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向標竿醫院學習運用「醫病共享

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概念提升醫病溝通與病人

健康識能，落實知情同意，以提

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1

臺大醫院為提升醫病溝通與病人健康識能，推動「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於2019年7月考察國外標竿機構實際運用與研究，

汲取國際經驗，以提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本次考察分別參訪加拿大東

安大略省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Eastern Ontario)、加拿大渥太華醫

院研究院(The Ottawa Hospital Research Institute)、加拿大魁北克市拉瓦爾大

學(Laval University)。

560

吞嚥障礙幼兒(童)及老年的整合

性營養照護實務運作模式參訪計

畫

1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長照需求日益增加，而吞嚥困難飲食為高齡營養的

重點之一，提供適當的營養餐食，可以減少鼻胃管的使用，讓有吞嚥障礙

的長者仍能由口攝取營養美味的餐點，同時預防營養不良的發生。日本為

吞嚥困難醫療照護之先驅，本次藉由參訪日本，觀摩吞嚥困難照護醫療院

所營養照護模式、餐食供應及學習吞嚥困難之餐食設計，安排實作課程體

會製備及供應實務；此外，參與日本進食吞嚥復健學會年會及參訪廣島大

學栢下淳教授之研究室，汲取了多專科合作經驗，並了解吞嚥困難相關市

售產品其食品物理性質變化的研究。汲取日本之臨床團隊照護模式、吞嚥

困難餐食之設計及供餐模式，可做為本院建立吞嚥困難的整合性營養照護

實務運作模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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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H-HOPE臺蒙計畫

4

此次參與的交流計畫於108/07/29~08/02在蒙古國第三醫院(Shastin Central 

Hospital)腦中風中心進行交流，於108/08/04~08/08在蒙古國第一醫院(The 

First Central Hospital)神經科進行交流。期間提供6場腦中風相關之公開演講

，每場平均約15~20人(第三醫院)及12人(第一醫院)參語聆聽。共進行10人

次之超音波教學及回覆示教，於床邊查房個案討論每日約20人次(第三醫

院)及大約10人次(第一醫院)，並給與照會建議每日約3人次。

110

NTUH-HOPE臺蒙計畫

4

了解蒙古醫院之醫療現況，並提供協助改善其醫療水準，增進醫療品質。

在個別了解第三中央醫院與國立創傷和骨科研究中心醫院兩家醫院的醫療

現況後，我提供了中風與胸痛流程、內科心臟停止病患與創傷病患急救團

隊合作訓練，創傷急救概念、與各種創傷流程，另外也對未來的交流方式

提供建議。

111

NTUH-HOPE臺蒙計畫

4

心血管疾病為蒙古國十大死因第一位，第三中央醫院目前已經著手興建心

血管大樓，目的是期望大樓落成時，能完成心血管照護專業護理人員培訓

，特邀請本院心血管中心護理人員連續2年，前往該院進行護理實務教學，

第一年去了6位護理長及護理師，今年是第二年。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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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H-HOPE臺蒙計畫

4

日至蒙古國「國立婦幼健康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及EMJJ醫院進行國際醫療交流。本次國際醫療交流內容主要有三：

其一，與韓國首爾國立大學耳鼻喉科吳承夏(Seung Ha Oh)教授及具滋原(Ja 

Won Koo)教授，以及在韓國享負盛名之Soree耳科醫院田英明(Young-

Myoung Chun)院長共同受邀為蒙古二醫院共同主辦之「第五屆國際耳科研

討會」(The 5th International Otology Seminar)擔任international speakers，並

以內視鏡實際施作兩例「示範手術」(Live Surgery)；其二，與韓國教授共

同會診多名困難耳科案例；其三，進一步討論未來台蒙雙方關於聽損基因

研究之合作方向。

47

NTUH-HOPE臺蒙計畫

4

在蒙古國第三醫院進行，期間主要在臨床觀察護理工作並提供建議、教學

及改善流程措施；期間共進行 7 人次個案討論，授課及協助授課共計 11 堂 

351 人次，提供臨床指導 27 人次，協助製作蒙語一般靜脈注射暨固定標準

流程影片、留置導管置入前三消標準流程影片，以及 家屬穿脫隔離衣衛教

海報。

158

NTUH-HOPE臺蒙計畫

4

蒙古國家心臟血管會議有三天時間，一天是蒙古心臟手術50周年慶祝及學

術會議。除了蒙古本身心臟外科醫師報告蒙古國內心臟外科的歷史及發展

現況，並邀請長期支援蒙古心臟外科的國家演講，包括：韓國、盧森堡、

法國、台灣。提升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並展現實力。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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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臺越醫療交流計畫

4

本院與越德醫院簽署肺臟移植合作備忘錄，為提升日後肺臟移植手術合作

的成功率，此次本院醫療團隊前往越德醫院參訪該院硬體、儀器及器械等

設備，並聯合舉辦肺臟移植手術研習營，分享醫療知識與提供相關建議。

130

NTUH-HOPE臺印計畫

4

本次「2019年印尼泗水臺灣形象展─健康產業形象館」為臺大醫院雲林分

院第一次海外參展宣傳，目的為推廣臺大醫院體系的醫療服務故偕同雲林

分院與總院共赴本次活動，活動內容包括：行銷總院及雲林分院之國際醫

療服務、提供現場民眾諮詢、接受印尼媒體採訪及參與健康產業研討會

等。希望藉由本次參展活動及媒體的宣傳，能讓更多印尼泗水的民眾瞭解

臺灣的醫療產業，並能提升本院在當地的知名度，促進印尼民眾選擇來本

院接受醫療服務。

141

NTUH-HOPE臺瓜計畫

4

為改善中美洲友邦國家瓜地馬拉之重要衛生措施，提升其婦幼健康照護，

本院婦幼專家自2016年及2017年與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赴瓜地馬

拉完成「孕產婦及新生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界定及評估任務，本院2017

年起至今已接受9位瓜國婦幼照護醫護人員至本院受訓。今(2019)年4月1日

「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保健功能計畫」正式啟動，

國合會於6月18日贈牌臺大醫院共同執行本計畫，該國政府對本合作計畫相

當重視，現任瓜地馬拉總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 Cabrera）伉儷、總統

當選人賈麥岱閣下（Excmo. Sr. Dr. Alejandro Eduardo Giammattei Presidente 

Electo d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及該國部會首長分別於5月1日及10月22

日實地參訪本院產兒科醫療照護，瞭解本院與瓜國Guatemala省及Santa 

Rosa省醫療衛生機構合作現況。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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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歐洲醫學教育協會(AMEE)2019

年度會議

4

為求醫學教育的延續性，本次會議許多國家以遊戲互動式的方式提升學生

之學習成效，落實跳脫傳統授課的方式。從理論至執行有其難度，但著實

看到許多成功的案例，交換彼此的教學方法，求得更好的教學成果。

50

第19屆歐洲器官移植學會年會

4

本院外科部何承懋醫師赴丹麥哥本哈根出席第19屆歐洲器官移植學會年會

並發表論文。

39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Congress 2019

4

2019年歐洲心臟學會年會 (ESC 2019) 於2019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法國巴

黎的Paris Expo Porte de Versailles舉行。該學會之年會每年在歐洲不同國家

舉行，有來自世界各地之相關臨床醫師、醫療同業人員及研究學者參加，

討論各心臟醫學相關領域的最新發展。心臟血管疾病及心臟衰竭是糖尿病

病人的好發疾病，而近年來糖尿病用藥對心臟血管疾病及心臟衰竭的影響

更有許多研究的發表，由其在2008年以後，美國FDA要求所有要申請上市

的糖尿病用藥皆須經過嚴謹之心臟血管臨床試驗確認安全無虞之後方可上

市，相關之糖尿病用藥臨床試驗如雨後春筍般地在最近幾年內陸續發表，

也改變了目前許多糖尿病臨床用藥指引的制定。本次會議也有最新有關糖

尿病用藥SGLT2 inhibitors對心臟衰竭之臨床試驗發表及其對糖尿病用藥位

階指引的建議與討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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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國際矯形與創傷外科學會

4

本院骨科部謝醇樺醫師赴阿曼馬斯喀特出席國際矯形與創傷外科學會並發

表論文。

50

第四屆亞洲外科醫師學會學術年

會

4

亞裔外科醫師學會學術年會每年集合美國籍全球亞裔外科醫師，發表有關

外科臨床及基礎研究，大家分享並學習，並交流臨床經驗，兼具學術，友

情，拓展國際知名度與人脈，及未來合作的目的。這次(第四屆)年會在美

國波士頓舉行，參與人數眾多。參加這次年會的主要目的，除了學習世

界、亞洲各國的經驗外，也希望分享台灣的經驗。

此外，本次台大外科參訪團在黃俊升主任率領下，參訪美國各大醫學中心

並發表演說，獲得多位院長級及主任級醫師熱情款待，提昇台灣及台大醫

院的國際能見度。

50

國際腹膜透析學會第九屆亞太分

會會議

4

前往參加此次腎臟學界盛會，並發表一篇臨床照護研究論文海報，和多位

參觀者介紹與討論，會議中並參加多項研討會及特別演講，有機會與多位

腹膜透析研究專家直接面對面討論，收穫豐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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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國際腹膜透析學會第九屆亞太分

會會議

4

參加國際腹膜透析學會第9屆亞太分會會議(ISPD-APCM 2019)在日本名古

屋會議中心舉行，這次學術會議探討的主題為“腹膜透析的最新進展和教育

”從而吸取導管出口照護新知及教育課程。會議內容:仍以最新2017ISPD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 RECOMMENDATIONS:2017 UPDATE

為主軸，除來自世界各國尖端講座外，培訓課程還將包括以案例討論方式

進行交流，因此，對腹膜透析和相關的最新研究進展有進一步新的認知。

18

第32屆幽門桿菌及菌叢於發炎及

癌症國際研討會

4

此次歐洲幽門桿菌及腸道菌醫學會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舉行。會議主題包

括幽門桿菌及腸道菌相關疾病，劉醫師於9月6日當天受邀演講”Effect of 

empirical vs guided treatment for H. pylori eradication”，同時也擔任

Symposium: Treatment of H. pylori infection 之Section Chairman。此外，也發

表一篇壁報展示” The efficacy of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and rhamnosus in 

the modification of gut microbiota and reduc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bacterial 

load- a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randomized trial”。除了發表上述2篇

論文之外，也聽了許多消化道疾病診斷與治療最新的進展以及未來的研究

方向。

48

國際腹膜透析學會第九屆亞太分

會會議

4

本會主題為「腹膜透析：最新進展和拓展知識」，日本、韓國及印度學者

，在遠距照護上有極為突出的成效。香港、日本、韓國、泰國等讓與會者

更了解腹膜纖維化的可能原因、高齡腹膜透析患者照護，及導管相關感染

的處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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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第5屆國際預防及感染控制會議

