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7 日（週日）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大腸直腸外科
座長：王煥昇、劉建國
時間/演講者

題目/作者/服務單位

0800-0810
吳俊毅

術前短期輔助放射線治療與術後輔助性化療對第一期
到第三期腹部會陰切除術病人的治療價值
吳俊毅 許祐仁
林口長庚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0810-0820
王新富

術前電化療對於低位直腸癌患者肛門括約肌保留是否
有效—奇美醫學中心經驗
王新富 周家麟 鄭立勤 田宇峯
台南永康奇美醫學中心外科部

0820-0830
蘇筠婷

低位直腸癌使用三種不同手術技巧的短期預後比較
蘇筠婷¹ 陳昱廷¹ 丘基泰² 顏珉玄² 張東晟²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¹外科部 ²大腸直腸外科

0830-0840
陳耄逵

奇美醫學中心對於早期直腸癌不同的治療方式與臨床
結果
陳耄逵¹ 王家豪 1,3 鄭立勤 1,2,3 陳漢坤 1,3 林逸峯 1,3
王文慶 1,3 孫定平¹ 陳明鎮 1,3 田宇峯 1,2,3 温義煇¹
周家麟 1,2,3
奇美醫學中心 外科部 ¹一般及消化系外科 ²大腸直腸
外科 ³外傷科

0840-0850
何璟霖

比較中低位直腸癌接受達文西全直腸繫膜切除或經肛
門全直腸繫膜切除之短期預後
何璟霖¹ 黃郁純¹,² 陳奕彰¹ 謝明皓¹ 蔡元耀¹
張伸吉¹ 柯道維¹ 陳宏彰¹ 陳自諒¹,² Abe Fingerhut
¹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直腸外科 ²中國醫藥
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外科部直腸外科

0850-0900
劉佑碩

Mitomycin C 在直腸癌術前化放療的應用—回溯性分
析
劉佑碩¹ 王令瑋² 姜正愷¹
台北榮民總醫院 ¹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²腫瘤醫學部
放射腫瘤科

3 月 17 日（週日）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大腸直腸外科
座長：江支銘、王瑞和
時間/演講者

題目/作者/服務單位
對於左側阻塞性大腸癌在緊急造口手術後，腫瘤切除
並同時關閉造口是否安全？

0900-0910
林育如

林育如¹ 藍苑慈²,³ 黃聖捷²,³ 林宏鑫²,³ 林春吉²,³
張世慶²,³ 王煥昇²,³ 楊純豪²,³ 姜正愷²,³ 陳維熊²,³
林資琛²,³ 林楨國²,³
臺北榮民總醫院 ¹外科部 ²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³國
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科

0910-0920
許自齊

一次手術完成切除並吻合結腸在左側及右側急性完全
阻塞均有幫助
許自齊 陳明仁 孫文俊 林秉緯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0920-0930
楊逸文

造口師介入時期的保護性造口併發症：小腸造口和大
腸造口的比較
楊逸文¹ 藍苑慈¹,²
¹台北榮民總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²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0930-0940
許家榮

老年人關閉造口之併發症分析
許家榮 鄭厚軒 邵彥誠 林俊余 陳志典 陳明正 蔣鋒
帆 陳周誠 馬秀峰 趙德馨 陳周斌
台中榮民總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0940-0950
林恩光

利用國際直腸癌研究小組的定義來評估直腸癌手術滲
漏
林恩光¹ 陳建信¹ 盧延榕¹ 魏柏立 1,2
¹臺北醫學大學 北醫 萬芳醫院 外科部 大腸直腸外科
²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外科學科

0950-1000
張巨成

腹部會陰切除術影響會陰部傷口癒合時間之危險因子
張巨成 黃聖捷 林宏鑫 林春吉 張世慶 王煥昇 楊純
豪 姜正愷 陳維熊 林資琛 林楨國 藍苑慈
臺北榮民總醫院

3 月 17 日（週日）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大腸直腸外科
座長：陳建志、陳自諒
題目/作者/服務單位

時間/演講者

1020-1100
Alice YiChien Tsai

Surgical Quality Assurance in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
Standardisation and Competency
Assessment in COLOR III trial
蔡宜蒨 (Alice Yi-Chien Tsai)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General Surgery

座長：王照元、梁金銅
時間/演講者

1300-1340
许剑民

題目/作者/服務單位
NOSES of Rectal Cancer Surgery by Da
Vinci Robotic 達文西机器人直腸癌 NOSE
手術
許劍民 (Xu, Jianmin)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結直腸外科

3 月 17 日（週日）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大腸直腸外科
座長：許希賢、魏柏立
時間/演講者

題目/作者/服務單位

1340-1350
高佑銘

高細胞核 EGFR 表現用以預測直腸癌患者使用前輔助
性化學放射治療時的不良預後
高佑銘 楊清傑 林立青 許銘仁 李健逢 周家麟
鄭立勤 田宇峰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放射腫瘤部
內科部胃腸肝膽科 病理部

1350-1400
陳明仁

Lidocaine 和 bupivacaine 合併產生加乘效果抑制大
腸癌
陳明仁 1,5 劉建良 2,5 張源清² 鄭世平 2,5 林俊昌²
黃文傑 3,5 林琦鑫⁴ 劉宜旻⁴
馬偕紀念醫院 ¹大腸直腸外科 ²一般外科 ³胸腔外科
⁴醫學研究部 ⁴馬偕醫學院醫學系

