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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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2019第四屆杭州國際乳腺癌高峰

論壇(HIBCS)

4

黃主任受邀擔任第四屆杭州國際乳癌高峰論壇暨2019年浙江乳腺癌檢查培

訓會議演講者，發表主題為台灣乳腺癌篩檢的演變與成效。藉此機會，將

台灣乳癌篩檢之相關研究與社區篩檢之成效介紹予與會講者。

20

第十二屆天津國際乳腺癌會議

4

黃主任受邀擔任「第十二屆天津國際乳腺癌會議及2019美國臨床腫瘤學會

海外會場」演講者，發表主題為「新輔助治療在HER2 陽性乳癌的運用-

Katherine 硏究的啟示」藉此機會，分享輔助標靶藥物治療從過去到現在

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的演變，同時也分享本人在臨床治療的經驗

予與會者。此次會議聚焦在乳癌的精準醫學、轉譯醫學等方面臨床進展與

應用。來自世界各國癌症科學家齊聚天津進行研究成果分享，其度與廣度

上提供了醫學研究領域更多的視野與前膽性見解。

25

第九屆海峽兩岸毒理學研討會

4

姜醫師出席第九屆海峽兩岸毒理學研討會，並擔任第一單元「外源化學物

健康影響的毒理學機制」之主持人。除學習許多毒理學在各領域的最新發

展與最新資訊，結識了許多其他中國大陸毒理學家並進行意見交換，可謂

收穫良多。

30

第十六屆全國大腸癌學術大會暨

第四屆亞太結直腸癌學會

4

2019/10/25~2019/10/27梁金銅教授參加了在北京舉行「4th Congress of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16th Colorectal Cancer of China Anti-

cancer Association」。會中有中國大陸、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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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與會

者受益良多。

46

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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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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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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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屆上海國際乳腺癌論壇

4

 黃主任受邀前往中國上海出席「第十四屆上海國際乳腺癌論壇」並擔任

「乳腺癌專家研討會」之會議主持人，此次的會議針對HER2 陽性的乳癌治

療之現況與未來進行深入的探討，包含T-DM1的臨床應用以及其臨床副作

用-Thrombocytopenia(TCP)的控管，本次的會議主辦單位邀集台灣與中國在

乳癌治療領域重要的專家學者參與此次的討論並分享臨床研究成果，其深

度與廣度上提供了HER2 陽性的乳癌治療領域更多的視野與前膽性見解。

40

8th Asian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Camp for 

Colorectal Surgeons (ARLCCS)

4

出席2019年11月29至12月1日在中國上海舉辦之第八屆亞太機器人手術醫學

會。梁金銅教授為受邀之演講者至大會進行演說。

27

8th Asian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Camp for 

Colorectal Surgeons (ARLCCS)

4

出席2019年11月29至12月1日在中國上海舉辦之第八屆亞太機器人手術醫學

會。梁金銅教授為受邀之演講者至大會進行演說。

27

8th Asian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Camp for 

Colorectal Surgeons (ARLCCS)

4

出席2019年11月29至12月1日在中國上海舉辦之第八屆亞太機器人手術醫學

會。梁金銅教授為受邀之演講者至大會進行演說。

27

2019年第3屆三學會頭頸腫瘤醫

學會

4

本院耳鼻喉部教授兼主治醫師婁培人赴香港參加2019年第3屆三學會頭頸腫

瘤醫學會並進行醫療新知交流及醫療經驗分享。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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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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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上海顱底手術研討會

