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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OBJECTIVES

1.

2.
3.
4.
與會者
AUDIENCE

To update knowledge in the taxonomy, identification and other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ould (filamentous fungi),
and underst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health globally and
locally.
To improve diagnostics and therapeutics of invasive diseases,
caused by medically important mould (filamentous fungi).
To facilitate cross sector communication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o review recent top papers in mycology

About 200 physicians, medical technicians, and scientists from the
organizing or co-organizing societies, institutes or foundations

8 月 29 日 (星期六)
現場：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 樓 1001 廰
時間

題目

講員

09:00-09:10

Welcome remark & opening

主持人

張上淳 副校長

Section 1: Special lecture
09:10-09:30

10 years of Taiwan MMTN (Dr. YeeChun Chen)

09:30-09:50

Mycoses: an updated overview

09:50-10:00

Panel discussion

10:00-10:20

陳宜君主任

何茂旺主任

吳綺容醫師

何茂旺主任

何茂旺主任
Group photo & Break

Section 2: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diagnosis of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10:20-10:50

The clue from the bugs

孫培倫醫師

盧柏樑主任

10:50-11:10

Image-radiology

陳若瑀醫師

張允中主任

王任卿主任

林進福主任

黃昱璁醫師

王復德主任

11:10-11:30
11:30-11:50
11:50-12:00

Pathologic diagnosis of mucormycosis:
experience in TCVGH
Serology test / Molecular diagnosis
(sequence-based, MALDI-TOF MS)

王復德主任 盧柏樑主任

Panel discussion

12:00-13:00

Lunch
Section 3: Mycoses in different specialties

13:00-13:25

Aspergillosis in ICU: case sharing

呂紹煒醫師

高國晉主任

13:25-13:50

Mycoses in ENT

林志峰醫師

梁凱莉主任

李正方醫師

李威震主任

連銘渝醫師

柯博升主任

劉欣瑜醫師

胡芳蓉主任

陳抱宇醫師

陳宜君主任

13:50-14:15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14:15-14:30
14:30-14:55
14:55-15:20
15:20-15:45
15:45-16:00

Break
Mycoses in Hema-oncology
Ocular fungal infections: updates in
Taiwan and Asia
Antifungal: recent advance and
challenge
Closing remarks

陳宜君主任 孫培倫醫師

主持人/講者 簡介
講題：Welcome remark & opening
張上淳副校長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副校長
 台大醫學院 內科教授
 台大醫學院 臨床藥學研究所教授
 台大醫學院 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教授
 台大醫院 內科部主治醫師
 中央研究院 基因體中心研究員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
 台大醫院 醫療體系管理發展中心主任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台大醫院 副院長
 台大醫院 教學部主任
 台大醫院 內科部感染科主任

講題：10 years of Taiwan MMTN
主持人：何茂旺主任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科主任
經歷：
 退輔會玉里榮民醫院住院醫師
 退輔會台北榮民總醫院 住院醫師及資深住院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科主治醫師、代主任

講者：陳宜君主任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
 台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主任
 台大醫院內科部感染科主任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合聘研究員級主治醫師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
 台灣感染管制學會常務監事
 台灣病毒學會理事
 國際人類暨動物黴菌學會副會長
經歷：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研究員級主治醫師兼副所長/代理所長

講題：Mycoses: an updated overview
主持人：何茂旺主任
講者：吳绮容醫師
現職：
 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助研究員級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 內科部合聘主治醫師
經歷：
 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究所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 內科部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 斗六分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講題：The clue from the bugs
主持人：盧柏樑主任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醫學系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系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內科部部主任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檢驗醫學部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內科部感染內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醫務秘書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教學組組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檢驗醫學部微生物室主任

講者：孫培倫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 皮膚部副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院 醫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 皮膚科主治醫師 (台北總院、淡水分院、台東分院)

講題：Image-radiology
主持人：張允中主任
現職：
 台大醫學院 放射線科教授
 台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常務理事
經歷：
 台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主任
 台大醫學院 放射線科主任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理事