4

預防和感染控制國際會議(ICPIC)已成立十年，每二年定期在日內瓦舉辦年

會，前四次會議平均有來自100多個國家的1200名參與者。此次議程內容包

括：抗生素抗藥性，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人照護品質，醫院流行病學研

究的先進方法以及該領域主要臨床試驗之初步結果，使用各種執行工具及

社交媒體之改善預防策略，遠程醫療和模組典範。主要提供與會者互相交

流知識和經驗，以預防全球醫療照護相關的感染和控制抗生素抗藥性之問

題。藉由參與此活動，能以專業交流、實質參與之方式，展現本院感染管

制之成果，並提升於國際公共衛生專業影響力。

39

第三屆聯合歐洲新生兒科醫學會

4

聯合歐洲新生兒科醫學會是每兩年舉辦一次的聯合大會，共同主辦單位包

括European society for pediatric research,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care of 

newborn infant, 及Union of European Neonatal and perinatal societies，此聯合

大會是歐洲國家因生兒科醫師兩年一度的盛事，由於內容豐富，且有各領

域大師參予，因此從第一屆開始，便吸引各國的新生兒科醫師也積極參予

，此次參加會議，除希望分享近年研究成果，也希望能吸收各領域新知，

以加強新生兒照護能力。

50

歐洲醫學教育協會(AMEE) 2019

年度會議

4

此次參加會議除發表一篇跟住院醫師評估有關的海報外，並希望藉由參與

多場課程來吸取醫學教育最新理論與知識，並跟全世界醫學教育領域培育

人才交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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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2019年歐洲核醫學會年會

4

歐洲核子醫學學會(EANM 19’)年會是全世界規模最盛大的核子醫學及分子

影像相關會議之一，每一年皆有來自全球各地之研發及臨床人員參與此年

會。2019 年EANM 19’ 共計5 天會議，其與會人數超過 6,900 人。除了口頭

論文及壁報論文發表之外， EANM 19’有超過 170 個議程，會議研究主題

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新藥物、分子的研發，臨床疾病診療研究及相關核

子醫學醫療設備之現況。舉例來說，以疾病的類型來分類，EANM 19’討論

重點包括有最大宗的惡性腫瘤及腦神經退化性疾病，甲狀腺、心血管 系

統、肺臟肝臟、腸胃道、骨骼肌肉系統等。另外，參加EANM 19’的廠商也

超過 130 家。因此，參加EANM 19’對於台大醫院之核醫技術發展與相關趨

勢瞭解，更是一很好的機會。甚至，會議中也會有目前核醫界或放化界之

較新發展與未來趨勢之最新消息。因此，對於本院核醫藥物的研究與應用

有非常大之幫助。

50

歐洲醫學教育協會(AMEE) 2019

年度會議

4

本次出席AMEE2019主要目的為口頭發表論文及參與大會安排之各類活動

以了解當前醫學教育新知。此次口頭報告的主題分享了檢驗醫學部自

2013~2018年間E化課程的成果，並獲同儕的建議及相同的經驗分享。此一

主題與評鑑條文提供醫學教育創新教學的內容相符。期能將本次經驗帶回

給院內，鼓勵同儕積極參與國際性會議，提升學術競爭力。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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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國際顱顏外科學會第18屆年會

4

發表電子壁報論文:The role of 3D printing craniofacial model simulation in 

congenital craniofacial surgery，顱顏外科重建手術各範疇討論: 先天顱顏畸

形重建手術、創傷後重建、癌症重建、正顎手術。 顱顏外科手術新進展: 

臉移植、客製化3D列印技術於人工植入物的顱顏重建、3D術前模擬、幹細

胞應用。

50

歐洲復甦醫學指引議會代表大會
2019

4

此次與科部一行人前往斯洛維尼雅盧布安納，參加2019年歐洲復甦醫學指

引會代表大會。由柯昭穎老師指導，口頭報告”派遣員線上指導心肺復甦術

對於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個案在神經學預後上的影響”。

50

脂肪相關治療與科學國際學會年

會

4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Adipose Therapeutics and Science 

(IFATS)為脂肪幹細胞研究領域的重要會議。參與成員為世界上頂尖之從事

應用脂肪相關治療於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的醫師及學者，會議中有大師的

專題演講和各國醫師、學者發表最新的研究報告。

50

國際補綴學會第18屆雙年會

4

ICP 為國際上補綴(假牙)領域中致力於教育以及新知發展的學會，在補綴領

域的專家及各大學的老師們齊聚一堂為補綴教育的發展一同努力，本會議

藉由主題演講、研究經驗分享及病例討論增進各國補綴科專家們的交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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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2019年感染症週

4

參加此次會議目的主要是海報參展，並獲取新知，以增進臨床病患照顧品

質，和研究方向。關於病菌診斷方面，目前有shotgun metagenomic 

sequencing，但因得到的資料非常巨大，如何判讀，仍是應用上的一大挑

戰。再者，這次有不少對結核病的人體免疫機轉發表，以往認為中性球可

抵抗結核菌，但研究發現高中性球數可能顯示宿主無法控制結核病。另外

，很有趣的是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 T cells雖可以用於治病，但

可引起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表現和感染症很像，發燒和發炎指數高，

但治療確是類固醇和Tocilizumab (anti-IL 6 inhibitor)。此外，海報參展過程

中，也不少讀者前來討論。因抗藥性細菌的日漸增加，會中也不少新的抗

抗藥性細菌的抗生素。此次會議收穫不少。

50

第5屆國際預防及感染控制會議

4

二零一九年的全球感染控制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on and 

infection control, ICPIC)於九月十曰至十三曰在瑞士的日內瓦舉行。本次以”

The role of web based electronic antimicrobial prescrip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s on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program: a study in a large teaching hospital

”參加海報發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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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亞太環境與職業皮膚病會議

4

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是常見的影響人類的皮膚病，需透過貼膚試驗來診斷

，由於試驗的過程稍嫌麻煩，台灣已越來越少醫院在執行。臺大醫院自

1978年開始至今，已有超過40年的貼膚試驗經驗，對於這40年來常見過敏

原的變化，我們感到很有興趣，因此做了相關的回朔性研究。亞太環境與

職業皮膚病會議為接觸性皮膚炎的大型國際盛會之一，每兩年舉辦一次，

會邀請各國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演講與討論，而我也把上述的研究投稿於

此會議，希望能透過與各國學者的交流，激發更多火花，林醫師投稿被選

為口頭free paper presentation。

20

歐洲復甦醫學指引議會代表大會
2019

4

為期三天的會議有豐富的課程與論文發表，以及各式各樣的工作坊與CPR

競賽。此次參加會議於最後一天的下午進行海報發表，題目為：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outcomes in cardiac arrest survivors without temperature management.

50

歐洲復甦醫學指引議會代表大會
2019

4

在2019歐洲復甦醫學大會口頭報告” Simulation Study Comparing Quality of 

Conventional vs Active Compression-Decompression vs Load-Distribution Band 

CPR in a Confined Elevator”，及會議參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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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歐洲復甦醫學指引議會代表大會
2019

4

2019 ERC 舉辦時間為9/19至21日，舉辦於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安那，本次

會議參加為poster presentation，內容主題為探討台北市進階救護可以改善對

於院外心跳停止的預後。在報告的過程中，國外的學者對於台灣與消防結

合的雙軌救護有濃厚興趣，並對我國緊急醫療系統的成果感到振奮。此結

果對於我國的院前救護系統是一項肯定也是國外實行進階救護的參考。

50

2019美國神經外科年會

4

參加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之Congress of Neurological Surgeons 2019 Annual 

Meeting，會期共5天(10/19~10/23)。此次會議黃醫師受邀美國神經外科年會

擔任演講嘉賓，發表之論文「I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Surgical 

Disease?」，不管在基礎研究或臨床醫學上，獲得與會人士的熱烈討論並針

對研究議題提出許多寶貴建議，也聆聽多位學者的演說，幫助應對日後挑

戰及提供患者最佳的照護。

80

美國放射腫瘤學會2019年會

4

本院腫瘤醫學部李奕含醫師赴美國芝加哥出席美國放射腫瘤學會2019年會

並發表論文。

40

第13頁  共64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歐洲復甦醫學指引議會代表大會
2019

4

歐洲復甦醫學會議是全世界急救醫學界的年度盛會，本年(2019年)代表大

會在斯洛維尼雅(Slovenia)首都盧布安納(Ljubljana)舉行。本次會議從 2019

年9月19日起至 2019年9月21日止共三天，有全世界復甦醫學界的重要學者

與臨床醫師參與此盛會。

50

歐洲復甦醫學指引議會代表大會
2019

4

本院急診醫學部呂宗謙醫師赴斯洛維尼亞盧比安納出席歐洲復甦醫學指引

議會代表大會2019並發表論文。

50

歐洲加護醫學會2019年第32屆年

度會議

4

本院急診醫學部吳詩妮醫師赴德國柏林出席歐洲加護醫學會2019年第32屆

年度會議並發表論文。

50

2019年歐洲核醫學會年會

4

本院核子醫學部莊佩儒醫師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出席2019年歐洲核醫學會年

會並發表論文。

50

第55屆日本醫學放射學會秋季臨

床大會

4

此為日本放射醫學學會臨床大會，今年於日本名古屋舉行，協會宗旨為強

化亞洲放射醫學研究、教育與臨床應用。本次會議將透過與會人士之經驗

交流以增進亞洲之放射醫學相關發展，期許能以北美、歐洲兩大核醫學會

目標並增加聯盟各國間臨床合作之機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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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年會

4

口頭發表論文:The effect of intra-arterial and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on head 

and neck microvascular reconstruction: A retrospective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analysis and pathologic comparison，口唇部重建、薦椎重建、會陰部重建選

擇，尋找穿通枝血管：智慧型手機與熱感應攝像鏡頭的結合。

50

2019喉科尖端會議

4

本會議兩年舉辦一次，邀請世界各地喉科領域專家一同對喉科各領域做最

up to date報告及討論。本院曾醫師本次在競爭激烈的口頭報告中獲選報告

，另外也帶領團隊中語言治療師在語言治療師會議場次口頭報告，成果豐

碩。

50

歐洲加護醫學會2019年第32屆年

度會議

4

鄭醫師本次在大會投稿一篇論文獲得歐洲重症醫學會(ESICM)接受，在該

學會的年會ESIAM LIVE上參與E-poster的發表，並且皆在發表現場口頭報

告論文內容與現場主持人和參加專家們進行討論互動，收穫良多。

50

第四屆亞洲外科醫師學會學術年

會

4

亞洲學術外科醫師學會(SAAS)的成立旨在專注於亞洲學術外科醫師的個人

和專業發展，並認為增加亞洲在學術外科手術領導中的代表性。為此，此

學會為受訓人員和初級教師提供獎學金，以幫助他們的職業發展。同時獎

勵成員們向學術外科大會和SAAS年會提交最佳研究獎，以展示亞洲人在外

科領域的優良成果。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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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第四屆亞洲外科醫師學會學術年

會

4

本院外科部戴浩志醫師赴美國波士頓出席第四屆亞洲外科醫師學會學術年

會並發表論文，並拜訪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VMC)、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

分校(UAB)醫院、與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50

2019 HIV護理國際會議

4

參加此次2019 HIV Nursing Conference，主要發表論文:Gender Difference in 

Predict Mortality among Elder People living with HIV 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n Taiwan: HIV Case Managers' Challenges，並與歐洲各國先進照護愛滋病醫

