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臨床病例討論會 

時間 
台北  １月9日(下午) 

台大兒醫B1講堂 

桃園  １月9日(下午) 

桃園尊爵飯店3樓翡翠廳 

台中  １月9日(下午) 

中港澄清17樓國際會議廳 

嘉義  1月9日(下午) 

嘉義觀止飯店B1會議室 

台南  １月9日(下午) 

成大醫學院第二講堂 

13:50～14:00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14:00～14:10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主持人 王鵬惠／陳思原 李奇龍／楊誠嘉 陳明哲／李茂盛 林嘉祈／歐育哲 郭宗正／康琳 

14:10～14:40 子宮內膜癌篩檢-傳統檢查與

基因診斷 ―温國璋(雙和) 

Endoscopic Managements for First 

Trimester Cesarean Scar 

Pregnancies―顏志峰(林口長庚)  

The limitation of Pap smear: 

A case of adenocarcinoma― 

許世典(中榮) 

Incidental finding of ovarian 

cancer during LSC surgery― 

石宇翔/呂建興(中榮) 

Placental abruption ― 

梁俊恒(嘉基) 

子宮破裂合併產後大出血:病例報告

及文獻回顧―吳珮瑩(成大) 

14:40～15:10 懷孕合併卵巢癌 ―林玟瑄

(馬偕) 

 

A case of Dandy Walker variant 

from sonogram to MRI ―闕河晏

(林口長庚) 

Marfan syndrome: Prenatal 

diagnosis―曾振志(中榮) 

如何避免輸卵管結紮後

產生子宮外孕How to 

avoid ectopic pregnanc―

陳哲民(嘉長) 

孕婦到院前心跳停止:病例報告及文

獻回顧―蔡幸芬(成大) 

15:10～15:40 PGT-SR for recurrent 

miscarriage ―林冠廷(台大) 

 

an atypical presentation of HELLP 

syndrome ―黃建勳(部桃) 

fetal hemolytic anemia―楊珮音 

(彰基) 

產後傷口照護―鄭菱勻

(嘉長) 

深部浸潤子宮內膜異位DIE 

 (Deep Infiltrating Endometriosis)― 

余沛修(郭綜合) 

15:40～16:00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主持人 王有利／蔡明松 洪秉坤／張紅淇 張維君／蕭弘智 徐明洸／何宗錦 林鏡川／張峰銘 

16:00～16:30 子癲症案例分享―陳怡潔 

(國泰) 

Retroperitoneal Hematoma post 

Cesarean Section ―楊誠嘉 

(聖保祿) 

Pregnancy 31+6 weeks with 

Chronic hypertension & 

Oligohydramnios―謝保群 

(澄清) 

懷孕初期高血壓-慢性高

血壓―潘松坡 

(台大雲林) 

早期終止妊娠合併低血容性休克―

徐英倫(奇美) 

16:30～17:00 Pregnancy with HIV―蘇茗軒

(北榮) 

Persistent Abominal Pregnancy  

―江茂僑(敏盛) 

morbid adherent placenta― 

袁嘉駿(中國) 

Pulmonary embolism in 

pregnancy ―莊啟柔 

(大林慈濟) 

妊娠中期合併肺高壓―彭依婷(奇美) 

17:00～17:30 產後大出血案例分享― 

林啟康(三總) 

懷孕與哺乳期的預防層面：營養

介入是否有助益？(雀巢) 

uterine rupture―黃允瑤(中山)  Dienogest使用後不規則陰道出血處

理案例分享―吳東璧(新樓) 

17:30~  

晚宴 

   



 

時間 
高雄 １月9日(下午) 

福華大飯店7樓金龍廳 

花蓮  １月9日(下午) 

花蓮Kadda飯店1樓餐廳 

新竹  1月16日(下午) 

新竹國賓飯店13樓會議AB室 

屏東  1月16日(下午) 

鮪魚家族飯店2樓興成發廳 

13:50～14:00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14:00～14:10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主持人 崔冠濠／龍震宇 廖基元／王功亮 曾英智／翁順隆 鄭英傑／許振隆 

14:10～14:40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Pelvic Reconstruction Surgery 

Complicated with Syringomyelia―張至婷(高醫) 

MCDA Twin with one cord prolapse 

IUFD /Diagnosis of Ectopic pregnancy―

蔡啟智(門諾) 

Low grade endometrium 

stroma sarcoma―羅崧慎 

(國泰新竹) 

發燒腹痛婦科卵巢案例分享― 

劉士傑(屏基) 

