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函
立案證書字號：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9010354 號函核准立案
地
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大腸直腸外科辦公室
電
話：07- 3122805
傳
真：07-3314679
E - mail：scrstw@gmail.com
承辦人姓名：王思婷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大腸直腸元字第 108093 號
附件：晚宴回示單、活動議程、交通指引

主旨：本會 108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謹訂於 108 年 12 月 7-8 日（星期
六、日）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舉行，誠摯邀請各會員共襄盛
舉並一同參與 12 月 7 日會後餐敘晚宴。
説明：
一、 本學會 108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謹訂於 108 年 12 月 7-8 日（六、
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舉行（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啟川大樓 6 樓）
，敬請各會員踴躍參加，與會研討。
二、 報到時間：
108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起；108 年 12 月 8 日上午 7 時 40 分起
三、 請至會場學會報到處完成報到手續(報到費 1000 元，內視鏡技術師免報
到費)，本次研討會醫師會員可得本會教育積分【60 分】
，內視鏡技術師
可得本會教育積分【20 分】
。於會中發表論文演講者（限第一作者或發表
者），每篇可得積分 20 分，如為病例報告則積分減半。
四、 檢附會議議程表、會場交通路線圖，請參閱。
五、 會員餐敘晚宴(提供至福華大飯店接駁車)：
108 年 12 月 7 日（六）晚上 18 時 30 分，設宴於福華大飯店樓麒麟廳。
晚宴參加回函，懇請撥冗於 11 月 25 日(一)前回覆，以利統計人數。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附件一、晚宴回示單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807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大腸直腸外科辦公室

Tel: 886-3122805 Fax: 886-7-3114679 E-mail: scrstw@gmail.com

晚 宴 出 席 回 示 單
頃接「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秘書處：
108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Gala Dinner
時間：108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18:30
地點：福華大飯店 麒麟廳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311 號)
□ 出席，攜伴
□ 不克出席

位 (素

，無特殊限制

)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08 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於 11 月 25 日（星期一）前回傳出席回示單，俾便後續準備作業★

附件二、議程表
12 月 7 日(星期六)
From-To

地點：第一會議室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王照元 理事長

10:00-12:00

李興中 院長

第一屆轉移性大腸直腸癌學術研討會

陳鴻華 教授
姜正愷 教授

12:10-13:00

Luncheon Symposium (Medtronic)
A Challenge to Zero Leakage after TME

Dr. Jin Kim

王輝明 副部長

腹部手術的 GPM (Good Pain Management)
NaldebainⓇ versus Patient-control Analgesia with
13:10-14:00

Fentanyl for Post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 of
Laparotomy: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Open-label

張琮琨 醫師

王照元 理事長

Clinical Trial.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SCRSTW&TAES)
14:00-14:10
14:10-14:20
14:20-14:30
14:30-14:40
14:40-15:00
15:00-15:10
15:10-15:20
15:20-15:30
15:30-15:40

Laparoscopic extended lymphatic D3 resection for
right colon cancer
Laparoscopic TME+ Intersphincter muscle Resection +
Right side pelvic later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Intussupection ileum to T-colon with laparoscopic RH
and intracoporeal anastomosis
Laparoscopic right hemicolectomy superior mesenteric
vein dissection

16:30-17:00

林俊余 醫師

陳以書 醫師
王瑞和 醫師

謝明皓 醫師

黃敬文 醫師

陳繹中 醫師

Coffee Break
Laparoscopic right hemicolectomy with intracorporeal
anastomosis
Laparoscopic Approach for Sigmoid Colon cancer with
retroperitoneal and right ureter invasion.
laparoscopic right hemicolectomy with transrectal
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Precise surgery of colorectal cancer: Lymph node
dissection with "high dissection, low ligation technique"

廖俊凱 醫師
鄭功全 醫師

陳以書 醫師
王瑞和 醫師

鄭景中 醫師

黃敬文 醫師

陳彥成 醫師

頒獎

15:40-16:00
16:00-16:30

張伸吉 醫師

The role of glutamine in colorectal cancer therapy
The importance of clinical nutrition improvement for
chemotherapy patients

周家麟 醫師

唐修治 醫師

陳周誠 醫師

胡萬祥 醫師

12 月 7 日(星期六)
From-To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Registration

11:30-12:00
12:00-12:10

地點：第一講堂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Opening Remarks

王照元 理事長

Luncheon Symposium (Nestle) 第二會議室
12:10-13:00

Impact of immunonutrition supports peri-operative
advantages within enhance recovery after surgery

郭書麟 醫師

王照元 理事長

(ERAS)
Spotlights on the Colorectal Disease
13:30-14:00

14:00-14:40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 in CRS:
good for now, what about the future?
Sequence & conversion resectability personalized
therapy in mCRC

李政昌 醫師
葉建裕 醫師
梁逸歆 醫師

Coffee Break

14:40-15:00
15:00-15:30

鄞子傑 醫師

The role of gut microbiota in colorectal cancer

李沛璋 醫師

Achieve endoscopic, radiologic, and histologic healing
15:30-16:00

with vedolizumab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趙德馨 醫師

disease
16:00-16:30

Elective and urgen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surgeries

劉建國 醫師
吳昌杰 醫師

蔣鋒帆 醫師

性友善門診及愛滋病防治計畫
16:30-17:10
17:20-

性別、性病與醫病溝通

成令方 教授

Shuttle bus to Gala Dinner (地點: 福華大飯店 )