護團隊交流、學習經驗。

48

第5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國際座

談會

4

European School of Haematology (ESH)是由來自全球的醫師及科學家共同組

成，旨在提供專家們關於血液病相關資訊的交流平台，於各領域 (急、慢性

白血病、淋巴瘤等) 每兩年舉辦一次國際性的座談。本會議邀請之講者皆為

國際上一流的大師(international leaders)，除介紹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最新的

進展，包含細胞生理學、基因學、表觀遺傳學、微觀骨髓環境

(microenvironment)到相對應的治療等，並期促進各國學者在基礎研究及臨

床實務的合作交流。

50

第三十三屆歐洲心胸外學會年會

4

此次參與歐洲心胸外學會年會，一方面學習歐洲及世界其他國家在胸外領

域的研究進展及手術技巧，也發表以台灣健保資料庫研究台灣全人口原發

性自發性氣胸接受胸腔鏡手術後，復發率及復發風險因子探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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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國際外科-消化系-腫瘤科聯合學

會2019

4

本次第31屆IASGO大會於泰國曼谷舉行，會場在市中心的Centara Grand 

Convention Center。講者除了泰國本地之外，也有非常多來自日本、美國、

歐洲等的教授學者參加。吳醫師於10月4日進行Poster發表，主題是

Reversing home-TPN to enteral nutrition。另外更有一項特殊任務，即是明年

第32屆的IASGO 2020大會將由本院的林明燦教授在台北主辦。此行不僅是

發表自己的研究，更要為明年的IASGO 2020宣傳。

20

第81回日本血液學會學術集會

4

此次舉辦於東京之日本血液學會學術集會，是亞洲血液病領域之重要集會

，並廣邀美國以及歐洲血液學界之泰斗從各方前來交流。

17

第81回日本血液學會學術集會

4

日本血液學會學術集會 是日本年度血液病盛會，一共為期三天，除了學者

演講外，也提供研究者們一個發表的平台，包括口頭和海報兩種方式。本

次黃醫師論文摘要獲得以海報形式發表的機會，因此得以到日本參與此盛

會。

20

2019韓國職能治療研討會

4

本院精神醫學部柯瑋婷職能治療師赴韓國首爾出席2019韓國職能治療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

10

第75屆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

4

本院婦產部楊博凱醫師赴美國費城出席第75屆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並發表

論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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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第75屆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

4

口頭發表論文：”Metformin: a novel option of fertility preservation during 

cyclophosphamide-containing chemotherapy.”並進一步互動討論，獲益良多。 

聆聽多項大會演講，對於不孕症最新發展、人工智慧與精準醫療於生殖醫

學之應用、著床前胚胎診斷、生育能力保存等各議題均有收穫。

50

歐洲急診醫學大會

4

會中發表論文一篇，予與會者正面探討不同文化與觀點，同時參加各項研

討課程及新醫療技術的展示，過程中與各國學者著眼現今急救醫學與急症

照護知識缺口及臨床應用的發展方向，奠定日後研究重點與發展基礎。

50

第55屆日本醫學放射學會秋季臨

床大會

4

此為日本放射醫學學會臨床大會，今年於日本名古屋舉行，放射醫學包含

放射診斷，放射治療及核子醫學。會議透過與會人士之經驗交流，汲取各

方之經驗，以提升放射醫學專業，並增加各國間臨床合作之機會。

10

美國麻醉醫學會2019

4

賴醫師於10月20日報告一年來的研究成果”Comparing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n Swallowing and Esophageal Function between Intubated and Non-

intuba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會中獲得幾位人士對於高解析消化道蠕動壓

測量的提問與關注，以及對於本院不插管胸腔鏡團隊的輝煌成果非常驚

訝。因為美國沒有不插管胸腔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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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回日本血液學會學術集會

4

本次參加之日本血液學會學術集會為亞洲頗具規模的血液疾病相關之年度

學術研討會，內容涵蓋各式血液良性或惡性疾病之致病機轉、基因傳遞、

新型治療或是併發症(如：嗜中性球低下合併發燒)處理等等面向，收穫豐

碩。

20

第5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國際座

談會

4

此次會議為ESH(European school of hematology)所舉辦的關於急性骨髓性白

血病(AML)在最新的分子機轉及其治療的會議。ESH固定會針對各個血液

病次專科的主題定期舉辦最新的會議，邀請專家來分享。這個會議是針對

AML的分子機轉的部分，每兩年舉辦一次，此次為第五屆。

50

第十二屆國際護理會議

4

韓國護理學會(KSNS)成立於1970年，是領導韓國護理學術的龍頭代表，也

是最有影響力的護理組織。這個學會的宗旨包括護理科學研究，發展新的

護理技術，此次前往參加會議後，獲取很多新的護理知識，也結識了來至

各國的護理學家，像是美國、香港、孟加拉…等，在彼此聊天交流的過程

相互學習。

20

第十二屆國際護理會議

4

韓國護理學會(KSNS)，舉辦「INC 2019第十二屆國際護理會議」，以國際

學者與研究人員相互交流為使命，會議安排主題演說、口頭報告與學術海

報展覽，讓護理學者可以充分就個人研究領域彼此討論，激盪出對未來研

究想法的火花，也建立了良好的夥伴關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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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美國急診醫師學會年會

4

參加一年一度在美國的急診盛會-ACEP，並於會議中分享研究成果 (美國鴉

片類藥物之濫用與肺炎等關係)。在參加過程中見到來自世界各國的醫師也

分享了彼此的行醫經驗與文化之不同。收集許多最新的治療指引以及各領

域專家的建議，不斷的紀錄希望能應用於日常的行醫中以給予病患最有幫

助的治療。

38

2019美國急診醫師學會年會

4

本次前往美國丹佛參加美國急診醫師協會年會，主要是報告台灣有關於急

診病人再回診是否有不良的結果的研究。這個摘要是在研究論壇(Research 

Forum)上面口頭發表。對無縫接軌國際最新的教學研究是很有幫助的。

48

The World of Microbiome: 

Pregnancy, Birth & Infancy 

Conference 2019

4

近期mirobiota研究十分興盛，特別是針對懷孕、產後、母乳、新生兒方面

有相當大量之研究，這個會議也是第一次舉辦，藉由此機會了解這個領域

的最新發展。

37

G-I-N & JBI 2019 Conference

4

本院護理部鍾美智護理師赴澳洲阿得雷德出席G-I-N & JBI 2019 Conference

並發表論文。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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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個人化治療之分子作用分析

會議

4

MAP 2019 (Molecular Analysis for Personalised Therapy Congress 2019)匯集了

全球頂尖醫 療及研究人員之觀點及研究成果，探究議題針對臨床訓練及執

行做規劃設計，會議設定主題 為詮釋分子間的交互作用，且將重點放在頗

析腫瘤治療。MAP2019 會議為期三天，分為教 育課程、座談會 (industry 

satellite symposium)及學術壁報發表。此行之目的在於學術壁報成 果發表，

其發表研究主題為“ Exploration of biologic significances and mechanisms of 

combined atorvastatin with PI3K/Akt inhibitor in radiotherapy of colorectal 

cancer. ”。Atorvastatin 為臨床上 使用之降膽固醇藥物，運用其藥理機制達

到抑制腫瘤生長並降低放射性之腸道副作用，將可大幅增加大腸直腸腫瘤

治療效果並降低放射治療對病人所造成之不適。

39

第31屆國際微生物抗生素化學療

法大會-2019年第4屆海灣臨床微

生物學及傳染病大會

4

參加第31屆ICC /第4屆GCCMID的會議內容涵蓋感染控制、感染症與抗生素

藥物臨床使用及最新傳染疾病討論。希望藉由本次參與會議對於臨床微生

物實驗室有助益。

45

第31屆國際微生物抗生素化學療

法大會-2019年第4屆海灣臨床微

生物學及傳染病大會

4

會議內容涵蓋基礎與臨床微生物學、感染控制、感染症與藥物等相關議

題。本次參加年會演講以及觀摩新型儀器暨檢驗技術發展等學習各項新知

之外，並參與壁報展演與各國實驗室相關人員互相交流。希望藉由本次參

與會議對於臨床微生物實驗室的發展與未來規劃有助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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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屆歐洲癌症研究學會會議-再

會平面生物學：進階三維模型應

用於癌症腫瘤生物學與藥物開發

4

本次會議重點從探討細胞與三維模型之物理因子，例如腫瘤微環境胞外間

質硬度、細胞生物力學等，對細胞的影響開始，深入研究各種藥物治療標

靶的可行性，進展至免疫療法、個人化醫療的臨床試驗，最後以進階三維

模型持續應用為結尾。

50

第4屆歐洲癌症研究學會會議-再

會平面生物學：進階三維模型應

用於癌症腫瘤生物學與藥物開發

4

本次會議探討三維細胞模型的最新進展，含括在細胞架構，力學生物學，

免疫微環境，高水平成像和癌症治療的分析的重要領域，細胞與三維模型

之物理因子，例如腫瘤微環境胞外間質硬度、細胞生物力學等，深入研究

各種藥物治療標靶的可行性與準確開發癌症治療策略。

50

亞洲保存學會大會2019

4

藉由會議讓臨床醫師、研究員及學者們互相溝通討論並合作，建立起一個

聯絡網絡來共同促進亞太地區的口腔健康，並且鼓勵保存齒科相關的臨床

教育及研究發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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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屆日本皮膚研究醫學會年會

4

日本皮膚研究醫學會是皮膚基礎研究於亞洲地區最為踴躍、內容豐富且深

入的會議之一，題目多為各項皮膚疾病最新發現及進展。此次會議將研究

成果海報張貼於大禮堂，並額外於第一天下午口頭介紹本院的研究發現、

邀請各國參加者來觀看海報進行交流；當天有越南醫師等前來詢問關於本

院的研究天疱瘡以移護寧作為維持療法的經驗並意見交換。三天的會議

中也從各國皮膚疾病的基礎研究中得到對未來研究的啟發。

20

15th ISOPT Clinical: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cular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The 

Retina Chapter

4

自108年11月6日出發至瓦倫西亞參加會議及口頭報告，與會期間聆聽多位

大師之演講，並與Prof. Anat Loweinstein互動。在報告之後，也因題目引發

各國醫師的興趣與新加坡眼科研究中心的Dr. Choi-Mun Chan討論，亦與座

長Dr. Usha討論研究背後的根據。此次報告主題特殊，亦是少有參與的亞洲

作品。

46

亞太內視鏡外科醫學會2019年會

4

本院外科部蕭亦翔醫師赴泰國清邁出席亞太內視鏡外科醫學會2019年會並

發表論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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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屆亞太地區國際牙科研究學

會大會

4

三天的行程安排，邀請到許多亞太地區的講師，來分享自己的研究結果或

是臨床經驗，並與不同國籍的醫師相互聊天認識，進而促進文化交流。尤

醫師上台進行口頭報告本院的研究結果，接受其他醫師給的建議及觀點，

互相切磋。協助師長舉辦各樣會議活動，以期活動圓滿舉行。

50

第五屆亞洲鼻科研究會

4

本會是集結台、日、韓、新加坡及中國數十位鼻科學者，就當前亞洲尖端

鼻科學研究成果，聚集一起進行學術討論的會議。本國參與之學者包括來

自台大及榮總的鼻科醫師，不僅達到學術交流的目的，也結交志同道合的

同僚作為國際合作的跳板。

20

腕掌關節鏡微創手術及相關組織

工程研究

6

本院骨科部張允亮醫師赴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進行腕掌關節鏡微創手術及

相關組織工程研究。

663 進修中

經腦血管障蔽之特異性藥物傳輸

6

本院復健部蕭名彥醫師赴美國杜克大學進行經腦血管障蔽之特異性藥物傳

輸之進修研究。

607 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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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器照護之大數據分析及應用

