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千元

無創基因產前檢查(胎兒游離

DNA定序)和遺傳諮詢

1

香港中文大學產科及胎兒醫學中心為世界級母胎醫學中心， Sequencing of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又以香港中文大學為產學界先驅，且其產科及胎兒醫學中心與美國貝勒醫學院分子與人

類遺傳學及香港復旦大學共同合作，致力發展無創基因產前檢查和遺傳諮詢，派員前往考察

觀摩無創基因產前檢查及遺傳諮詢。

260

1.因業務需要，報經

教育部107年11月12日

臺教人(三)字第

1070177630號函同意

新增考察計畫。

2.考察中。

骨髓性血液腫瘤的致癌機轉-斑

馬魚的轉譯醫學研究

1

赴香港大學醫學院參訪，除進行專題演講，介紹國內骨髓性血液腫瘤的致癌機轉相關研究外

，並與骨髓性增生性腫瘤、基因變異調控之應用等相關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學術交流及

探討，另參訪實驗室。

99

因業務需要，報經教

育部107年9月27日臺

教人(三)字第

1070150013號函同意

新增考察計畫。

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

4

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在香港舉行，由香港營養學會承辦，主題是如何提升亞洲的營養與營養知識，

共同致力於提升人類健康品質。在主題大致可分幾大項：(1) 提升亞洲的營養與營養知識；(2) 對於健康

飲食營養敏感的食物系統：未來21世紀的挑戰；(3) 身體檢查的營養重點，包含對於罹患急性與慢性疾

病病人的營養辨認；(4) 預防過敏：2018的實證是什麼。會議共歷時2天半，主要方式為專題演講。

18

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

4

ACD每四年舉辦一次，讓所有參與者有機會參加大型的科學研討會，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學者會面

，包括臨床醫師、營養師和營養醫學界的學者等，不僅聆聽演講，同時也能分享心得等。第七屆亞洲膳

食營養大會於7月05-08日在香港舉行，本院營養室陳燕慈營養師前往與會並以壁報發表於兒科營養類

別。本次會議研討主題面向包含：供膳、臨床、社區/公共衛生、營養科學等，次要分類包含機構餐飲

服務、老年醫學、運動營養等，共4大面向，13次要分類。研討內容相當豐富，包羅萬有，獲益匪淺。

12

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

4

亞洲飲食協會聯合會（AFDA）是亞太地區營養和營養學專業從業者的專業聯盟，成立於1991年，目的

是推動應用營養和飲食實踐的進步，以改善亞洲人口的營養狀況。AFDA每四年組織一次亞洲膳食營養

大會(ACD)，目的是與國際飲食，營養和健康相關組織建立聯繫，並通過分享經驗和其他資源，促進營

養和飲食方面的科學信息交流網絡。

12

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

4

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主軸為「The Rise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in Asia」，本院營養室郭雅婷營養

師於會議中發表營養室於台大醫學院新生醫療體驗營中，透過播放治療餐點製備流程影片以及治療餐點

試吃活動，增加醫學系新生對醫院治療飲食的瞭解與認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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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

4

本會議主題為「The Rise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in Asia」，藉由論壇與不同營養領域專業交流與精

進。本院營養室游雅婷營養師於會議發表本院於廚房整建期間，以物理性防護對於落菌監控之成效。建

議可發展泥狀塑型餐點，參考經驗導入教學評值系統模式。

18

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

4

本院營養室林明慧前往香港參加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簡稱ACD)，內容相當精采與豐富。藉此會議

得以與其他亞洲國家介紹我國、本院並分享研究成果，亦學習他國優點，以拓展國際視野。

18

第七屆亞洲膳食營養大會

4

亞洲營養協會聯盟 (The Asian Federation of Dietetics Association, AFDA)是亞太地區營養與飲食相關的專

業從業人員的專業聯盟，其目的是為了改善亞洲人的營養狀況，推動應用營養與飲食實踐的發展。第7 

屆的亞洲飲食大會 (7th AsianCongress of Dietetics, ACD)，於7 月5 日至8 日在香港舉行，本次會議主題

是「亞洲營養和飲食的興起」。本院營養室葉宜玲營養師於會議發表Effectiveness of using multimedia 

resources to promote nutrition education。期許以此研究成果與亞太地區的專家們，探討e 化健康教育在健

康促進上的角色。

18

耳鼻喉聖友會

4

2018年耳鼻喉聖友會在北京舉行為期三天的學術會議，由於成員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研究領域也涵蓋