14:40～15:10 Urethrovaginal fistula after anterior colporrhaphy- a 

case report ―許瑋芸(高醫) 

No-look-no touch techniques in 

laparoscopic radical hysterectomy― 

丁大清(慈濟) 

腹腔鏡子宮頸環紮術― 

黃才銘／黃閔照(新竹馬偕) 

TCR for management for uterine 

anomaly and recurrent pregnancy loss  

―陳其葳(高榮) 

15:10～15:40 TCR for management for uterine anomaly and 

recurrent pregnancy loss―陳其葳(高榮) 

Chronic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 

( MTS and NCS)―吳文綺(門諾) 

達文西在子宮內膜癌前哨淋

巴結之應用―穆慧蕾／詹家豪 

(新竹馬偕) 

植入性胎盤與保守性治療案例分享

―黃坤龍(高長) 

15:40～16:00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主持人 張基昌／許德耀 蔡啟智／朱堂元 童寶玲／田明訓 劉德森／王仁星 

16:00～16:30 植入性胎盤與保守性治療案例分享―黃坤龍(高長) Propess Vag Delivery System 

(Dinoprostone) use in induction: 

experiences sharing―魏佑吉(慈濟) 

羊水栓塞案例分享―林明緯 

(台大新竹) 

Leiomyosarcoma ―胡馨容(義大) 

16:30～17:00 子宮破裂併產後大出血案例分享― 

李佩芳(高長) 

The placement of repeated cervix cerclage 

in a woman.―廖基元(門諾) 

剖腹產疤痕外孕以腹腔鏡手

術處理案例分享―林敬旺 

(大千)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Pelvic 

Reconstruction Surgery Complicated 

with Syringomyelia―張至婷(高醫) 

17:00～17:30 Leiomyosarcoma―胡馨容(義大) Robotic system and hysteroscopic cold 

knife use for posterior, cervical myomas, 

pelvic endometriosis and endometrial 

polyps―龐渂醛(慈濟) 

單孔腹腔鏡子宮肌瘤切除手

術案例系列分享―陳珮凌 

(東元) 

Urethrovaginal fistula after anterior 

colporrhaphy- a case report ―許瑋芸

(高醫) 

17:30~ Adhesion prevention in gynecology surgery―葛菁如

(百特) 

Dienogest 於子宮內膜異位症（adenomyosis:endometriosis of 

uterus)治療與術後長期使用降低復發率之經驗― 

蔡英美(拜耳) 

基因檢測之案例分析(慧智基因) 產科照護新趨勢(輝凌) 

晚宴 

晚宴 晚宴 晚宴（10樓國際B廳）  



 

 

 

 

 

 

 

 

 

 

 

 

 

 

 

 

 

 

 

 

 

 

 

 

 

臨床病例討論會 

 

各位醫師，大家好： 

學會分別在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嘉

義、台南、高雄、屏東、花蓮等 9 個地區辦理臨床

病例討論會，透過案例分析討論，達到繼續教育目

的，同時藉此建立醫院與基層地區轉診網絡，期盼

未來各區醫院也能開放科內病例討論會，尤其是轉

診病例給基層醫師參與(實體或視訊)，提升照護品

質。部分地區會後有辦理相關晚宴活動，請提早報

名並註明是否參加晚宴。 

 

 

理    事    長    黃閔照 

繼續教育委員會

召    集   人     郭宗正 

         秘    書    長    黃建霈  敬邀 
 
 

 
110年01月09日(星期六) 

第一梯次 

台北 台大醫院兒童大樓B1講堂 

 (台北市中山南路8號) 

桃園 桃園尊爵大飯店3樓翡翠廳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300號) 

台中 中港澄清醫院17樓國際會議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66號) 

嘉義 嘉義觀止飯店B1會議室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467號) 

台南 成大醫學院第二講堂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一號) 

高雄 福華大飯店7樓金龍廳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 

花蓮 花蓮Kadda海景飯店1樓餐廳 

 (花蓮市民權路2-6號) 

 

110年01月16日(星期六) 

第二梯次 

新竹 新竹國賓飯店13樓會議AB室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188號) 

屏東 鮪魚家族飯店2樓興成發廳 

(屏東市民生路 255號) 

主辦：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協辦：臺大醫院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新竹馬偕醫院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成大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基督教門諾醫院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學分：Ａ類 3分   參加費用：免費 

報名注意事項： 請攜帶口罩及證件。 

https://forms.gle/CQBNuBsxYutWkfDN9 

請用上述網址或 QRcode填寫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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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CQBNuBsxYutWkfDN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