1400-1410
藍苑慈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 16 個與 DNA 修復機轉相關基因，
在特定四核苷酸重覆序列微衛星上升(EMAST)和微衛
星不穩定型(MSI)的大腸直腸癌的突變型態
藍苑慈¹,² 張世慶¹,² 楊純豪¹,² 林建興³ 梁文議⁴
陳維熊¹,² 姜正愷¹,² 林楨國¹,²
¹台北榮總大腸直腸外科 ²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外科學科 ³國家衛生研究院竹南院區基因醫學部 ⁴台
北榮總病理部

3 月 17 日（週日）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大腸直腸外科
座長：陳鴻華、楊純豪
時間/演講者

題目/作者/服務單位

1410-1420
張伸吉

結直腸癌腹膜轉移進行切除及腹腔熱化療的長期預後
因素
張伸吉 陳奕彰 江驊哲 黃郁純 蔡元耀 林敬淳
柯道維 王輝明 陳自諒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420-1430
陳雨農

淋巴結摘除數量對第二期與第三期大腸直腸癌預後的
價值
陳雨農¹ 沈明宏² 張世昌¹ 李興中¹
¹國泰綜合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²天主教輔仁大學
附設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1430-1440
柯道維

橫結腸惡性腫瘤接受右側大腸切除淋巴廓清手術與左
側大腸切除淋巴廓清的預後比較
柯道維 陳自諒 王輝明 陳宏彰 張伸吉 蔡元耀
陳奕彰 黃郁純 謝明皓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1440-1450
盧延榕

1450-1500
陳建信

結直腸神經內分泌腫瘤的預後因子之臨床分析
盧延榕¹ 林恩光¹ 陳建信¹ 魏柏立¹,²
¹臺北醫學大學 北醫 萬芳醫院 外科部 大腸直腸外科
²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外科學科
多科團隊會議的介入與大腸直腸癌合併肝或肺轉移病
患之存活率改善有關
陳建信¹ 林恩光¹ 盧延榕¹ 魏柏立¹,²
¹臺北醫學大學 北醫 萬芳醫院 外科部 大腸直腸外科
²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外科學科

3 月 17 日（週日）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大腸直腸外科
座長：葉重宏、林博文
時間/演講者

題目/作者/服務單位

1520-1530
鄭景中

大腸直腸癌之老年患者接受腹腔鏡手術之短期及長期
追蹤
鄭景中 陳繹中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1530-1540
陳建信

單孔腹腔鏡右半大腸切除術合併全腸繫膜切除術與傳
統腹腔鏡右半大腸切除術在右側大腸癌患者之短期效
果之比較
陳建信¹ 林恩光¹ 盧延榕¹ 魏柏立 1,2
¹臺北醫學大學-北醫 萬芳醫院 外科部 大腸直腸外科
²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醫學系 外科學科

1540-1550
陳奕彰

腹腔鏡運用於結直腸急診手術
陳奕彰 蔡元耀 黃郁純 張伸吉
王輝明 陳自諒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550-1600
吳晉嘉

專案管理方法導入組織凝集儀輔助痔瘡切除手術
吳晉嘉 1,4 蕭光宏 2,5 陳莊偉 2,5 張文成³ 魏嘉琦³
徐大聞 1,5
¹大林慈濟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²台北慈濟醫院大腸直
腸外科 ³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品質與創新中心
⁴天主教若瑟醫院外科 ⁴慈濟大學醫學系

1600-1610
王子瑄
1610-1620
歐金俊

柯道維

陳宏彰

PPH 和 EEA 在環狀痔瘡固定手術的預後比較
王子瑄 張東晟 丘基泰 顏珉玄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外科部 大腸直腸外科
合併使用肛門廔管內視鏡治療及括約肌間廔管結紮手
術可以降低複雜性廔管治療的併發症與復發率
歐金俊¹ 麥振銘² 林安仁² 蔡志宏² 徐弘¹
¹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外科部 ²秀傳醫
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3 月 17 日（週日）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大腸直腸外科
座長：謝寶秀、吳昌杰
時間/演講者

題目/作者/服務單位

1620-1630
江世偉

對於中度重度潰瘍性大腸炎 Golimumab 之臨床效果:
台中榮總大腸直腸外科經驗
江世偉 陳周誠 陳周斌 姚品全 鄭厚軒 邵彥誠
林俊余
台中榮民總醫院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

1630-1640
郭彥辰

潰瘍性結腸炎患者之特質與大腸直腸癌之關連：東部
單一醫學中心經驗
郭彥辰¹ 黃彥達² 施廷翰³ 李明哲⁴
花蓮慈濟醫院 ¹外科部 ²外科部實驗外科 ³外科部大腸
直腸外科 ⁴外科部一般外科

1640-1650
蔡宗芸

潰瘍性大腸炎病人接受造廔口手術後能否成功關閉造
簍口之病例分析
蔡宗芸 蔡文司 唐瑞平 葉建裕 謝寶秀 游正府
洪欣園 蔣昇甫 賴正洲 江支銘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1650-1655
林昌霖

大腸直腸相關疾病在 HIV 病患身上的罕見臨床表現病例報告及文獻回顧
林昌霖¹ 邵彥誠²
台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1655-1700
官泰全

痔瘡經橡皮筋結紮治療後併發肝臟膿瘍—案例報告及
文獻回顧
官泰全¹,² 林宏鑫¹,² 楊純豪¹,²,³ 姜正愷¹,² 林楨國¹,²
林資琛¹,² 陳維熊¹,² 王煥昇¹,² 張世慶¹,² 藍苑慈¹,²
林春吉¹,² 黃聖捷¹,²
¹台北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²陽明大學醫學系外科
學系 ³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