4

本次會議為台大醫院顱底手術團隊至上海華山醫院進行手術研習交流，以

期彼此觀摩學習， 促進雙方顱底手術未來有更進一步的合作，發展與進

步。上海華山醫院(西院)為中國前兩大， 世界前十大神經外科醫院，近年

來戮力發展相關手術，在手術量及手術設備(如術中 MRI、CT 術中導航系

統、術中血流偵測系統、神經監測系統及 5G 手術應用)上，皆達到世界頂

尖，本團隊在此行收穫甚豐，期待在未來能有進一步合作與發展。

35

圍術期醫學國際論壇─2019北京

大學醫學部麻醉學系年會暨中國

心胸血管圍術期器官保護學會

2019年學術年會

4

本次會議為參加會議的人員提供一個交流麻醉及圍術期器官保護領域熱點

問題和解決臨床實際問題的學術平台，推動麻醉科學發展，構建跨學科及

多中心協作研究平台，促進國內外器官保護研究交流。

33

第3屆三學會頭頸腫瘤醫學會

4

2019 三科部頭頸腫瘤會議由香港及新加坡頭頸腫瘤醫學會發起,今年加入台

灣,為第三屆會議,，旨在建立國際上,特別是華人地區相關領域頭頸癌症治療

交流平台,並促進臨床醫師和基礎研究者在最新發展和最新趨勢等方面，分

享、討論研究成果，架起基礎研究與臨床實踐的橋樑，將基礎研究成果轉

譯成臨床應用，建立頭頸腫瘤疾病治療的共識;以期日與精進,造福病患。林

醫師與台灣各醫院代表前往參加會議，收穫甚豐，並建立了國際交流情誼

，有助於往後臨床醫療乃至於研究的進行及發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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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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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北京眼科大會暨第九届全國

眼微循環年會

4

週日上午的議程有包括香港、澳門、美國、斯里蘭卡等學者專家參與會

議。內容包括視網膜的基因治療、糖尿病視網膜的基因治療、難治的黃斑

部疾病治療、術後發生的眼內炎、人工角膜的發展、青光眼的治療等。楊

醫師的講題是深度近視黃斑裂孔的發生機制與治療，將近年來在此領域的

臨床心得以15分鐘作了一個綜合整理。其中包含許多近年來發表的論文以

及最近的研究結果及數據，提升本院國際知名度。

32

第十屆書心劍律中國青年醫師論

壇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寧波書心劍律中國青年醫師論壇組委會主

席儲慧民教授力邀，擔任特邀講座教授。於大會針對由王醫師領銜發表的

高血壓嶄新腎動脈神經消融術台灣2019共識發表專題演講及研討會主持。

此會議係華東地區大型心血管及心電生理學術會議，參會者逾兩千人。王

醫師演講獲高度推崇，並與當地專家深入互動，廣泛交流。

13

第八屆兒童心臟病大會 (CPCS 

2019)

4

本年中國醫師協會舉辦的兒童心臟病大會在成都舉辦，王教授於9月20日下

午啟程前往成都，參加者約有800多人，分為幾個場地舉辦。最近大陸的小

兒心臟進步很多，尤其基礎的研究也相當多，王教授的演講排在9月21日下

午，講題為Transcatheter treatment for pulmonary atresia and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因為病人幾乎都是新生兒，治療難度高，演講完畢後很多人來問

問題並進行意見交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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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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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th ISN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11th 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4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onatal Screening(ISNS)是一個致力於推動新生兒篩

檢的國際學會，對於在新生兒與嬰兒產生症狀的代謝性疾病提倡立即篩

檢、適切的治療以減低疾病帶來的傷害，並且制訂篩檢指南、疾病資料與

醫療準則來提高篩檢作業品質與臨床服務，今年度國際會議與亞洲區會議

合併在中國杭州舉辦，為了提升本院的學術地位，本次參加會議以壁報形

式發表在Citrin缺乏症(第二型瓜胺酸血症及新生兒膽汁鬱積症)的成果，有

助於建立國際間交流與強化本院在國際新生兒篩檢領域的地位。

24

2019亞太婦產科內視鏡微創醫學

會

4

本院婦產部童寶玲醫師應邀大會演講，演講題目為單孔腹腔顯微鏡下大子

宮切除手術策略，同時也與一名第三年住院醫師發表海報，題目為GnRHa

使大子宮縮小後進行單孔腹腔鏡子宮切除手術的經驗分享，除了演講及海

報發表外，本次會議令人較感興趣的部分是VNOTES手術、侵入型子宮內

膜異位(DIE)切除手術和子宮頸癌保留神經的根除性手術。透過此類手術的

學習，將有效協助回答目前在發展這些困難手術時所遇到的問題，使進行

這類手術時更能得心應手。

20

2019亞太婦產科內視鏡微創醫學

會

4

此次會議是一年一度亞太婦產科內視鏡最重要的醫學會。針對婦科內視鏡

應用如單孔手術，達文西手術等各項議題等以演講、辯論等方式進行學術

研討。本院婦產部李浩宇醫師前往與會並進行一篇論文的發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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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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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th World Chinese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 