6

本院綜合診療部郭耀文醫師赴美國布萊根婦女醫院進行呼吸器照護之大數

據分析及應用之進修研究。

760 進修中

皮膚纖維化裡間幹細胞微環境的

角色

6

本院外科部官振翔醫師赴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進行皮膚纖維化裡間幹細

胞微環境的角色之進修研究。

765 進修中

以腦波分析為研究基礎發展非線

性生理訊號精準調控麻醉

6

本院麻醉部蔡奉芳醫師赴美國西北大學芝加哥校區芬伯格醫學院進行以腦

波分析為研究基礎發展非線性生理訊號精準調控麻醉之進修研究。

769 進修中

氣道創傷之新治療與人工氣管結

合幹細胞組織之再生醫學應用

6

本院創傷醫學部廖先啟醫師赴美國史丹佛大附設醫院癌症中心進行氣道創

傷之新治療與人工氣管結合幹細胞組織之再生醫學應用之進修研究。

657 進修中

缺血性腦中風後神經保護機轉之

探索

6

本院神經部葉馨喬醫師赴美國康乃爾大學威爾醫學院進行缺血性腦中風後

神經保護機轉之探索之進修研究。

765 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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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重症護理臨床實務進修

6

藉此進修機會，前往美國兒童照護歷史悠久的費城兒童醫院，及加利福尼

亞大學戴維斯兒童醫院，這兩家兒童醫院皆名列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中，

最佳兒童醫院排行的前50名，分別位於美國東岸與西岸，比較其新生兒加

護病房照護與本院的異同。隨著早產兒照護週數及體重下降，以及新生兒

疾病嚴重度增加，此次進修著重於學習早產兒最新臨床照護，並了解高危

妊娠產前諮詢、低溫治療、新生兒持續性肺動脈高壓與安寧療護之相關照

護模式。

260

眼表面與移植免疫學(Ocular and 

Transplantation Immunology)

6

本院眼科部朱筱桑醫師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Wilmer眼科中心進行眼表

面與移植免疫學(Ocular and Transplantation Immunology)之進修研究。

765 進修中

胰臟器官移植

6

本院外科部楊卿堯醫師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進行胰臟器官移植

訓練計畫。

407

1.報奉教育部108年11

月11日臺教人(三)字

第1080146925號書函

同意新增計畫。

2.進修中。

利用傳統藥品動態學與生理學為

基礎之藥品動態學建立兒童族群

之藥品劑量、療效與安全性

6

本院藥劑部吳昌學藥師赴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藥學院及伊利諾大學

芝加哥醫學中心進行利用傳統藥品動態學與生理學為基礎之藥品動態學建

立兒童族群之藥品劑量、療效與安全性之進修研究。

380

1.報奉教育部108年11

月11日臺教人(三)字

第1080146925號書函

同意新增計畫。

2.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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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S社交技巧團體之治療師培

訓

6

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Elizabeth Laugeson 教授等人開始於2004年發展

之PEERS社交技巧訓練模式 (Program for the Education and Enrichment of 

Relational Skills)，是目前成人自閉症類群唯一有證據力的治療模式，已在

美國、加拿大、韓國等國建立信效度，並確立其臨床療效，能有效改善成

人自閉症與其他社交困難的患者之社交技巧。為提供本院成人自閉症與其

他社交困難的患者有效率的社交技巧訓練，且規劃未來進行相關自費項目

，故此次特派員前往學習PEERS社交技巧訓練，取得PEERS成人團體治療

師認證訓練。此次的PEERS成人團體治療師認證訓練課程，總共有三天，

訓練時數合計24小時，非常充實。課程的內容主要是教授PEERS成人團體

治療手冊(PEERS for Young Adults -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other social challenges) 如何使用，教授方式包括帶領

成員閱讀手冊內容與解說、教材影片觀看、示範影片觀摩與實例分享、實

際見習治療團體；學習的方式非常多元。

15

報奉教育部108年11

月11日臺教人(三)字

第1080146925號書函

同意新增計畫。

第39屆醫藥及健康醫學台北國際

會議

4

本次會議是世界少見的針對藥物現況與醫學發展及健康醫學的共同討論的

會議，不僅可以了解目前新藥物發展的現況，同時也可以與全球專家討論

基礎研究應用於醫學的方式以及疾病的預防與治療的重要性。本次會議中

，利用兩日的時光，在會議當中，和各國專家討論，也闡述了我們研究的

重要性，對於學會乃至於本院的聲譽推廣有極重要的價值。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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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回日本動脈硬化學會

4

一年一度日本動脈硬化學會的年會，這個年會是日本全國動脈硬化研究學

者最重要的會議，每年都會邀請全世界著名的學者，例如今年邀請Brian 

Tomilson, Ernst Schaefer, Joachin Herz 及Paul M. Ridker，都是世界有名的研

究學者，特別是Paul Ridker 是哈佛醫學院心臟科專家，他領導執行的

JUPITAR 及CANTO 臨床試驗成績斐然，而他的演講也可相當具有啟發

性。

43

ASRA2019年會

4

謝醫師於此次的2019年美國視網膜專家學會年會中發表Paper on Dem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Visual 

Outcomes after Ranibizumab Treatment for Diabetic Macular Edema”，是利用

最新的眼科診斷工具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檢查糖尿

病黃斑部水腫病人的黃斑部血流，並利用影像處理分析各種相關參數，然

後利用這些參數來預測病人接受新生血管抑制劑治療後的視力狀況。

79

THE 2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Breast  Cancer Society

4

黃主任受邀在第27屆Japanese Breast Cancer Society (JBCS)年會演講，發表

主題為『年輕乳癌腫瘤科醫師的短期交換計畫-亞洲各國的學習之旅』。藉

此機會，將臺大醫院優秀、扎實的訓練介紹給來自南韓、香港、新加坡及

其他亞洲各國之與會講者。也了解各國提供之交換計畫資源，除可作為本

院規劃相關課程參考外，亦可提供本院年輕醫師至亞洲他國進行學習交流

之參考。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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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Mental Health (WMH) 

Annual Meeting、紐哈芬耶魯大

學研究參訪及紐約Medical 

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WIA) Centennial Congress

4

WMH Survey Consortium Annual Meeting 世界衛生組織精神健康篩檢年會於

2019年7月17至19日在波士頓舉行，加上會前之國際大學篩檢會議，共為期

4天。WHO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WMH)已經進行將近20年，有20幾

個國家用同樣的工具CIDI進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其中有9個國家參與

青少年的調查工作。

89

2019 亞太肝膽胰學會雙年會

4

本次參加亞太肝膽胰外科醫學會2019年雙年會，所有報名人數超過1500

人。全台灣約有近50名以上醫師參加。胡教授除親自發表演講討論之外，

也多方與亞太國家醫師雙向交流。除增進醫學知識交流外，也與其他國家

鞏固友誼。

20

35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pidemiology (ICPE)

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armacoepidemiology & Therapeutic Risk 

Management為國際藥物流行病學會每年召開的年度會議。對於藥品安全研

究、藥政管理、風險管控的相關研究人員及政府人員是每年學習新知、分

享研究心得，並探討新的研究方法之場所，與會者均收穫良多。

149

1.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at the Point-of-Care: 

Diagnostic and 

Procedural Applications 會議

2.Mayo Clinic 進行Clinician 

Program 培訓訪問

4

超音波的運用，重症醫學領域的學習對於臨床及基礎研究均為重要，本次

的會議學到如何在這兩方面的領域應用到臨床及基礎實驗的技巧。另外也

透過參訪，和羅徹斯特梅約診所的教授建立起研究的橋樑，對於未來的研

究大有進展。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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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 Asian Conference on 

Pharmacoepidemiology (

ACPE)

4

國際藥物流行病學學會的亞太分會今年在日本京都舉行，陳教授前往參與

10月11日的教育訓練課程，並主持10月13日早上的一個討論會，和國際的

學者、日本藥政管理單位及製藥公司內研究人員有許多互動，交換心得，

成果豐碩。

47

2019年第26屆亞洲暨大洋洲婦產

科醫學會議

4

亞太婦產科醫學會每兩年於亞太地區輪流舉辦，台灣於1989年及2011年主

辦過兩次。

2011年之大會由楊醫師擔任大會主席，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楊醫師

也於主辦大會之後接任理事長，是目前台灣唯一擔任過此項職務者。此次

會議由菲律賓婦產科醫學會主辦，於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國內也有

多篇論文在大會上發表，參加會議人數超過1000人，講題涵蓋所有婦產科

學之相關領域，包括婦癌、周產期、生殖內分泌、人工生殖技術、婦女泌

尿、微創手術、良性婦科疾病以及教育訓練等。

49

5th Taiwan-Japan Academ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Workshop

4

本院外科部梁金銅醫師赴日本仙台參加5th Taiwan-Japan Academ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Workshop，與日本醫師及轉譯醫學研究者分享微創機器人手術在大腸直腸

癌治療的經驗交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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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亞洲學術型外科醫師協會

年會

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參訪及會議

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參與 

UAB 醫學院 Ground Rounds科部

會議

4

黃主任協同整形外科戴浩志主任、吳俞鋒醫師及心臟血管外科虞希禹教

授、一 般外科吳耀銘教授共同前往美國波士頓參與亞裔學術外科醫師學會

第四屆年會，並參訪Vanderbilt University，觀摩其生物資料庫之運作及後續

translation medicine之應用。

166

2019歐洲白內障與屈光手術學會

4

此次參加歐洲白內障與屈光手術學會2019大會，共有8000多人參加，是一

個盛大的醫學會。主要分兩個大部分，白內障手術與屈光手術，今年也包

括青光眼微創手術。林醫師主要是參加白內障手術部分。

132

2019國際臨床流式細胞儀會議

4

國際臨床流式細胞儀學會(International Clinical Cytometry Society)是一個致

力於實驗室主管、醫師、臨床科學家、醫檢師、住院醫師、研究員之間關

於流式細胞術之研究和臨床問題的交流互動的學術協會。

121

歐洲重症醫學會2019年年會

4

此行前往德國柏林參加歐洲重症醫學會年會2019，會中發表研究報告與論

文，以心腎群為主題探尋預後相關因子，與國際學者交流並參與會前會及

相關研討會收獲良多，相信可以落實在病患照護及研究。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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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

(ASRM)

4

本院婦產部黃珽琦醫師赴美國費城出席2019年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ASRM)

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

30

2019年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
(ASRM)

4

口頭發表論文：”Metformin: a novel option of fertility preservation during 

cyclophosphamide-containing chemotherapy.”並進一步互動討論，獲益良多。 

聆聽多項大會演講，對於不孕症最新發展、人工智慧與精準醫療於生殖醫

學之應用、著床前胚胎診斷、生育能力保存等各議題均有收穫。

30

2019年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
(ASRM)