講者：陳若瑀醫師
現職：
 台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心肺影像診斷科 主治醫師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講題：Pathologic diagnosis of mucormycosis: experience in TCVGH
主持人：林進福主任
現職：
 童綜合醫院 臨床病理科技術主任
 中台科技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能力試驗委員會細菌組召集人
經歷：
 台中榮民總醫院 微生物科主任
 疾病管制署生物安全查核委員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能力試驗委員會細菌組委員

講者：王任卿主任
現職：
 台中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主治醫師/科主任
經歷：
 美國佛州醫學中心血液病理進修醫師
 台中榮總病理部主治醫師
 澄清醫院中港院區內科住院醫師

講題：Serology test / Molecular diagnosis
(sequence-based, MALDI-TOF MS)
主持人：王復德主任
現職：
 台北榮民總醫院 內科部感染科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 感染管制室主任
 陽明大學醫學系 公衛研究所教授
經歷：
 台北榮民總醫院 感染科主治醫師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
 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理事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秘書長

講者：黃昱璁醫師
現職：
 台大醫院 主治醫師
經歷：
 亞東醫院 內科部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 檢驗醫學部住院醫師

講題：Aspergillosis in ICU: case sharing
主持人：高國晉主任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 內科部副部長
 林口長庚醫院 胸腔科教授
 長庚大學 醫學系教授
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 胸腔科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內科住院醫師

講者：呂紹煒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 胸腔內科系 主治醫師
經歷：
 聯新國際醫院重症醫學部 主治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 胸腔內科系 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 助理教授
 嘉義長庚醫院 內科加護病房主任
 長庚紀念醫院 內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 胸腔內科第一年研究員
 嘉義長庚 胸腔內科第二年研究員

講題：Mycoses in ENT
主持人：梁凱莉主任
現職：
 台中榮民總醫院 鼻科主任
 陽明大學 醫學系副教授
經歷：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主治醫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 研究員

講者：林志峰醫師
現職：
 台大醫院 耳鼻喉部主治醫師
經歷：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健保局台北聯合門診中心 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講題：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主持人：李威震主任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 外科部主任
 台灣外科醫學會 理事
 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理事
 林口長庚醫院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經歷：
 台灣移植醫學學會 理事長
 林口長庚醫院 一般外科系系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 一般外科系肝臟暨移植外科科主任

講者：李正方醫師
現職：
 長庚醫院 肝臟移植小組成員
 長庚醫院 移植加護病房專職醫師
經歷：
 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研究員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外傷急症外科主治醫師

講題：Mycoses in Hema-oncology
主持人：柯博升主任
現職：
 台大醫學院 內科副教授
 台大醫院 內科部主治醫師
 台大癌症中心醫院 血液腫瘤部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理事長
 台灣藥物經濟及效果研究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理事
經歷：
 板橋亞東紀念醫院 內科部主治醫師
 美國德州大學休士頓分校 健康科學中心訪問學者
 中華民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細胞及系統生物學研究所合聘助研究員

講者：連銘渝醫師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講題：Ocular fungal infections: updates in Taiwan and Asia
主持人：胡芳蓉主任
現職：
 台灣大學特聘教授
 台大醫學院 眼科教授
 台大醫院 眼科部角膜科主任
 台大醫院 眼科部主治醫師
 台灣國家眼庫 主持人兼醫學主管
經歷：
 台大醫院 副院長
 台大醫院 眼科部主任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理事長
 台灣眼科學教授學術醫學會理事長
 台灣醫學會理事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董事

講者：劉欣瑜醫師
現職：
 台大醫院 眼科部主治醫師
經歷：
 台大醫院 眼科部角膜科研修醫師
 台大醫院 眼科部總醫師
 台大醫院 眼科部住院醫師

講題：Antifungal: recent advance and challenge
主持人：陳宜君主任
講者：陳抱宇醫師
現職：
 台大醫院 內科部主治醫師
 台大醫學院 內科兼任講師
經歷：
 台大醫院 創傷醫學部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內科部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綜合事務室代理主任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內科部主治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