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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14679
E - mail：scrstw@gmail.com
承辦人姓名：王思婷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大腸直腸元字第 10907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1.會議議程表乙份。
2.台中榮總交通路線圖乙紙。

主旨：謹訂於 10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假 台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二樓第一及
第三會場舉行本會 109 年度秋季會暨學術研討會，敬邀各會員共襄盛舉。
說明：
一、本會秋季會暨學術研討會，謹訂於 10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假 台中榮民
總醫院研究大樓二樓第一及第三會場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舉行，敬請各位會員踴躍參加。
二、報到時間：109 年 9 月 12 日上午 8 時起，秋季會報名費計新台幣壹仟元整；
109 年度常年會費壹仟元整。
三、請至會場學會報到處完成報到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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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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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檢附秋季會議程表、台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交通路線圖，請參閱。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2020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秋季會暨學術研討會
時間：10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2 樓第一及第三會場

第一會場 議程表
08:00-08:20
08:20-08:30

報到
王照元理事長/大會主席 陳周誠理事

致詞

Program / Topic

Time

Speaker

Moderator

專題演講: 神經內分泌腫瘤

08:30-09:15

2019 WHO classification of NET update

09:15-10:00

The role of nuclear medicine doctor in
NET MDT

臺中榮總病理檢驗部
文美卿 醫師
臺大醫院核子醫學部
柯冠吟 醫師

姜正愷 教授
陳鴻華 教授

Coffee Break

10:00-10:15
專題演講: 發炎性腸道疾病

10:15-11:05

Medical treatment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臺大醫院胃腸肝膽科

11:05-11:55

Surgical management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臺北榮總大腸直腸外科

魏淑鉁 教授
林春吉 醫師

王照元 教授
王瑞和 醫師

Lunch

11:55- 13:00
多專科診療團隊競賽

13:00-15:40

mCRC 菁英 Multiple Disciplinary Team

王照元 教授

(MDT) 討論會
Coffee Break

15:40-15:50
專題演講: 兩性議題

15:50-16:20

醫病關係中的性別平等

臺中榮總感染科
林育蕙 醫師

胡萬祥 醫師

2020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秋季會暨學術研討會
時間：10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2 樓第一及第三會場

第三會場 議程表
Program / Topic

Time

Speaker

Moderator

Free Paper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40
09:40-09:50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inhibitor treatment for moderate to severe
ulcerative colitis from a single institute
The long term oncological outcome of fecal diversion
on patients with mid-to-low rectal cancer underwent
curative-intent resection: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Are preoperative localization methods a benefit to
tumor resection margin during laparoscopic anterior
resection?
Reconstruction of perineal body is important
following repair of rectovaginal fistula- A colorectal
surgeon’s experience
Short-term surgical outcome of pelvic lymph node
dissection for rectal cancer in a single institute

臺中榮總
江世偉 醫師
林口長庚
黃緒桓 醫師
臺中榮總

黃敬文 醫師

林昌霖 醫師
台北馬偕
許自齊 醫師
臺中榮總
黃俋霖 醫師

Coffee Break

10:00-10:15
Laparoscopy for colon cancer
10:20-11:00

Better energy devices may make your surgery more
smooth when your are alone

光田醫院
吳喬森 醫師

黃文詩 醫師

Free Paper
11:00-11:10

Endoscopic treatment strategy for LST involving
appendiceal orifice

11:10-11:20

Postoperative follow-up for early-stage colorectal
cancer: the role of intensive follow-up strategy

高雄榮總
許詔文 醫師
林口長庚

黃文詩 醫師

王立名 醫師

Lunch Symposium
12:00-13:00

Recent advance of oral bio-modulating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臺大癌症中心
腫瘤內科
陳國興 醫師

梁金銅 教授

臺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大樓 交通指引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院內地圖

開車路線
1. 國道一號(中山高) 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12 號省道(臺灣大道)臺中榮總
2. 國道三號(中二高) 龍井交流道下(往台中方向) 12 號省道(臺灣大道)臺中榮總
※可由臺灣大道 轉東大路 從 4 號門進入 第二立體停車場

高鐵台中站到臺中榮總
從高鐵台中站搭乘 161 號高鐵快捷公車(高鐵台中站- 東海大學- 中科管理局) 至臺中榮
總站下車，往上步行至門診大樓，從門診大樓前棟大門口進入院區。

台中火車站到臺中榮總
台中火車站出站後至 台中火車站公車站牌搭乘 301~308 號公車 至臺中榮總/東海大學
站
或步行至 第一廣場搭乘 300、309 及 310 號公車至 臺中榮總/東海大學站下車
公車下站後，從門診大樓前棟大門口進入院區。

會議地點: 研究大樓 2F



A 由第二醫療大樓大門進入 往研究大樓 (開車族、搭乘大眾運輸者建議路線)
B 由門診大樓前棟大門進入 往研究大樓 (搭乘大眾運輸者建議路線)

因應 COVID-19 臺中榮總實施門禁管制如下:

臺中榮民總醫院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4 段 1650 號
如需更詳細的資訊 請聯絡大腸直腸外科
(04)23592525 轉分機 5161、5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