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醫院醫療體系 2023 年度第一次星月院所交流與學術討論會 

時間：2023 年 3 月 5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廳 

主辦：臺大醫院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 

學分申請：內科、外科、家醫科、老醫科、婦產科、兒科、皮膚科、

整形外科、急診醫學 

壹、 議程 

時間 內容 報告人 主持人 

08:40-09:00 報到 

09:00-09:10 貴賓及院方致詞 

09:10-09:20 星月計畫進度報告 臺大醫院賴逸儒副院長 

臺大醫院 

賴逸儒 

副院長 

09:20-10:10 
皮膚科常見問題與轉介 

及 choosing wisely 議題 

臺大醫院皮膚部 

烏惟新醫師 

10:10-11:00 
常見慢性傷口的評估、處置與

轉介 

臺大醫院整形外科 

鄭乃禎醫師 

11:00-11:50 高壓氧治療中心簡介與適應症 
臺大醫院整形外科 

黃柏誠醫師 

11:50- 星月院所雙向交流與討論 

賴逸儒副院長 

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 

副主任      詹其峰醫師 

執行秘書    曾家琳醫師 

資訊管理組  郭律成醫師 

教育訓練組  陳彥元醫師 

行政管理組  楊亦平組長 



相關醫學會教育積分申請表格 

(一)課程主題摘要內容 

主講題目 皮膚科常見問題與轉介及 choosing wisely議題 

演講時段 2023年 3月 5日(星期日)上午 9:20-10:10 

摘要內容 

﹙至少 100字~200

字以內） 

在這演講中，將藉由皮膚科轉介案例討論嚴重皮膚藥物不良反應

（severe cutaneous adverse drug reactions, SCAR），主要

包含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毒性表皮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以及藥物疹合併嗜伊紅血症及全身症狀

（Drug Reaction with Eosinophilia and Systemic Symptoms, 

DRESS），另外，提供台灣本土統計資料以及一些有關如何預防

及早期轉介這些罕見卻嚴重可能致命的疾病。最後解釋皮膚科相

關 Choosing Wisely明智選擇的概念。將介紹基層適用的皮膚疾

病 Choosing Wisely指引，並解釋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

來提高醫療效率和降低醫療成本。 

 

(二)講師學歷資料表 

講師姓名 烏惟新 

最高學歷 

學校：國立臺灣大學 

科系：醫學系 畢業年度： 2004 

級別：(請勾選) 

□研究所（博士）□研究所（碩士）▓大學（學士） 

畢業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 科系：醫學系 畢業年度：2004 

 

(三)講師經歷資料表 

 機構名稱、部門(科別) 職稱 年資 

現職 臺大醫院皮膚部 主治醫師 2016-迄今 

經歷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皮膚部 主任 2014-2016 

臺大醫院北護分院皮膚部 兼任主治醫師 2010-迄今 

基隆市立醫院 主治醫師 2010-2014 

專長 一般皮膚病、黴菌及感染性皮膚病、小兒皮膚病、自體免疫水泡病 

學術著作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200094/otherinfo.html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200094/otherinfo.html


相關醫學會教育積分申請表格 

(一)課程主題摘要內容 

主講題目 常見慢性傷口的評估、處置與轉介 

演講時段 2023年 3月 5日(星期日)上午 10:10-11:00 

摘要內容 

﹙至少 100字~200

字以內） 

在現代高齡化社會中，慢性傷口是基層醫療的重要課題之一。臨

床上常遇見的慢性傷口，主要為褥瘡及糖尿病、動靜脈疾病引起之下

肢潰瘍。治療慢性傷口需多管齊下，首先應充分瞭解形成傷口的原

因，包括神經病變、血管病變及感染。老年糖尿病病患也要留意血糖

控制仍需注意，且需消除傷口上的壓力，例如可讓病患減少行走，並

使用特殊的治療鞋來達到減壓的目的。同時要評估病患的足部血流

狀況，若有周邊動脈阻塞的情況，則要考慮施以血管擴張手術以改善

血液循環。若慢性傷口有壞死組織及併發感染時，則需考慮轉介進行

清創手術，並依細菌培養報告來選擇抗生素加以治療。 

 