蔡祥麟 醫師

12 月 8 日(星期日)
From-To

地點：第一講堂

Topic

Speaker
Registration

07:40-08:00
08:00-08:10

Moderator

高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侯明鋒院長

Opening Remarks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王照元理事長

Updated management in mCRC
08:10-08:40
08:40-09:10
09:10-10:00

How to Optimize mCRC Patient
Lonsurf – Better treatment as third- or
fourth-line for mCRC patients
Advances in Precision Medicine :

許希賢醫師
張世慶醫師

林育麟 醫師

姜正愷 醫師

Dr. Rajiv Rana

Ro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江支銘 醫師

Coffee Break

10:00-10:20
10:20-11:10

邵幼雲 醫師

Treatment Outcome with Stivarga

Current role of anti-angiogenic agents in
the treatment of mCRC

謝寶秀 醫師

Dr. Richard Kim

黃敬文 醫師

11:10-12:00

第十七屆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第二次會員大會

12:00-12:50

Luncheon Symposium

Location
Topic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Safe procedures for laparoscopic TME and

directions on Biosimilars

beyond

Amgen

Johnson-Johnson

Sponsor
Speaker/Moderator

謝燿宇 醫師

王照元 醫師

Dr. Tsuyoshi
Konishi

郭立人 醫師

12 月 8 日(星期日)

地點：第一講堂

New technologies
From-To

Topic

Speaker

How to overcome learning curve in
13:00-13:50

intracorporeal anastomosis or CME via

Dr. Byung Soh Min

DaVinci, pitfalls and tips
13:50-14:30

Moderator
王照元 醫師
梁金銅 醫師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Early

Dr. Takashi

楊純豪 醫師

Colorectal Cancer

Muramoto

陳自諒 醫師

Coffee Break

14:30-14:50

Dilemmas & Debates in Colorectal Surgery
Topic: Ultra-low lying rectal cancer
14:50-15:10

Inter-sphincter dissection

魏柏立 醫師

陳周誠 醫師

15:10-15:30

taTME - Reflections after setbacks

陳建志 醫師

柯道維 醫師

Panel discussion

15:30-15:40

Topic: Reduced-port Surgery
When and how to resume 2-port robotic
15:40-16:00

surgery among mid-third and low-third

黃文詩 醫師

rectal cancer.
16:00-16:20

王瑞和 醫師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colorectal diseases.
It’s the end or end of the beginning!?

盧建璋 醫師

Panel discussion

16:20-16:30
16:30~

陳鴻華 醫師

Closing Remarks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王照元

理事長

12 月 8 日(星期日)
From-To

地點：第一會議室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Free paper section Ⅰ
Hyperammonemic Encephalopathy After
08:30-08:40

Fluorouracil-based Chemotherapy in a Case of

聞遠志 醫師

Colorectal Cancer
Management of Severe Retroperitoneal
08:40-08:50

Necrotizing Fasciitis Secondary to Anorectal

林育如 醫師

Injury – A Case Report
08:50-09:00
09:00-09:10

葉重宏 醫師
陳興保 醫師

Intestinal Tuberculosis: A Case Series of a Single
Center Over 15 Years
Isolated Colonic Duplication Cyst: An Unusual
Cause of Abdominal Pain

池偉德 醫師
黃志生 醫師

Free paper section Ⅱ
The Risk Factor Analysis on Local Recurrence
09:20-09:30

and Distant Metastasis of Early-stage Mid-low

賴以立 醫師

Rectal cancer
09:30-09:40

Surgical manage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許自齊 醫師

方川尹 醫師

Short course radiation therapy followed by
09:40-09:50

chemotherapy as preoperative treatment for rectal

田宇峰 醫師

郭雅婷 醫師

cancer
09:50-10:00

Long-term Prognosis of Low-grade Appendiceal
Mucinous Neoplasm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10:00-10:20

官泰全 醫師

Coffee Break
Free paper section Ⅲ
Laparoscopic right hemicolectomy for low grade

10:20-10:30

appendiceal mucinous neoplasm (LAMN) causing

林岡樺 醫師

ileocolic intussusception: A case report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rectal cancer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a retrospective study

劉佑碩 醫師

Cases of Colovesical Fistula

楊逸文 醫師

Case series: experience of endoscopic submucosal

黃暐聖 醫師

dissection

林本仁 醫師
張敏琪 醫師

附件三、交通指引

捷運
1. 搭乘公車(紅 29、
 搭乘捷運紅線，在後驛(高醫大)站 2 號出入口下車，○
2. 步行走察哈爾一街到自由一路右轉到
紅 30)，至自由一路公車站下車或○
3. 從捷運站搭計程車到高醫。
高醫附院，或○

開車路線

 民族一路往楠梓方向直走，左轉十全一路後直走，在第 3 個紅綠燈(肯德基)右
轉自由一路，直走到第一個停車場右轉即能進入第一停車場，或往前右轉行經
醫院入口(自由大樓門口)，再往前直走第二停車場。
活動會場於啟川大樓 6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