Neck Surgery Conference

4

會議主題含括耳、鼻、喉與頭頸外科相關專業範圍，促進兩岸三地華人之

間醫學技術、醫療新知及研究發展的交流，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促進不同領

域的知識 提供學者們瞭解當前所面臨到的新挑戰與未來發展趨勢的一個學

術 平台。

36

RAS Club大師講堂學術活動交

流演講

4

本院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世界高血壓聯盟邀請，以台灣高血壓學會理事長

身份，對全球高血壓治療現況及未來趨勢發表演講及參與醫院回診及講課

，分別於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重慶舉辦。王醫師報告內容獲高度評

價，並獲多人請益。

29

2019年上海小兒心血管疾病會議

4

本次會議邀請許多外國醫師，很多是從美國Columbia大學來的教授以及日

本與韓國的講師，日本講師Niwa演講有關成人先天性心臟病人的照顧與肺

高血壓病患的治療，演講內容相當精彩，目前大人先天性心臟病現在已成

顯學，有成人心臟科醫師的參與，更能即時診斷心衰竭並給予即時治療，

增加其存活率，我們在成人先天性心臟病這個領域，全台灣只有一個專責

醫師，其他都是兼任的，比較日本的醫療，我們尚待努力。王醫師此次演

講以不同種的瓣膜進行心導管置換肺動脈瓣膜術之長期追蹤，發現慎選病

人以及謹慎評估使用瓣膜的尺寸，應該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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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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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S 2019左主幹暨冠狀動脈分

叉病變峰會

4

本院內科部王宗道醫師此次係受第十一屆CBS大會主席陳紹良教授盛情邀

請，於大會擔任主席團主席並出任Challenging Case Competition 評審團主

席。CBS為亞洲區最大規模之冠脈分岔病變介入學術會議。王醫師於會議

中分享台灣經驗並進行點評，與大陸包括安貞醫院呂樹錚教授等多人深入

討論交流。

24

2019海峽兩岸黃斑部學組年會暨

第七屆PCV高峰會

4

楊醫師此次受邀參加北京召開的2019海峽兩岸黃斑部學組年會暨第七屆

PCV高峰會，為期1.5天，節目包括PCV及AMD三單元，黃斑手術一單元，

疑難病例討論兩單元，黃斑水腫一單元，綜合視網膜講題一單元及AI相關

的課題一單元，內容紮實豐富。

31

第七屆世界華人耳鼻咽喉頭頸外

科大會

4

第七屆世界華人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大會在澳門舉行，旨在建立國際上,特別

是華人地區耳鼻喉病症治療交流平台,並促進各國臨床醫師分享、討論研究

成果，架起研究與臨床實踐的橋樑，建立疾病治療的共識,以期日與精進,造

福病患。林醫師前往參加會議，收穫甚豐，並建立了國際交流情誼，有助

於在往後臨床醫療乃至於研究的進行及發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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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7月至108年12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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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中美創傷與急危重症醫學

南山論壇

4

本次會議由深圳南山人民醫院(現在改名為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深圳分院)

主辦，邀請中國、美國及台灣的外傷急救專家共聚一堂，主要是為了促進

中、美、台學術交流，以及提升中國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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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可以提供像地區城市醫院一個借鏡，以解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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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019年亞太醫學生物免疫學會腎

臟分會學術年會

4

本院內科部吳允升醫師前往深圳出席2019年亞太醫學生物免疫學會腎臟分

會學術年會，並於會中發表FGF-23 對急性腎損傷的影響，備受大會矚目，

並且達成合作收集檢體協議。

26

合計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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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