4

本院婦產部楊博凱醫師赴美國費城出席第75屆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並發表

論文。

30

5th Asian Congress of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Surgery

4

本院外科部梁金銅醫師赴新加坡出席5th Asian Congress of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Surgery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

54

5th Asian Congress of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Surgery

4

本院外科部吳秉奇醫師赴新加坡出席5th Asian Congress of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Surgery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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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歐洲腫瘤醫學會亞洲年會

4

2019年歐洲腫瘤醫學會亞洲年會(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 Asia 2019)11月22-24日在新加坡舉行，會議由歐洲腫

瘤醫學會ESMO主辦。ESMO亞洲年會匯聚最具臨床經驗的國際專家，提供

高水準、涵蓋所有主要腫瘤類型的腫瘤學教育方案，並為國際同行、專家

學者提供重要的交流機會，使亞太地區的腫瘤學專業人士能夠與快速發展

的腫瘤學科學和教育同步。黃玊任參與此次年會除專長乳癌領域外，亦多

方吸收各癌症領域最新的臨床試驗結果，也引導對於本科癌症領域研究有

更新的觀點及思考未來進一步提升之道。此次的議程不論在深度與廣度上

提供了醫學研究領域更多的視野與前膽性見解。並為日後有機會在國內舉

辦類似國際會議時可借鏡之作法。

34

第33頁  共64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國際乳癌研討會

4

聖安東尼奧國際乳癌大會San Antonio Breast Cancer Symposium (SABCS)，

為全球兩大完全針對乳癌領域之國際研討會，也是全球乳癌界最重要的學

術專業論壇。研發中的乳癌臨床藥物之重要發現也會在SABCS中發表。今

年(2019)的SABCS於12月10日至14日舉行。今年的大會聚焦在乳癌相關之

臨床(包含外科、血液腫瘤科、放射腫瘤科及放射線科等領域)、基礎研究

與臨床流行病學等方面的最新趨勢和進展。本次研討會由美國多個研究中

心共同舉辦，包含德州大學癌症治療及研究中心、貝勒大學及美國癌症研

究協會。今年的大會吸引超過90個以上國家包含研究學者、臨床醫師、開

發乳癌新藥的生技公司及大藥廠研究人員等逾7,500人參與。黃主任出席此

次會議並進行口頭論文報告，共同為提升全球乳癌治療之精進、造福乳癌

病患及家屬而努力。此外於會議期間亦多方吸收最新的臨床試驗結果，也

引導對於乳癌領域研究有更新的觀點及思考未來進一步提升之道。此次的

議程不論在深度與廣度上提供了醫學研究領域更多的視野與前膽性見解。

32

第三屆團隊科學腫瘤學術工作坊

4

本次參加由Japan Team Oncology Program(JTOP)與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MDACC)於日本東京合辦之第三屆Team Science Oncology Workshop

，透過團隊科學(team science)的課程與發展腫瘤專案的實際演練，對個人

特質及核心價值有更深入的瞭解，思考職業生涯發展，也建立個人的願景

(vision)與任務(mission)。期望能夠藉由團隊科學的理論與相關技巧，建立

互相尊重、合作協調及高效率的團隊，促進並提升跨領域多專科團隊合作

，提供腫瘤病人更好的醫療照護。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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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聯合呼吸道友善研討會

4

本院耳鼻喉部許巍鐘副教授兼主治醫師赴印尼雅加達參加第三屆聯合呼吸

道友善研討會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44

Alzheimer’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AIC)2019

4

會期間參觀其他學者所張貼的論文海報，與現場與會者進行雙向交流。此

外，陳醫師也參加多場專題演講。此國際會議內容包括阿茲海默症及相關

疾病的病因、診斷、治療及預防之研究及臨床照護，其中有幾個有趣且值

得注意的研究發現。

59

Infomed / Ramathibodi congress: 

extracorporeal therapies in kidney 

diseases and transplantation

4

超濾液的流速通常是已知的(即你開的處方)，但血漿流速有些難以量化。

人們可能會試圖用血流速率代替血漿流速，但接著是相當數量的血液(按重

量或體積計算)不是血漿，所以血流量可能不是這個等式中非常有效的替代

品。但是，我們確實有血流量值。為了強制它進入等式，需要根據血細胞

比容進行調整。如果使用預稀釋液，則還需要將其包括在等式中。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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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2019 AMDA International Pompe 

Patient and Scientific Conference

4

本院基因醫師學部簡穎秀醫師本次是第二次受邀到AMDA/IPA年會做專題

報告。此年會雖為病友團體主辦，但廣邀到全世界對於龐貝氏症相關專家

，包括臨床醫師與研究學者，例如Dr Arnold Reuser，Dr Ans van der Ploeg，

Dr. Pim pijappel，Dr Benedikt Schoser，Dr Priya Kishnani，Dr Dwight 

Koeberl，Dr Barry Byrne，Dr Nina Raben等，並邀請到廠商報告最新的臨床

試驗進度(詳見會議議程)，實為本領域最盛大陣容最完整的會議。主要聽

眾雖為病友，但講者的內容深入淺出，且涵蓋不同領域，實為專家間交流

的良機。

85

2019國際尿失禁協會年會 

(2019ICS)

4

本次與台灣福爾摩沙婦女泌尿醫學會(FUGA)的會員們，一起參加第49屆國

際尿失禁醫學會年會[49th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 (ICS)taking place in Gothenburg, Sweden | 3 –6 September 2019]，我們

在學會中參與數個重要的臨床經驗研討會報告與研究主題報告，並與各國

學者進行知識交流，參與研究報告研討。

112

2019歐洲教育學會年會(AMEE 

2019)

4

AMEE醫學教育國際會議，是全世界學術地位較高，所發表的研究品質較

佳，且參與之國際學者最多的國際會議之一。8月25日下午5:30 點，由

AMEE會長Ronald Harden(AMEE President)、與大會主席Richard Marz(Chair 

AMEE 2019 Local Organising Committee)，盛大舉行Welcome to AMEE 2019

開幕式。現場特別報告本年度台灣與會人數有266人，盛況空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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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亞太肝膽胰外科雙年會

4

本院外科部何承懋醫師赴韓國首爾出席亞太肝膽胰外科雙年會並進行醫療

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23

東京經皮心血管介入會議

4

本次的TOPIC在東京舉行，會期是7/11-7/13。近年來，參加TOPIC的人數越

來越多，漸漸成為亞洲最多人參與的心臟血管介入性治療的會議之一，近

年來每次均有超過數千名執行心臟血管介入性治療的心臟科醫師參與。本

次大會對於CTO intervention，complex PCI， transcatheter valve therapy，

intravascular imaging technique- OCT, IVUS, physiology test: FFR; cardiac MR 

and CT, FFR，周邊血管的intervention；心血管用藥等均進行廣泛的討論。

在會議中，與同領域學者的交流，對於後續研究相當有幫助。

38

東京經皮心血管介入會議

4

本次的TOPIC在東京舉行，會期是7/11-7/13。近年來，參加TOPIC的人數越

來越多，漸漸成為亞洲最多人參與的心臟血管介入性治療的會議之一，近

年來每次均有超過數千名執行心臟血管介入性治療的心臟科醫師參與。本

次大會對於CTO intervention，complex PCI， transcatheter valve therapy，

intravascular imaging technique- OCT, IVUS, physiology test: FFR; cardiac MR 

and CT, FFR，周邊血管的intervention；心血管用藥等均進行廣泛的討論。

在會議中，與同領域學者的交流，對於後續研究相當有幫助。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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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The 2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Dysphagia Rehabilitation

4

JSDR(Japanese Society of Dysphagia Rehabilitation)是為期兩天的會議，一年

一度。絕大多數與會者為日本當地之學者。討論主題環繞在吞嚥困難之成

因，包括腦中風、肌少症、衰弱、癌症等；以及吞嚥吞難之治療，並闡明

物理治療師、護理師、營養師在吞嚥困難治療團隊中扮演之角色。(圖一)

本次本人以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會理事長身份帶領四十餘位台灣學者躬

逢其盛，成員包括醫師、護理師、營養師以及語言治療師，得到主辦國很

大的肯定，也和相關國家協商成立亞洲吞嚥障礙學會，將於2021年成立。

39

The 2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Dysphagia Rehabilitation

4

JSDR(Japanese Society of Dysphagia Rehabilitation)是為期兩天的會議，一年

一度。絕大多數與會者為日本當地之學者。討論主題環繞在吞嚥困難之成

因，包括腦中風、肌少症、衰弱、癌症等；以及吞嚥吞難之治療，並闡明

物理治療師、護理師、營養師在吞嚥困難治療團隊中扮演之角色。(圖一)

本次本人以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會理事長身份帶領四十餘位台灣學者躬

逢其盛，成員包括醫師、護理師、營養師以及語言治療師，得到主辦國很

大的肯定，也和相關國家協商成立亞洲吞嚥障礙學會，將於2021年成立。

40

第23屆產前診斷與治療國際研討

會(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natal 

Diagnosis and Therapy)

4

本院婦產部黃冠穎醫師透過參加ISPD舉辦的課程Primer on Genetic Screening 

and Testing in Obstetric Care，了解產前基因診斷之原理與應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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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2019美國眼科醫學會年會(2019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nnual 

Meeting) 及青光眼次專科會議

4

王醫師參加2019年10月12日至15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之2019美國眼科醫

學會年會(2019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nnual Meeting) 及青光

眼次專科會議。四天會程內容豐富，收穫良多。學習最新青光眼及其他眼

科知識，並與美國各青光眼研究重鎮大學、醫院、機構權威交換意見。對

日後臨床、教學、研究工作，將有很大助益。

50

2019 Evandro de Oliveira 

Cavernous Sinus Course

4

此次出國參加此專精訓練課程，除了見識到來自世界各國頂級大師們展現

精闢的操作技術與分享高深的臨床經驗外，也從指導員的悉心教導以及同

梯學員同儕們的團隊研習和濡沫相處中汲取不同的學習經歷及教學相長中

求進步，實獲益良多且受益非淺。希望將該受訓期間所學習到的能夠提升

自身的臨床技巧和加強自我的研究能力，進而發揮在神經外科的專業領

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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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2019第8屆脆弱性骨折網專家會

議

4

2019年舉辦第八屆全球大會，此次全球脆弱性骨折網專家會議為全球性大

會，有別於各區舉辦的會議，脆弱性骨折網分為總會、歐洲、亞太、拉丁

美洲、中東、非洲、北美。目前認同全球啟動照護(Global Call to Action)的

其他專科學會包括老醫科：IAGG，骨科：SICOT，骨鬆：IOF和ASBMR；

復健：ISPRM，風濕免疫科：ILAR，其他多專科團隊：FFN，G-Musc，和

IGFS。未來更希望在一年內得到200個國家的參與，且每個國家有6個以上

的學會參加。2019年全球脆弱性骨折網專家會議(The 8th FFN Global 

Congress)的會議日期自2019年8月28日至8月30日，共計3天，加上8月27日

的會前會工作坊和8月31日的會後會工作坊，共有五天，開會地點為英國的

牛津市。

39

3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armacoepidemiology & 

Therapeutic Risk Managemen

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armaco-Epidemiology(ICPE)是一個專門討論藥