目前耳鼻喉科界的尖端議題。各個演講都相當精彩，共有52題口頭演講及52題壁報展示。首先登場的是

Acta 100 years Jubilee symposium，接著是本會議的Keynote Lectures，下午則有耳科的symposium，而後

是會員大會，宣布了新入會的會員。本院耳鼻喉部葉德輝醫師前往與會並發表演講，題目是The 

epithelial immune responses to house dust mite allergen in chronic rhinosinusitis。

20

第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護理高

峰論壇

4

第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護理高峰論壇暨學術研討會，今年由中華護理學會主辦，台灣護理學會、香

港護理學院、澳門護士學會共同協辦，大會主題為「護理：引領發聲-健康是人權」(Nurses: A Voice to 

Lead: Health is a Human Right)，邀請到了兩岸四地的專家學者，近200篇論文發表及來自各地的專業人

士與會，提供護理專業人員一個互相學習與交流的機會，本院護理部王茹宜護理師前往參加會議並於會

議中進行Poster Presentation，提升本院腫瘤個案管理成果之能見度。

20

第十一屆亞洲藥物流行病學會會議

4

第十一屆亞洲藥物流行病學會會議為亞太地區探討藥物安全研究及藥政管理的年度重要會

議。在會議中各國專家探討已累積之亞洲區健康資料發展以及健康資料研究應用於反映真實

世界病人之用藥狀況、風險和療效，與會者收穫良多。

21

The 2nd East China Conference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8

4

本院內科部吳允升醫師此次在本院余忠仁副院長帶領之下，於107年7月6日~8日赴上海參加東

亞重症醫學會議(The 2 nd East China Conference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8)，擴大與各國人

士交流發表透析劑量和預後的相關研究，獲益良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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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耳鼻喉科聖友會年會

4

本院耳鼻喉部許巍鐘醫師接受前往北京參加耳鼻喉科聖友會(Collegium Oto-Rhino-

Laryngologicum Amicitiae Sacrum, CORLAS)，除獲成為正式會員(臺灣為國籍的第七位正式會

員)之榮譽，並發表”經手術後兒童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高血壓狀態變化之相關研究論文”---

“Effect of Adenotonsillectomy on Blood Pressure Among Hypertensive and Nonhypertensive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展現研究成果並與世界各國耳鼻喉科菁英成員進行學術交流與

互動，會中結交國際耳鼻喉科醫學界臨床與基礎研究之專家學者並與友人進行學術交流，瞭

解中國大陸近年來耳鼻喉科醫學界的發展情形及研究進展近況，進行相關的兩岸學術交流及

互動。協助提出新申請兩位臺灣籍的耳鼻喉科聖友會會員候選人。

68

福州泌尿專科醫院學術交流演講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大陸男科專門醫院聯盟邀請，發表本院全球獨創骨盆腔動脈

介入治療勃起障礙成果，並為其臨床實踐進行指導，並向大陸男科學界介紹對勃起障礙之突

破治療之獨創經驗。演講內容獲與會者讚嘆及高評價，王醫師並與主辦方討論如何將此獨創

技術開展之各面向挑戰。

12

《兩岸港澳地區精準醫學臨床應

用》學術論壇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澳門醫務界聯合總會邀請，以臺灣高血壓學會主席身份，與

大陸、北美、澳門醫學界代表就現今高血壓診斷標準在美國心臟學會及歐洲心臟及高血壓學

會分別發表最新指南後，提出我們的看法及對策。王醫師報告內容針對目前高血壓治療大型

研究臨床證據，及在ESC 2017發表極受矚目之SPRINT後續分析資料及華人相關資料，提出臺

灣高血壓學界之綜合看法，對會議結論影響極深，亦獲熱烈討論。

29

RAS Club大師講堂學術活動交流演

講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北京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劉力生教授力邀，以臺灣高血壓學

會主席身份，擔任主題演講特邀嘉賓，針對目前高血壓治療大型研究臨床證據，及在ESC 

2017發表極受矚目之SPRINT後續分析資料，對未來高血壓個人化醫療提出發展方向。王醫師

亦與多位教授共同討論未來高血壓治療及研究走向。

23

第四屆中國國家藝術音聲大會

4

此會議由中國廣東省醫學科學院暨廣東省人民醫院主辦，本院耳鼻喉部蕭自佑醫師受該院耳

鼻喉科-頭頸外科葛平江教授邀約講演「表演音聲之生理基礎」專題。對喉科學與音聲醫學的

發展評估處置及臨床研究案例，進行一系列的學術與經驗交流，建立良好醫學友誼並激發創

新思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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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東方兒科大會暨第十四屆江