(二)講師學歷資料表 

講師姓名 鄭乃禎 

最高學歷 

學校：國立臺灣大學 

科系：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畢業年度： 2012 

級別：(請勾選) 
▓研究所（博士）□研究所（碩士）□大學（學士） 

畢業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 科系：醫學系 畢業年度：1999 

國立臺灣大學 科系：臨床醫學研究所 畢業年度：2005 

國立臺灣大學 科系：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畢業年度：2012 

 

(三)講師經歷資料表 
 機構名稱、部門(科別) 職稱 年資 

現職 

臺大醫院 主治醫師 2005-迄今 

臺大醫學院 臨床教授 2020-迄今 

臺大醫院 9D 病房 主任 2014-迄今 

經歷 

臺大醫學院 臨床副教授  

臺大醫學院 臨床助理教授  

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外科 研究員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整形外科 主治醫師  

專長 乳房整形與重建、顏面整形、抽脂與脂肪移植、困難傷口治療、軟組織腫瘤 

學術著作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247/otherinfo.html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6247/otherinfo.html


相關醫學會教育積分申請表格 

(一)課程主題摘要內容 

主講題目 高壓氧治療中心簡介與適應症 

演講時段 2023年 3月 5日(星期日)上午 11:00-11:50 

摘要內容 

﹙至少 100字~200

字以內） 

台大醫院於 1983 年陳明庭教授引進高壓氧單人艙治療至今，

雖有 10 年停擺但於 2021 年重啟。求診者在高壓與高濃度氧氣的

封閉環境下，增加血液中氧氣分壓與含氧量，提供缺氧組織足夠

的氧氣，減輕組織水腫，去除空氣栓塞，增加血液灌流，促進組

織修復與抑制厭氧細菌生存。台灣健保署有給付適應症，部分適

應症需事前向健保局申請審查。本中心目前有兩位高壓氧專科醫

師–外科部整形外科：黃柏誠醫師與趙崧筌醫師，建議有需要諮

詢或尋求治療者，可以至兩位醫師門診評估。本中心未來希望能

成為台灣高壓氧醫學重鎮，添購多人艙設備，晉升為高壓氧訓練

中心，並協助台大醫療體系各分院建立高壓氧治療中心，服務有

需要的在地病患！ 

 

(二)講師學歷資料表 

講師姓名 黃柏誠 

最高學歷 

學校：長庚大學 

科系：顱顏口腔醫學研究所 畢業年度： 111 

級別：(請勾選) 
□研究所（博士）■研究所（碩士）□大學（學士） 

畢業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 科系：醫學系 畢業年度：97 

長庚大學 科系：顱顏口腔醫學研究所 畢業年度：111 

國立臺灣大學 科系：病理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畢業年度： 

 

(三)講師經歷資料表 
 機構名稱、部門(科別) 職稱 年資 

現職 

臺大醫院 主治醫師 -迄今 

台灣顯微重建外科醫學會 理事 -迄今 

台灣顱顏學會 理事 -迄今 

台灣手外科醫學會 監事 -迄今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 理事 -迄今 

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 副秘書長 -迄今 

經歷 

台大新竹分院整形外科 主任  

台大新竹分院美容中心 主任  

台大新竹分院傷照口中心 主任  

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講師  

專長 

顱顏重建外科(創傷、顏面骨折、先天顱顏畸形、小耳症、削骨、正顎手
術)、顯微重建外科、美容外科(鼻整形、乳房整形、眼皮、內視鏡美容手
術、全身形體雕塑) 、淋巴水腫、血管瘤及血管畸形、變性手術、高壓氧
醫學 

學術著作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8236/otherinfo.html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cris/rp/rp08236/otherinf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