物規範，基因學，流行病學的國際會議，每年在不同國家舉辦，今年在美

國，明年會在德國舉行。隨著基因科技的發展，流行病學已經進入

genomics and genetics時代，對於疾病的診斷治療不再限於傳統的statistics，

而是要以更精確的genetic and genomic markers來提供最好的醫療照護，這也

是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的觀念。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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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亞太區增進肺動脈高壓病患之生

活品質會議-對的時間對的決定

4

本次參加的醫學會是第二屆亞太肺高壓論壇，主題是「亞太區增進肺動脈

高壓病患之生活品質會議-對的時間對的決定」IMPROVING THE LIVES OF 

PH PATIENTSIN ASIA PA-CIFIC–THE RIGHT DECISIONS AT THE RIGHT 

TIME，主要是討論肺高壓的不同生成機轉不同治療方式，不同的治療時機

，會議在曼谷的Marriot飯店舉辦，又分為六個tract來舉行，王醫師參加了

肺高壓病人登錄及先天性心臟病引起的肺高壓治療。

14

2019骨骼及礦物質研究學會
(ASBMR)

4

本院骨科部楊榮森主任赴美國奧蘭多參加2019骨骼及礦物質研究學會

(ASBMR)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33

2019APHC第13屆亞洲及太平洋

區安寧療護會議

4

APHC年會討論的議題非常多元，其中較為推廣的是失智症的安寧療護以及

ACP計畫，從中我習得一些量表是可以實際運用在臨床上的，包括測量失

智症生活品質的量表(Quality of life in late-stage dementia scale)、評估失智症

家屬的照顧負荷工具A brief, 6 item scale for caregiver greif in dementai 

caregiving)以及LED病人家屬配對善終指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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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世界肌肉超音波學會暨哥倫比亞

復健醫學年會

4

吳醫師受Prof. Levent 和哥倫比亞復健醫學會的邀請，在其年會中的進階課

程中演講，並指導實作超音波工作坊。演講中介紹了對南美洲很遙遠的台

灣，也宣傳了台大醫院在肌肉骨骼超音波的成就，會後有好幾位南美洲各

國的醫師都告知有意願來到台大醫院進行一個月的肌肉骨骼超音波訓練，

算是有達到宣傳台灣的成果。

11

第18屆東南亞耳鼻喉科醫學會
(18th ASEAN ORL-HNS 

Congress)

4

參與東南亞國協會員國(共十國)每兩年一次的耳鼻喉科醫學大會，並發表

演講(Why is it important to treat OSA in childhood?)；擔任口頭報告競賽評審

，及與亞洲小兒耳鼻喉科醫學會重要理監事會員會前聚會；與美國辛辛那

提兒童醫院網路連線(Aerodigestive Globalcast)進行有關兒童吞嚥及嗆食相

關議題之研討會(AerodigestiveManagement of Pediatric Aspiration)。成功的聯

繫美國、亞洲各國的小兒耳鼻喉科醫學界並更加穩固彼此之間的友誼。也

共同規劃未來小兒耳鼻喉科在亞洲地區的進一步發展趨勢及台灣居間領導

的角色。

48

第七屆亞洲小兒耳鼻喉科醫學會

4

本院耳鼻喉部副教授兼主治醫師許巍鐘赴泰國曼谷出席第七屆亞洲小兒耳

鼻喉科醫學會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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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Asian College of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19

4

這次的ASCNP是亞洲區最大型的神經精神藥物研究會議，集合了所有亞洲

相關的各種研究主題。由於本部目前也積極研究精神藥物學，並進行相關

新藥試驗，因此參加此會議來分享及學習新知，並與國際主要領導者會

面。目前黃醫師正在進行一個抗精神病新藥研究，及另一個治療失智症藥

物的研究，初步結果都十分良好。因此在ASCNP與各國研究者交換經驗。

60

2019年心臟產科研討會

4

會議自9/7早上8點至9/8下午5點半，分別就孕產婦的心臟病評估、懷孕合併

先天性心臟病、孕婦心律不整、懷孕合併瓣膜置換手術的處置、主動脈疾

病、妊娠高血壓的處置、心肌病變、孕婦心肺復甦術以及產科麻醉等等，

題目非常地廣泛，但討論非常深入，幾乎把整本教科書的內容都與時俱進

地闡述完畢。

99

歐洲眼整形及重建醫學會

4

歐洲眼整型及重建醫學會是歐洲區眼整型及重建最重要的盛會，有來自全

歐洲各國的眼整型及重建學者專家參與，也會邀請美國及亞太地區各國知

名專家聚集分享眼整型及重建的最新的研究及手術技術，並且有來自全世

界的眼科醫師來參加盛會!由於廖醫師在眼整形重建方面的手術及研究，在

亞太地區居領先地位，因此受邀於歐洲眼整型及重建醫學會發表研究報

告。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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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ESC2019歐洲心臟學年會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ESC organizing committee 邀請與全球腎動

脈去神經術頂尖專家於ESC RDNsymposium 發表演講及主持。此外並參與

SAPT 專家會、及本團隊TW-CVAI 之AI 成果發表。王醫師在RDN 

symposium 講述台灣高血壓學會最新發表、領先全球的RDN Taiwan 

Consensus，提出”RDNi2”之RDN 適用病人群及”RAS”之RDN 術前評估三要

項，備受參會醫師推崇及問詢。AI成果亦獲該場次票選第一名，收穫豐

碩。

48

美國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2019

年會

4

本院耳鼻喉部教授兼主治醫師婁培人赴美國紐奧良出席美國耳鼻喉頭頸外

科醫學會2019年會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122

第十屆歐洲肌肉骨骼超音波年會

4

這次Euro MusculUS 為吳醫師第三次在該年會演講，吳醫師演講了兩個題

目：Sonographic Tracking for the Lower Limb Nerves 及 Interventions for 

nerves，並擔任進階工作坊的講師，指導來自歐洲各國的醫師進行神經和肌

肉的超音波掃瞄。本次會議除了向國際展現台灣在肌肉骨骼超音波的實力

，也認識了許多葡萄牙的專家，並約定未來在研究和教學上繼續交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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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小兒暨成人介入性心臟病治療會

議

4

PICS AICS是一個每年定期舉辦的醫學會，主要是先天性心臟及結構性心臟

病的心導管治療會議，吸引約一千多名醫師參與，今年在聖地牙哥舉辦。9

月4日上午大會開幕，大會的主要節目為live demonstration，手術是在遠端

的醫院進行，以衛星轉播手術實況至會場，中間穿插演講，王教授的演講

在第三天中午，為十五分鐘的報告，報告內容為一例paravalvular leak心導

管關閉，因為是三年前做的心導管治療，經過三年的追蹤，成效良好。

77

第64屆口腔顎面外科大會

4

2019.10.24~2019.10.28參加2019第64屆日本口腔顎面外科年會。並於10.27

早上發表演講。這大會包括專題研討及一般醫師的口頭報告，E-poster。對

於整個會議流程使用的硬軟體及其日本口腔顎面醫師訓練的背景可以作為

往後教學、訓練學生、及台灣舉辦口腔顎面外科大會的學習範本。

44

APOST第2屆頭頸解剖研討會

4

此次APOST為為期三天的會議課程，第一天是介紹Narrow Band Image，地

點在Olympus T-TEC，一開始有前測，針對NBI的知識出了10個問題，大家

用電子遙控器回答，接著進行為期半天的lecture，由各國大師們講解NBI，

從最基本的原理到臨床應用，最後再進行後測，測驗結果立即顯示在大螢

幕上，讓大家馬上知道上課的成效，可以知道自己學習的成果。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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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APOST第2屆頭頸解剖研討會

4

此次APOST為為期三天的會議課程，第一天是介紹Narrow Band Image，地

點在Olympus T-TEC，一開始有前測，針對NBI的知識出了10個問題，大家

用電子遙控器回答，接著進行為期半天的lecture，由各國大師們講解NBI，

從最基本的原理到臨床應用，最後再進行後測，測驗結果立即顯示在大螢

幕上，讓大家馬上知道上課的成效，可以知道自己學習的成果。

31

CNS Diseases Conferences 2019

4

參加此國際性的臨床實證會議，汲取來自各國頂級大師們分享各種特殊案

例的臨床診治經驗外，也遇到來自不同國家神經體系內外科的臨床醫師的

先進們濡沫相傳與討論中學習，實獲益良多且受益非淺。希望將參與此會

議期間所學習到的能夠提升自身的臨床診療能力和加強自我的手術技巧，

進而發揮在神經外科的專業領域。

15

第三十三屆國際心胸外研討大會

4

第33屆歐洲心胸外學會年會有三天時間，內容包括：成人心臟外科手術、

主動脈手術、兒童心臟外科手術、及胸腔外科手術。學習目前心臟外科手

術的新發展及一些手術的結果，以期改變目前治療的方法，改善病人預

後。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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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1.2019歐洲加護醫學會(ESICM)

年會

2.拜訪荷蘭Erasmus醫學中心及

Can Ince教授

4

應邀參加歐洲加護醫學會(ESICM) 2019年年會演講及報告論文摘要一篇，

期間和ESICM理事長、學術主委和執行長等進行會議討論歐亞重症國際會

議(EuroAsia 2020)在台北續辦合作議題。期間也和美國MIT資料庫和智慧醫

療菁英專家Leo Celi教授會面交流。

50

1.2019年度美國國際組織工程與

再生醫學會年會-美國分會(2019)

2.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的生物醫

學工程研究所參訪

4

本院骨科部教授兼主治醫師孫瑞昇赴美國奧蘭多及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參加

2019年度美國國際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會年會-美國分會(2019)，並進行加

拿大達爾豪西大學的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參訪。

130

第10屆國際機器人手術論壇

4

本院耳鼻喉部教授兼主治醫師婁培人赴韓國首爾參加第10屆國際機器人手

術論壇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43

2019喉科尖端會議

4

此次會議是要藉由參加國際研討會與外國專業人士討論語言治療在嗓音以

及頭頸癌病人尚可進行的研，以及增進自我的專業知識；過程中除了在口

頭報告，會後有與其他語言治療師有專業交流，並能了解國外在執行復健

時與國內的差異,並從中找出本院的目前治療上的缺點並做修正。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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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3rd Asia Pacific AKI CRRT 2019

4

急性腎損傷(AKI)在住院患者中很常見，其發病率持續上升，在重症ICU中

高達70-80％。AKI發作後透析和發展為終末期腎臟疾病(ESKD)的需求相對

較低，為5％至20％。但是，現在已經認識到，患有AKI的患者可能具有截

然不同的腎臟結局，從完全恢復，初期慢性腎臟病(CKD)到發展為ESKD不

等。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是輕度的AKI發作，也可能在長期隨訪中使

CKD發生風險增加90％。迫切需要將我們的努力集中在可能導致腎功能不

全惡化並最終改善AKI結局的因素上。邁向這一目標的第一步包括更好地

了解AKI發作期間和之後的腎小管和腎小球改變。我們目前僅基於腎小球

濾過率(GFR)的方法存在缺陷，因為腎功能的喪失與估計GFR(eGFR)的下降

程度不對應，並且eGFR不能反映腎小管功能。AKI可以識別腎小管濃度，

吸收和分泌能力的變化。

38

Critical Care Canada Forum

4

今年的主題是如何提升器官捐贈。討論"presumed consent" 推測同意器官捐

贈同意，除非特別表明拒絕捐贈，否則醫院可以取器管移植。加拿大Nova 

Scotia省是北美第一個地方採取"presumed consent”的地方。目標是希望增加

20%的器管捐贈。但此舉引發正負聲音。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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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2019年結締組織腫瘤學會