浙滬兒科學術會議暨第四屆中美兒

科高峰論壇

4

第四屆東方兒科大會暨第十四屆江浙滬兒科學術會議暨第四屆中美兒科高峰論壇心臟病論壇

會議是每兩年一次在上海舉辦的兒科會議，由幾家兒童醫院聯合舉辦，參加者超過一千人，

除了本地醫師外，還有邀請很多國外講者，本 院小兒部王主科醫師受邀前往上海參加會議並

演講，講題為經由導管置換肺動脈瓣之單一中心經驗，本院在短短六個月間就置換了11位肺

動脈瓣嚴重逆流的病人，而且沒有併發症，與會者頗受關注。

29

ISH 2018 世界高血壓大會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受邀參與全球三大高血壓會議之世界高血壓大會ISH 2018，除了擔

任symposium主持任務，參與世界高血壓學會代表選舉，亦連同臺灣高血壓學會團隊發表三篇

論文。此次論文發表頗受重視。會中並與全球高血壓學界大師Professor Kario, Ruilope, Thomas 

Unger等有熱烈及深入討論。王醫師主持場次內容深獲好評，並獲多人請益。ISH Annual 

Meeting係全球高血壓學界三大會議之一。會議日程四天，參與人數逾一萬人。

41

2018年第九屆亞太先天性暨結構性

心臟病介入治療會議

4

 APCASH亞太結構及先天性心臟病介入學會每年在香港舉辦一次大會，研討內容主要是結構

性及先天性心導管的介入治療，參加者約有300人，本院小兒部王主科醫師於10月5日前往香

港參加會議，另於10月7日在本院示範心導管介入手術轉播至APCASH大會，示範手術一例是

肺動脈瓣膜的心導管置換，另外一例是心導管關閉心室中膈缺損。

21

第十三屆COA國際學術大會

4

COA(Chinese Orthopadic Association)為華語系目前最大規模的骨科會議，每一屆有超過2萬人

來自全世界的骨科醫師參加，規模比AAOS (American Association OrthopedicSociety)大。本次

大會在廈門舉行，本院骨科部張志豪醫師因手外科的表現而被邀請發表演講，演講題目:鈦合

金鋼板在手指骨骨折的治療應用。會中與許多手外科的專家進行交流，特別是有關手指指骨

骨折的治療，進行廣泛且深入的討論，彼此建立良好的互動與友誼關係。此外並對中國大陸

目前的骨科發展狀況及科技研究進行了解。對於將來本院特別是骨科的發展方向與研究主題

進行規劃，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平。

33

4/7



單位：新臺幣千元

備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107年7月至107年12月

赴大陸地區計畫名稱
赴大陸地區類別及

工作內容簡述
執行數

上海市醫師協會麻醉科醫師分會第

四屆學術年會

4

上海市醫師協會麻醉科醫師分會年會與海峽兩岸交流25周年紀念會議共同舉辦本次會議，於

上海浦東會議中心舉行，本次會議規模屬中國第二大型年度會議，會議中特別談到兩岸學術

醫療教育交流25周年議題，臺灣雖然醫療教育非常進步，但中國麻醉醫師的人數是非常的多

，大約佔臺灣麻醉醫師人數的五十倍以上，臺灣醫師在這個交流的會議過程中，見識到了中

國醫學的進步，此部分除警惕要繼續努力外，也思考未來如何以臺灣較優異的醫療環境下，

不管是共同研究或者是醫療業務的發展上，因為兩岸的合作，取得一些先機及機會。

19

第十屆香港兒科心臟學會會議

4

本院小兒部王主科醫師受邀參加香港兒童心臟學會舉辦的第十屆香港兒科心臟學會會議，並

受邀於會議上發表演講，演講題目為："Interventional closure of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Feasibility and the Taiwan experience"，主要探討心室中膈缺損治療之現況。

40

第八屆海西心血

管病論壇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海西心血管病論壇高血壓分論壇主席黃崢嶸教授力邀，以臺

灣高血壓學會主席身份，就最新發表的美國及歐洲高血壓指南點評，並提出對華人高血壓治

療的最新觀點。王醫師報告內容獲高度評價，並獲多人請益，對海峽兩岸交流幫助極大。

12

The 7th Asian Robotic 

Camp for Colorectal Surgeons

4

本院外科部洪基翔醫師在梁金銅教授的帶領下，於2018/11/15~2018/11/19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

