-bearing
Mice
合併應用抗癌藥物與營養補充品改善三
陰性乳癌小鼠的骨骼肌耗損之效果
11:20-11:50
(30 min)

The
combination
of
Astragalus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membranaceous and Angelica sinensis 血液腫瘤科
inhibits lung cancer and cachexia 吳宗翰 醫師
through
its
immunomodulatory
function.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吳彰哲 特聘教授

黃耆與當歸合劑可藉由免疫調節作用抑
制肺癌及惡病質
11:50-12:20

綜合座談 Q&A

(30 min)
12:20-13:30

午餐

(70 min)
13:30-14:15
(45 min)

14:15-14:45
(30 min)

14:45-14:55
1455-1525
(30 min)

15:25-15:55
(30 min)
15:55-16:30
(35 min)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
北京世紀壇醫院
Let nutrition be first-line treatment
胃腸外科主任、臨
還營養為一線治療
床營養科主任
石漢平 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癌症中心院長
彭汪嘉康 院士

Suppression of EMT and cancer stem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traits by combination of selenium 癌症中心主任
yeast and fish oil in A549 lung 賴基銘 醫師
adenocarcinoma cells
酵母硒與魚油組合抑制 A549 肺腺癌細胞
之 EMT 與癌症幹細胞特性

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癌症中心副院
長
杜世興 醫師

交流時間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total
nutrition supplement to radiation in
cancer bearing mice and its immune
response
全營養補充加乘放射線對於腫瘤小鼠的
免疫反應之影響

臺北榮民總醫院
腫瘤醫學部放射腫
瘤科主任
劉裕明 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腫瘤醫學部主任
趙毅 醫師

Recent advances of nutrition therapy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in cancer care
血液腫瘤科主任
癌症病患營養治療新進展
張沛泓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腫瘤科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trition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index and short-term mortality of 癌症中心主任
non-metastatic head and neck cancer 葉光揚 醫師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血液腫瘤科
王正旭 醫師

教授級主治醫師

王宏銘 醫師

undergoing
chemoradiotherapy:
cohort study

a

concurrent
prospective

頭頸癌同時進行化放療的營養指標與短
期死亡率之關係：前瞻性的世代研究
16:30-17:00
(30 min)

綜合座談 Q&A
議程總結 彭汪嘉康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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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職稱
姓

名

繼續教育積分單位
室內電話/手機
(至少留手機號碼)
地

址

E-mail
用

餐

開立收據
匯款單
一、

□葷

□素

□否

□是,收據抬頭:

末五碼帳號:

報名方式:以傳真或 E-mail 報名表，或可進入台灣營養醫學推廣協會網站進行線上報

名，等座位確定報名成功後，協會將會發簡訊通知您繳費，當天簽到序號會在活動前一
週通知。截止日期： 107 年 11 月 5 日止。
二、

報名後請先匯款，協會帳號資料如下:
戶名：台灣營養醫學推廣協會
銀行：第一銀行民生分行
帳號：14510057711

三、

匯款後，請先傳真或 e-mail 匯款單末五碼帳號，如臨櫃繳款請註明匯款人名字，以利

查詢，謝謝。
四、

報名費：非會員 600 元；協會會員 400 元；在校學生憑學生證優惠 300 元，請附學生

證影本。
※ 聯絡人：郭玲君 ； 電

話：02-25468824 ； 傳

E-mail：info@nutraceutical.org.tw

真：02-2545-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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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導引：
學員可搭乘以下交通工具或自行開車前往本中心：
1. 捷運：搭乘捷運（新店線）至台電大樓站，2 號出口出站後左轉，沿辛亥路步行約 10~15 分鐘
即可到達。
2. 公車：
龍安國小- 52,253,280,284,290,311,505,907,0 南,指南 1
大安森林公園- 3,15,18,52,72,74,211,235,237,278,295,626
和平新生路口- 253,280,290,311,505,642,0 南,指南 1,指南 5
溫州街口- 3,15,18,74,235,237,254,278,295,907,291,672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52,253,280,284,290,291,311,505,642,907,0 南,指南 1
3. 自行開車：
中山高：下圓山交流道接建國高架→和平東路出口右轉→左轉至新生南路→右轉至辛亥路→會館
地下停車場。

二高：下深坑交流道往台北方向→辛亥路過地下道直行→建國南路左轉辛亥路行駛平面車道→過
新生南路交叉口→會館地下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