4

2019年第24屆結締組織腫瘤醫學會(Connective Tissue Oncology Society，

CTOS)的會議，於2019年11月13日至17日舉行，會議地點在日本東京的希

爾頓飯店，會議的會長是日本國家癌症醫院的Akira Kawai教授。今年的參

與人數和論文數目更比往年增加，會議共舉行三天。去年在意大利羅馬舉

行，由於今年在亞洲舉辦，亞洲醫師參加者佔四分之一，美國為二分之一

，歐洲佔四分之一，研究會議主要邀請歐美亞等重要國家專家代表會議，

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會員，提供各國有關肉瘤診治和治療成果的溝通交流

機會，意義重大。

37

5th Congress of Asia-

Pacific Wrist Association (APWA 

2019)

4

本院骨科部張志豪醫師赴韓國首爾出席5th Congress of Asia-Pacific Wrist 

Association (APWA 2019)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45

日本血液學會年會

4

日本血液病學會(JSH)年會已逐漸國際化，有不少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的演講

，也對年輕醫師投稿大會展示abstract 表現優秀者，提供travel award，吸引

他們的參與及鼓勵他們的研究。在世界各國中得此獎勵者共38 位，台灣有

9位，其中台大醫院血液科佔了5位，對年輕醫師是一種鼓勵。

38

2019年第14屆關節重建會議

4

本院骨科部楊榮森主任赴印尼峇里島參加2019年第14屆關節重建會議並進

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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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第四屆亞洲學術型外科醫師協會

年會

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參訪及會議

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參與 

UAB 醫學院 Ground Rounds科部

會議

4

黃主任協同整形外科戴浩志主任、吳俞鋒醫師及心臟血管外科虞希禹教

授、一 般外科吳耀銘教授共同前往美國波士頓參與亞裔學術外科醫師學會

第四屆年會，並參訪Vanderbilt University，觀摩其生物資料庫之運作及後續

translation medicine之應用。

14

本項出國計畫經費另

由臨床試驗支應

165,856元，並共提1

份報告。

第四屆亞洲學術型外科醫師協會

年會

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參訪及會議

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參

與 UAB 醫學院 Ground Rounds科

部會議

4

黃主任協同整形外科戴浩志主任、吳俞鋒醫師及心臟血管外科虞希禹教

授、一 般外科吳耀銘教授共同前往美國波士頓參與亞裔學術外科醫師學會

第四屆年會，並參訪Vanderbilt University，觀摩其生物資料庫之運作及後續

translation medicine之應用。

58

第四屆亞洲學術型外科醫師協會

年會

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參訪及會議

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參

與 UAB 醫學院 Ground Rounds科

部會議

4

黃主任協同整形外科戴浩志主任、吳俞鋒醫師及心臟血管外科虞希禹教

授、一 般外科吳耀銘教授共同前往美國波士頓參與亞裔學術外科醫師學會

第四屆年會，並參訪Vanderbilt University，觀摩其生物資料庫之運作及後續

translation medicine之應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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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第一屆亞太喉科醫學會議暨第6

屆亞太小兒呼吸道課程及第8屆

喉科及音聲醫學會議

4

參加首次結合在一起共同在新加坡舉辦的成人及小兒耳鼻喉科三大亞太地

區喉科、呼吸道、音聲相關的醫學會議，包括第6屆亞太小兒呼吸道課程及

工作坊、第一屆亞太喉科醫學會議暨成立大會及第8屆喉科及音聲醫學會

議。許醫師發表兩個演講(1)EXIT Procedures for Neonatal Airway Rescue、

(2)Paediatric Sleep Airway Surgery，並主持Debates on Subglottic stenosis 

management: CTR vs. LTP。並擔任小兒呼吸道工作坊，高擬真動物模型操

作指導員。且代表台灣參與亞太喉科醫學會之正式成立大會。成功的與亞

太地區喉科及小兒耳鼻喉科專家學者交流，並再次與美國與歐洲等國耳鼻

喉科呼吸道專家友人及喉科音聲整形外科專家與研究者交換臨床與研究實

驗經驗成果，收穫豐碩並與成人喉科互相交流切磋在上消化呼吸道相關的

顯微內視鏡手術及整型與重建手術上的經驗和秘訣tips。

55

Hands-on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 for Head & Neck 

Cancer

4

張醫師等2人參加此次會議練習經口雷射二氧化碳手術於喉部腫瘤之應用，

了解目前喉癌主流的治療模式與病人選擇標準及手術後病人的復健與生活

品質。

89

Hands-on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 for Head & Neck 

Cancer

4

張醫師等2人參加此次會議練習經口雷射二氧化碳手術於喉部腫瘤之應用，

了解目前喉癌主流的治療模式與病人選擇標準及手術後病人的復健與生活

品質。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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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第四屆亞洲外科醫師學會學術年

會

4

黃主任協同整形外科戴浩志主任、吳俞鋒醫師及心臟血管外科虞希禹教

授、一 般外科吳耀銘教授共同前往美國波士頓參與亞裔學術外科醫師學會

第四屆年會，並參訪Vanderbilt University，觀摩其生物資料庫之運作及後續

translation medicine之應用。

110

本項出國計畫經費另

由自有預算支應

50,000元，並共提1份

報告。

2019歐洲消化週

4

參加2019 UEGW，以膫解歐美先進最新之消化器病研究走向，尤其是IB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累積執行IBD臨床實驗之能量，並

擬定爾後之臨床與基礎研究方針。

45

第59回日本核醫學會學術總會暨

第39回日本核醫學技術學會總會

學術大會

4

本院核子醫學部顏若芳主任赴日本松山出席第59回日本核醫學會學術總會

暨第39回日本核醫學技術學會總會學術大會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

驗分享。

15

2019複雜心血管治療導管會議

4

2019 Complex Cariovascular Theraputics在日本神戶舉行，會期是2019 10/24-

26。本次大會重點在於慢性全閉塞血管的治療，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等。

台大醫院的心導管團隊在心導管室高憲立主任的帶領下，做很成功的live 

demonstration ，與會醫師皆表達高度興趣及相關臨床經驗分享，收穫甚

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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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PIPA-6 原發性皮質醛酮研討會

4

Progress in primary aldosteronism (PIPA)原發性皮質醛酮研討會自2009開始每

兩年舉辦一次,今年是第六次(PIPA-6)，這個會議可說是世界最重要的的皮

質醛酮學術會議之一；林醫師本次代表TAIPAI團隊報告本團隊最新研究。

在會議中，與同領域學者的交流，對於後續研究相當有幫助。

39

2019亞太高血壓學會年會

4

2019亞太高血壓學會今年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會期是2019 11/23-26 

(11/23為 RAAS satellite symposium)。這個會議是亞太最重要的的高血壓學

術會議之一；林醫師本次應邀於RAAS satellite symposium演講。另外，指

導蔡承烜醫師得到亞太高血壓學會青年醫師研究獎併最佳口頭報告獎；指

導潘建廷醫師得到世界高血壓學會青年醫師研究獎的最後入圍(finalist) 。

在會議中，與同領域學者的交流，對於後續研究相當有幫助。

26

第59屆日本核醫年會

4

核子醫學部路景竹醫師赴日本松山出席第59屆日本核醫年會並進行醫療新

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51

國際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會議

4

此會議於2019年10月24日至26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北方的Estoril 舉行；

除了參加大會的學術活動外，在會議第一天的傍晚，亦參加一個與歐洲白

血病網路(ELN)相關的AML Global Portal Steering Committee Meeting。本院

血液科有兩篇論文壁報展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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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屆國際白血病及相關疾病比

較研究學會大會

4

此次IACRLRD 大會於韓國首爾舉行，共計兩天半的會議，學術演講的主題

包括急、慢性白血病，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骨髓增生性腫瘤、淋巴瘤、

多發性骨髓瘤等，演講內容非常豐富精闢，收穫頗多。台大醫院這次提出

一個壁報展示”Early clearance of peripheral blood blasts after induction 

chemo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distinct genetic aberrations and can 

independently predict prognosi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第一作者莊名凱醫

師獲得Travel grant and best abstract award，為臺大醫院及台灣爭光。

41

第77屆韓國整型及重建醫學會暨

第四屆亞洲眼部整形論壇

4

受邀到赴赴韓國首爾參加「第77屆韓國整型及重建醫學會暨第四屆亞洲眼

部整形論壇(4th Asian blepharoplasty Forum)」，並發表演講:How to perform 

a successful lower blepharoplasty and make unhappy patients satisfied 。

34

脂肪相關治療與科技國際學會年

會

4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Adipose Therapeutics and Science 

(IFATS)為脂肪幹細胞研究領域的重要會議。參與成員為世界上頂尖之從事

應用脂肪相關治療於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的醫師及學者，會議中有大師的

專題演講和各國醫師、學者發表最新的研究報告。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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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in Cardiology 2019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再度受韓國高血壓學會邀請，以台灣高血壓

學會主席身份，與美歐日韓醫學界代表就現今心臟科及高血壓領域前沿發

展發表演講。王醫師針對SGLT-2 inhibitors最新研究結果及台灣經驗發表專

題講座，報告內容獲韓國高血壓學會及與會專家高度評價，並獲多人請

益。

17

2019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Scientific Sessions

4

AHA是一個專門討論cardiovascular disease的會議，特點在提出新的心血管

醫療知識，從Basic science，Clinical science，Population science等，內容相

當精彩，許多臨床試驗的結果也都在會議當中同步發表在頂級學術期刊如

NEJM，JAMA，Lancet等，讓與會者多覺得不虛此行。

145

高血壓大師課程
2019(HYPERTENSION

 MASTERCLASS 2019)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邀與歐洲高血壓治療指引主筆Prof. Bryan 

Williams, Prof. Anthony Heagerty,西班牙高血壓學會前任主席Prof. Luis 

Ruilope,中國國家科學院阜外醫院高血壓科教授張宇清共同擔任全球高血壓

大師課程受邀專家，為參會之亞洲醫師就高血壓各面向進行講課。王醫師

報告內容獲高度評價，獲多人請益，對全球高血壓研究交流幫助極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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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APCH 2019亞太高血壓大會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受邀參與亞太區域代表之亞太高血壓大會APCH 

2019，除了擔任Symposium Chair任務，出席亞太高血壓學會理事會，並發

表台灣高血壓防治成果及台灣腎動脈電燒治療經驗，極受重視及好評。會

中並與全球高血壓學界領銜者Professor Schlaich, Pathak, Trefor Morgan, 

Lackland, Kar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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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呼吸道內視鏡日會議及兒童耳鼻

喉科進階醫學會年會

4

許醫師應邀參加第19屆International EndoDays(呼吸道內視鏡日會議)並擔任

Symposim “NEW FRONTIERS STARTING FROM SCRATCH-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team where there is no stadium”之Panelist演講者，分享台灣與台大