亞洲機器人及腔鏡手術大會。會中有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及歐美的專家分

享他們在不同外科領域中使用機器手臂進行手術的經驗，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醫師進行機器手

臂及腔鏡手術的經驗交流，梁教授在大會第一天的Master Forum發表演說，內容是關於機器手

臂在極低位直腸癌切除的應用。

37

The 7th Asian Robotic 

Camp for Colorectal Surgeons

4

本院外科部洪基翔醫師在梁金銅教授的帶領下，於2018/11/15~2018/11/19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

亞洲機器人及腔鏡手術大會。會中有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及歐美的專家分

享他們在不同外科領域中使用機器手臂進行手術的經驗，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醫師進行機器手

臂及腔鏡手術的經驗交流，梁教授在大會第一天的Master Forum發表演說，內容是關於機器手

臂在極低位直腸癌切除的應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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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中美創傷與急危重症醫學南

山論壇

4

本次會議主要是由深圳南山人民醫院主辦，邀請中國、美國及臺灣的外傷急救專家一起參與

，主要是為了促進中、美、臺學術交流，以及提升深圳南山人民醫院以及中國環珠江灣區各

大醫院的創傷照護能力而舉辦；並且針對中國現今都會地區，以及工業區常見外傷醫療的急

救體系，進行臨床面及制度面的深入探討，從而可以提供類似像深圳南山區這種高新工業區

醫院，解決在城市發展時所遇到的各種外傷急症的問題，並進行各個層面的意見交流，以及

在臨床上實際的外傷急救特殊個案，以中英文充分討論，以便適當的改善現在的醫療急救操

作。

25

第四屆國際眼科內視鏡手術研討會

4

國際眼科內視鏡手術研討會是亞太地區眼科很重要的眼窩重建及眼整形盛會，邀請亞太地區

各國眼科知名專家聚集分享內視鏡手術、眼窩重建及顏面整形美容的最新的研究及手術技術

，並且有來自美國、歐洲、澳洲及亞太地區的眼科醫師參加盛會。由於本院眼科部廖士程醫

師在眼窩重建及眼整形的手術及研究，在亞太地區居領先地位，因此受邀於國際眼科內視鏡

手術研討會發表演講。

24

2018年第22屆中國國際口腔器材展

覽會暨學術研討會

4

本次參與中國大陸國際口腔展，同時拜訪當地之醫材通路商、製造商、牙科醫療院所及大學

，以提升臺灣醫材廠商產品及技術之國際能見度、促進教學與國際企業交流合作。上海口腔

展於1994 年首辦，是中國最早的口腔專業展覽會，也是亞洲具影響力的口腔展覽會之一，每

年吸引為數眾多的牙科醫生、專家、製造商參與。

38

亞太眼整形及重建

醫學會

4

本院眼科部廖述朗醫師受邀赴香港參加「亞太眼整形及重建醫學會」，並發表演講，題目: ”

Rectus myectomy for the management of large angle strabismus in Graves’ myopathy”，亞太眼整形

及重建醫學會是亞太地區眼科很重要的眼窩重建及眼整形盛會，會邀請亞太地區各國眼科知

名專家聚集分享內視鏡手術、眼瞼腫瘤及功能性手術、眼窩重建及顏面整形美容的最新的研

究及手術技術，並且有來自美國、歐洲、澳洲、紐西蘭及亞太地區的眼科醫師來參加盛會。

由於廖醫師在眼窩重建及眼整形的手術及研究，在亞太地區居領先地位，因此受邀於亞太眼

整形及重建醫學會發表演講。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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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阜外高血壓大會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中國國家科學院阜外醫院高血壓科主任蔡軍教授邀請，以臺

灣高血壓學會主席身份，與大陸醫學界代表就現今高血壓診斷標準在美國心臟學會及歐洲心

臟及高血壓學會分別發表最新指南後，提出我們的看法及對策、進行評價，並提出華人高血

壓治療的最新觀點。王醫師報告內容針對目前高血壓治療大型研究臨床證據，及我們在ESC 

2017 發表極受矚目之SPRINT 後續分析資料及華人相關資料，提出臺灣高血壓學界之綜合看法

獲高度評價，並獲多人請益，對會議結論影響極深，對海峽兩岸交流幫助極大。

18

合計 1,138

說明：

          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

             故未執行、需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赴大陸地區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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