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內科醫學會「109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演講會」節目場地配置一覽表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台大
醫院國
際會議
中心

上 午
8:30～10:00

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下 午

10:20～12:00

1:30～3:00

上 午
3:20～5:00

8:30～10:00

下 午
10:20～12:00

1:30～3:00

3:20～5:00

外賓特別演講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治療 精準醫療－全癌基因篩 新型冠狀病毒瘟疫之下
急性腎損傷的超前思維-Prof. John Kolbe,
心衰竭與其他內科共病
結構性心臟病新知
的最新進展
檢的時代已經來了嗎？
也談風濕性疾病
台灣共識
Dr. Jacqueline Winfield Fincher
台灣尖端醫療：腎臟移植
Heart failure &
Update the knowledge of
Recent advances of
Precision medicine:
Talking about rheumatic 主持人：張上淳、吳明賢
Forward thinking of acute
301
New advances of kidney
comorbidities
structural heart diseas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Genomic screening for diseases during COVID-19
kidney injury-- Taiwan
transplantation in Taiwan
(220 人)
主持人：黃瑞仁、
主持人：黃瑞仁、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every cancer patient?
pandemics
consensus
主持人：黃尚志、吳麥斯
會員代表大會
王俊傑
謝宜璋
(AML)
主持人：陳立宗、
主持人：張德明、
主持人：吳明儒、
【12:00
PM ~1:00 PM】
主持人：周文堅、高志平
許 駿
蔡長祐
陳永昌
篩檢及根除幽門螺旋桿

401

海報「Oral presentation」

(220 人)

【9:00 AM~12:30 PM】

402
(400 人)

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
Diabetes mellitu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主持人：黃建寧、
陳榮福

會外會

201

菌預防胃癌之現有證據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
與待解決議題
非結核分枝桿菌肺部疾
免疫治療與免疫病理機轉
染：以免疫反應的角度出
Screening and
病：現況、診斷、治療
的最新進展和見解
空氣污染和肺部疾病
發與探討
COVID-19 的重症照護
eradication of H.
Nontuberculous
Recent advances in the
Air pollution and lung
COVID-19 infection: The
Critical care in COVID-19
pylori infection for
mycobacterial lung
immunopathogenesis and
diseases
perspectives on immune
主持人：林孟志、
gastric cancer
disease: Epidemiology,
immunotherapy
林恒毅
主持人：余忠仁、徐武輝
responses
prevention- Current
diagnosis, management
主持人：劉扶東、
主持人：劉扶東、
evidence and
主持人：黃伊文、鍾飲文
顏正賢
陳得源
unresolved issues
主持人：吳明賢、
許博翔
住院病人常見內分泌疾

慢性肝病與 COVID-19：
COVID-19：百年來的人類
處置與建議
病
內分泌與營養
面對感染症的宿主防禦
新挑戰
Chronic liver disease and 醫學倫理、法規、品質、
The most common
Host defense against
COVID-19: A new
Endocrine and nutrition
management of diabetes inpatient endocrine related
COVID-19: Management
兩性議題
infectious diseases
challenge in recent 100
主持人：李亭儀、
kidney disease
and recommendations
主持人：吳俊穎
disease
主持人：黃景泰、謝思民
years
簡銘男
主持人：辛錫璋、
主持人：高嘉宏、
主持人：歐弘毅、
主持人：黃立民
陳永銘
林漢傑
林宏達
糖尿病腎病變的治療
新典範
New paradigm in the

【Luncheon Symposium】12:15PM～1:15PM
1.台灣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贊助(203 講堂)
2.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贊助(301 講堂)
3.台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贊助(401 講堂)
4.台灣安斯泰來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贊助(402 講堂)

【Luncheon Symposium】12:15PM～1:15PM
1.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贊助(202 講堂)
2.台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贊助(203 講堂)
3.台灣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贊助贊助(401 講堂)
4.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贊助(402 講堂)

二樓走廊：會員報到、
「海報展示」、

二樓走廊：會員報到、「海報展示」

二樓走廊：會員報到、「海報展示」、

二樓走廊：會員報到、「海報展示」、

201 講堂：「藥品暨醫療器材展示」

201 講堂：「藥品暨醫療器材展示」

201 講堂：「藥品暨醫療器材展示」

201 講堂：「藥品暨醫療器材展示」

【備註】：1.「Luncheon Symposium」額外認定內科 B 類學分。2.加網底課程額外認定「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法規、感控、兩性」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