醫院及亞洲經驗；並參加2019 SENTAC(The Society for Ear, Nose, and Throat 

Advances in Children)Annual Meeting且發表口頭演講”Management of the 

Disrupted Airway in Children”，成果豐碩，獲益良多。

98

2019越南眼科醫學會年會

4

本院眼科部教授兼主治醫師楊中美赴越南榮市參加2019 越南眼科醫學會年

會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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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世界衛生高峰會

4

在經濟的領域有G8以及現在的G20，在政治的領域有NAT0、ASEAN等組

織，但是在健康領域並没有相關的組織，所以德國發起這項全球健康高峰

論壇。為了排除政治的璧壘，参加的單位是以全球著名大學或大型醫學研

究機構為單位，定位解決的問題是全球跨國界健康的問題，例如新興傳染

病、抗藥菌、醫療資源不平等、肥胖、數位落差、移民健康。出席的專家

是來自政府、產業以及學術界的領袖，大家一起跨領域、跨國界訂出行動

綱領來解決問題。今年開幕會有德國衛生部長，西門子、Sanofi 等醫療產

業CEO。

65

美國肝臟學會

4

本會是國際肝臟學水準最高之學術會議。世界各國學者都發表其最新研究

成果，有助於本院未來研究方向的參考。張教授參與三篇兒科肝臟學研究

論文壁報展示，發表本院最新研究成果，與世界各國相互切磋，促進國際

學術交流。

88

2019 KDDW 韓國消化系疾病週

4

消化醫學週(DDW)的舉辦最早源自美國，台灣自10年前就有全英文的

TDDW聯合會，日本及韓國的JDDW及KDDW舉辦晚於台灣。因為三國的

疾病及臨床醫學模式類似，透過學術交流，不僅讓年青學者有露臉的機會

，也大幅提升三方的學術研究及臨床實務的水準。經由學術會議所建立的

情誼，也讓三國學者有機會因了解而進入共同合作。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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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美國小兒眼科及斜視協會-

皇家澳洲紐西蘭眼科醫學會及亞

太小兒眼科及斜視協會聯合會議

4

AAPOS會議是小兒眼科國際上最大的醫學會之一，蔡醫師此次受邀代表台

灣擔任小兒白內障session的講者及panelist，為台大醫院及台灣的眼科醫學

界發聲。也藉著到澳洲的機會安排參訪國際知名的Brien Holden Vision 

Institute，與其負責近視研究的領導人討論與台大醫院眼科部共同執行跨國

合作臨床試驗。

90

2019年第15屆台日耳鼻咽喉-頭

頸外科學術研討會

4

針對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醫學需求衍發的相關科學、研究發展與照護上等知

識，經由專題演說與討論議題的介紹、學習和增強專業知識的機會，來進

行交流同時建立新的聯繫並加强两國耳鼻喉專科醫生之間友誼紐帶的機會

平台。

47

2019 ISOPT clinical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cular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4

自108年11月6日出發至瓦倫西亞參加會議及口頭報告，與會期間聆聽多位

大師之演講，並與Prof. Anat Loweinstein互動。在報告之後，也因題目引發

各國醫師的興趣與新加坡眼科研究中心的Dr. Choi-Mun Chan討論，亦與座

長Dr. Usha討論研究背後的根據。此次報告主題特殊，亦是少有參與的亞洲

作品。

30

美國內視鏡醫學會第48屆婦科進

階微創國際會議

4

為期五天的美國婦產科內視鏡醫學慧AAGL，此次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

前兩天PG 課程，中間兩天為大會演講，最後一天為現場手術轉播，以手術

技巧傳承為主。此次研討會，本團隊發表海報論文：執行子宮內膜癌分期

手術時達文西手術可輔助腹腔鏡手術的效益。此篇論文以發表在婦產科醫

學會雜誌，本海報發表而增加文章內容的國際可見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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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GL 48th Advancing Minimally 

Invasive Gynecology Wordwide 

Global Congress

4

為期五天的美國婦產科內視鏡醫學慧AAGL，此次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

前兩天PG 課程，中間兩天為大會演講，最後一天為現場手術轉播，以手術

技巧傳承為主。此次研討會，本團隊發表海報論文：執行子宮內膜癌分期

手術時達文西手術可輔助腹腔鏡手術的效益。此篇論文以發表在婦產科醫

學會雜誌，本海報發表而增加文章內容的國際可見度。

30

第4屆亞太地區國際牙科研究學

會大會

4

第四屆國際牙科研究協會(IADR)亞太地區年會會議暨學術發表研討會表訂

議程為2019年11月28至11月30 日，吸引各國超過700名之相關人士共襄盛

舉。大會期間規劃了6場精采學術演講以及3天不同主題的臨床競技比賽。

羅醫師本次前往參與了論文貼示，主題是”傳統牙周治療合併全身性抗生素

於侵襲性牙周炎的效果：統合分析“。且由於林俊彬教授擔任國際牙科研究

協會東南亞分會理事長，及陳漪紋教授擔任秘書長，院內許多醫師也在這

次大會中協同主辦東南亞分會所舉辦的活動。

50

第4屆亞太地區國際牙科研究學

會大會

4

此次擔任主要講者的頂尖研究學者皆為世界上各院所的指標性研究人員，

他們在大會中發表許多尚未正式發表但是又非常前衛尖端的研究成果。其

中Professor Feng提出肌腱細胞可以形成骨頭，自體移植的肌腱細胞可以用

於牙周病造成的骨缺損，是目前嶄新的研究發現。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皆

非常具有啟發性。

22

第59頁  共64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出國計畫名稱 出國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第4屆亞太地區國際牙科研究學

會大會

4

本次參加IADR APR 的meeting，在王振穎醫師的指導下張貼關於

biomaterialresearch 的poster，主題是以porcine small intestinal submucosa 製作

的decellularized extracellular matrices 來製成biomimetic collagen membrane，

主要是想改善一般為了減緩membrane resorption rate 所做的chemical cross-

linking。另外也跟著IADR SEA(東南亞分會)的president 林俊彬醫師舉辦了

poster presentation 的競賽，以及分會的年度meeting，整合促進各國研究資

源交流。

50

千葉大學大學院學學研究院整形

外科學會

4

本院骨科部副教授兼主治醫師王廷明赴日本千葉 參加千葉大學大學院學學

研究院整形外科學會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60

十二屆亞太地區人工耳蝸植入物

及相關科學研討會

4

順利完成參加此次APSCI 2019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十二屆人工電子耳相關

科學研討會，及3篇為第一作者之專業海報發表(Comparison of stimulating 

current levels between straight and perimodiolarelectrodes、Can cochlear 

implantation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ochlear nerve deficiency be predicted by 

imaging findings?以及Outcome predication on cochlear implan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ND based on intra-op ECAP and post-op CAEP results)，此APSCI研究會

議屬於人工電子耳的領先會議，除了有亞太地區的代表更是吸引了來自世

界各地該領域的傑出專家專家，包括基礎科學家、臨床研究員、醫師、聽

力師以及語言治療師共同參與。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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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亞太地區人工耳蝸植入物

及相關科學研討會

4

順利完成參加此次APSCI 2019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十二屆人工電子耳相關

科學研討會，及3篇為第一作者之專業海報發表(Comparison of stimulating 

current levels between straight and perimodiolarelectrodes、Can cochlear 

implantation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ochlear nerve deficiency be predicted by 

imaging findings?以及Outcome predication on cochlear implan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ND based on intra-op ECAP and post-op CAEP results)，此APSCI研究會

議屬於人工電子耳的領先會議，除了有亞太地區的代表更是吸引了來自世

界各地該領域的傑出專家專家，包括基礎科學家、臨床研究員、醫師、聽

力師以及語言治療師共同參與。

69

十二屆亞太地區人工耳蝸植入物

及相關科學研討會

4

順利完成參加此次APSCI 2019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十二屆人工電子耳相關

科學研討會，及3篇為第一作者之專業海報發表(Comparison of stimulating 

current levels between straight and perimodiolarelectrodes、Can cochlear 

implantation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ochlear nerve deficiency be predicted by 

imaging findings?以及Outcome predication on cochlear implan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ND based on intra-op ECAP and post-op CAEP results)，此APSCI研究會

議屬於人工電子耳的領先會議，除了有亞太地區的代表更是吸引了來自世

界各地該領域的傑出專家專家，包括基礎科學家、臨床研究員、醫師、聽

力師以及語言治療師共同參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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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5th Rhinology Research 

Forum  in Asia 2019 and The 17th 

Shimane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 ORL & HNS

4

於第五屆亞洲鼻科學研討會，發表目前台灣大學耳鼻喉部鼻科團隊研究“台

灣地區的鼻竇疾病機制研究與內分型分析”之初步結果，與其他國家相關研

究團隊討論，了解目前的研究方向與未來建議的發展目標。

60

視覺光學與低視能學

6

在門診的低視能病患，若有眩光等的狀況，通常會被忽略、對病患的視覺

品質也較不重視。在臺灣，對於視障的病患國家有輔具補助經費，但缺乏

專業的醫師對病患做評估。在此次密西根進修中，目的主要針對本院目前

驗光配鏡的流程進行改善並設立低視能門診。在美國許多醫學中心都有低

視能門診，由專業的醫師或驗光師做評估及社會資源轉介。低視能病患熟

悉光學式及穿戴性輔具的使用，亦可以使用望遠鏡輔具等訓練，讓病患能

看得清楚對向來車及行人，能夠降低在行車上的風險。我們國家有對於低

視能病患的社會福利，但由於輔具使用較不普遍，一般民眾接受度較低，

造成病患也羞於在公眾場所使用輔具。眼科醫師及驗光師對於輔具缺乏專

業的訓練及評估，也沒有完善的門診規劃制度讓病患能在接受治療的場所

及早轉介到低視能門診評估。對於居家及定位定向的訓練更是需要和職能

治療師長遠的搭配訓練。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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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產前診斷與胎兒治療

6

產前胎兒異常之診斷與諮詢是醫學中心產科的重點項目。近年來超音波儀

器技術的進步，使得產檢醫師能在產前對於胎兒先天異常能夠有更精確的

診斷；不論是藉由第一孕期的唐氏症篩檢，或是第二孕期的高層次超音波

，目的都是為了能夠盡早篩選出有重大結構異常之胎兒，以減少家庭照護

之負擔。另除了診斷及諮詢，某些特定疾病的胎兒若能在子宮內先行接受

治療，也能降低產前或出生後胎兒死亡之風險，對於不良之預後能有所改

善。目前台灣對於產前胎兒治療之經驗和歐美國家相比仍不足，英國倫敦

大學國王學院附設醫院暨母胎研究中心為世界級之母胎醫學中心，希望藉

由此訓練機會增進胎兒異常診斷諮詢的知識並觀摩胎兒治療手術。

52

第12屆歐洲公共衛生大會

4

參與第12屆歐洲公共衛生大會/發表論文(Unexpected effect of 

smoking/drinking cessation among computed tomography lung screening 

consumers)

50

The 8th Meeting of IFAO and The 

JSAO 57th Annual Meeting

4

參與第8屆世界人工臟器研討會及第57屆日本人工臟器研討會展示海報並進

行口頭報告

20

合計 1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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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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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執行情行表

說明：

      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

         行、需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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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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