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半年會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半年會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半年會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半年會 

Time：：：：2020/07/31-08/01(週五週五週五週五、、、、六六六六) 

Venue：：：：花蓮福容大飯店花蓮福容大飯店花蓮福容大飯店花蓮福容大飯店(花蓮市民生路花蓮市民生路花蓮市民生路花蓮市民生路 51 號號號號) 

Host Organization：：：：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財團法人金培醫學基金會財團法人金培醫學基金會財團法人金培醫學基金會財團法人金培醫學基金會 

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 : : : https://bit.ly/3d7Hv6j     

 

 

【【【【Day 1】：】：】：】：2020/7/31(週五週五週五週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4:40-19:00 

14:40-14:50 Opening                                                       江博暉 理事長 

Session: Prostate Cancer 
Moderators: 馮思中馮思中馮思中馮思中、、、、余燦榮余燦榮余燦榮余燦榮、、、、沈坤宏沈坤宏沈坤宏沈坤宏、、、、童敏哲童敏哲童敏哲童敏哲 

14:50-15:05 Neoadjuvant therapy for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台中榮總 

王賢祥 醫師 

15:05-15:20 Continuum treatment in metastatic prostate cancer  
台大醫院 

郭哲銓 醫師 

15:20-15:35 Study of Olaparib in men with mCRPC 
高醫 

李香瑩 醫師 

15:35-15:45 
Early Dutasteride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Elevated 
Serum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Levels Following 
Robot-Assisted Radical Prostatectomy 

童綜合醫院 
呂謹亨 醫師 

15:45-15:55 Ra223 for mCRPC: KCGH experiences 
高雄長庚 

江品葭 醫師 

15:55-16:05 
Cohort study of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in the 
treatment of localised prostate cancer treatment: 
medium-term results from a single centre 

高雄長庚 
吳彥廷 醫師 

16:05-16:20 Salvage radio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after HIFU or RP 
高雄長庚 

方富民 醫師 

16:20-16:30 
New hormone agents for prostate cancer: focus on safety 
issues 

彰基 
王百孚 醫師 

16:30-17:00 
Darolutamide, Enzalutamide & Apalutamide in nmCRPC – 
clinicians view on different NAHs. 

Northern Cancer Institute 

Dr. Laurence Krieger 

17:00-17:20 Discussion 

17:20-17:50 Coffee break 

Session : Renal Cell Carcinoma 

Moderators:阮雍順阮雍順阮雍順阮雍順、、、、李偉嘉李偉嘉李偉嘉李偉嘉、、、、陳彥達陳彥達陳彥達陳彥達 

17:50-18:05 IO+TKI combination for mRCC 
台中榮總 

盧嘉文 醫師 

18:05-18:20 The role of partial nephrectomy in renal tumor 
高雄長庚 

鄭元佐 醫師 

18:20-18:35 Is cryoablation feasible for renal tumor larger than 4 cm? 
高雄長庚 

劉惠瑛 醫師 

18:35-18:55 Discussion 

18:55-19:00 Closing                                                        吳文正 產學長 

19:00 Welcome dinner &TUOA 理監事會議 



 

【【【【Day 2】：】：】：】：2020/8/1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08:55-12:30 

08:55-09:00 Opening                                                      江博暉 理事長                                    

Session: Urothelial Cancer 
Moderators: 陳紹寬陳紹寬陳紹寬陳紹寬、、、、李經家李經家李經家李經家、、、、王弘仁王弘仁王弘仁王弘仁、、、、陳冠州陳冠州陳冠州陳冠州 

09:00-09:10 The role of PD-L1 and Ki67 in urothelial cancer 
高雄長庚 

蔡牧堯 醫師 

09:10-09:25 IO in NMIBC & MIBC 
中山附醫 

王紹全 醫師 

09:25-09:40 
Neoadjuvant treatment for TxN0M0 bladder cancer: KCGH 
experiences 

高雄長庚 
羅浩倫 醫師 

09:40-09:55 How to manage metastatic UC for ESRD patient 
高雄長庚 

康智雄 醫師 

09:55-10:10 IO and chemotherapy combination, current evidence update 
成大醫院 

蔡育賢 

10:10-10:25 IO in aUTUC : CMUH experience 
中國附醫 

黃志平 醫師 

10:25-10:40 Discussion 

10:40-11:10 Coffee break 

Session : Special Lecture 
Moderators:張宏江張宏江張宏江張宏江、、、、陳煜陳煜陳煜陳煜、、、、廖俊厚廖俊厚廖俊厚廖俊厚 

11:10-11:25 跨領域產學合作模式 
高醫 

吳文正 醫師 

11:25-11:40 

防疫決勝關鍵：建置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及抗體大量篩檢站

-LSPR-MFCD 手持式檢測技術及境外可移動式負壓隔離

智慧病房 

童綜合 

歐宴泉 醫師 

11:40-12:00 智慧醫療與 AI 應用於臨床場域的效益評估 
慧誠智醫 

涂羿凡 經理 

12:00-12:20 迎向專科醫院：拆解醫學中心? 
高雄長庚 

江博暉 醫師 

12:20-12:30 Discussion 

12:30 Closing                                                        江博暉 理事長 

� 學分申請學分申請學分申請學分申請：：：：台灣泌尿科醫學會台灣泌尿科醫學會台灣泌尿科醫學會台灣泌尿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 外賓以視訊方式進行外賓以視訊方式進行外賓以視訊方式進行外賓以視訊方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