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小兒外科醫學會  函 
 

聯絡地址：(40447)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第一醫療大樓 6 樓外科部 

聯絡人：洪靜宜 

電話：04-22052121 轉 1639 

Email：tapstw@gmail.com 

 

 

受文者：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06 日 

發文字號：﹝108﹞兒外醫會興字第 061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條件：普通 

附件： 

 

 

主旨：台灣小兒外科醫學會第十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 65 次學術演講會 

開會通知 

 

說明： 

一、 本會謹訂於 108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假中國醫藥大學安康教學大樓

二樓 K205 講堂舉行第十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 65 次學術演講會

，會中邀請香港大學 Kenneth Wong 教授蒞臨演講，敬請各位會員踴

躍參加。 

二、 當日上午 11:00~12:00 舉行第十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敬請各會員踴

躍出席。 

三、 本次會議(準)會員需繳交年會報到費 1000 元，尚未繳交 107、108

年常年會費者，請儘速補繳，以利會務之推展【戶名：台灣小兒外

科醫學會，劃撥帳號：22293299】。 

 

理事長李建興 

 

mailto:tapstw@gmail.com


 

台台灣灣小小兒兒外外科科醫醫學學會會第第十十七七屆屆第第二二次次會會員員大大會會暨暨第第六六十十五五次次學學術術演演講講會會  
會議日期：108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  08:00～17:00 
會議地點：中國醫藥大學安康教學大樓二樓 K205 講堂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9 號) 
主辦單位：台灣小兒外科醫學會 
合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 兒童醫院  

  
時   間 講             題 演講者 座長 

08:00 ~ 會員報到、領取資料 

08:30~08:40  理事長及貴賓致詞 

論文報告(一)  08:40 ~09:20 

08:40~08:45 Primary omental abscess in children: two case reports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奕嘉 

趙小慧 

黃勝揚 

08:45~08:50 
Pre-operative CT-guided Localization of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 case report with video 

台中榮民總醫院 
黃勝揚 

08:50~08:55 
Meconium peritonitis with jejunal atresia caused by duplication 

cyst torsion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趙小慧 

08:55~09:00 
Undifferentiated Embryonal Sarcoma in An Older Child: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新竹馬偕醫院 
黃富煥 

09:00~09:05 
Meckel’s Diverticulum with Absence of Ectopic Gastric Mucosa 

Presenting with Positive Meckel’s Scan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施俊偉 

09:05~09:20 新生兒巨大腎積水處理的選擇 
長庚醫院 
張北葉 

09:20~10:00 專題演講(一) 隱睪症治療經驗談 
台北馬偕醫院 

王念陸 

李信儀 

賴勁堯 

10:00~10:20 Coffee Break 

10:20~11:00 專題演講(二) The Minimally Invasive Repair of Pectus Excavatum 

宏恩綜合醫院/ 

中心綜合醫院 

朱志純 

錢大維 

葉明倫 

11:00~12:00  會員大會 

12:00~13:30  午餐【理監事會議】 

論文報告(二) 13:30~14:10 

13:30~13:35 
An Innovative Solution To Large Laparotomy Wounds Closure: a 
case report of small bowel transplantation 

亞東紀念醫院 
夏肇聰 

許文明 

王正斌 

13:35~13:45 
Long-term nutritional status after Isolated Intestinal 
Transplantation 

亞東紀念醫院 
陳 芸 

13:45~13:50 
Case Report — Transaxillary Subcutaneous Endoscopic Surgery 
for Pediatric Torticollis 

彰化基督教醫院 
傅玉瑋 

13:50~13:55 
Auto-amputated ovarian cyst in infants: a report of 4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高雄長庚醫院 
江俊宏 

13:55~14:00 
Late-presenting 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 with 
intrathoracic appendicitis: a case report. 

高雄長庚醫院 
蔡逸文 



 

 

 

   

14:00~14:10 
Experience of over 300 single port percutaneous internal ring 

sutures for the repair of pediatric inguinal hernia 

嘉義長庚醫院 
王世憲 

 

14:10~15:00 
外賓演講(一)Training in MIS:Experience from a medium volume 
centre 

Prof. Kenneth Wong 陳芸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0 外賓演講(二)Biliary atresia in HKU:Three decades on Prof. Kenneth Wong 李建興 

圓桌討論 16:00~17:00 
題目:急性闌尾炎，抗生素治療取代手術治療的適應症 

主持人:謝明諭 

16:00~16:05 Opening 
中山醫學大學附醫院 

謝明諭 

謝明諭 

16:05~16:15 
The Indications for 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f Acute 
Appendicitis in Children 

彰化基督教醫院 
許耀仁 

16:15~16:25 
The Strategies of Antibiotic in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f Acute 
Appendicitis 

彰化基督教醫院 
傅玉瑋 

16:25~16:35 Follow up and Possible Issues 
高雄榮民總醫院 

王正斌 

16:35~16:45 
The Indication of Conversion to Surgical Treatment and Possible 
Issues 

義大醫院 
柯柏瑞 

16:45~17:00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全體與會人員 

17:30~ 晚宴(台中中友百貨 A 棟 11 樓 nara Thai Cuisine ; 1800 準時開席) 

備註: 

1.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B 類 4 分)、台灣內視鏡外科醫學會(10 分)、台

灣疝氣醫學會、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10 分) 、台灣兒科醫學會、台灣小兒消化

醫學會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2.活動當日(準)會員需繳交年會報到費 1000 元，尚未繳交 108 年度常年會費 3000 元者，

可於當日繳款。 



 

◎交通指引 

 

 

◎停車資訊(建議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復健停車場、育德立體停車場，請參考) 

＊當日演講者及座長有停車優惠卷(需停車在復健停車場、育德立體停車場)，請向報到處領取 

 



 

◎公共交通資訊(建議路線，下車處離開會地點較近，請參考) 

客運公司 路線號碼 起訖站名 下車處 

高鐵快捷公司 159 路  高鐵台中站【6 號出口 13

號月台】 - 中國醫藥大

學 - 台中公園 

中國醫藥大學站

（兒童醫院或中

山堂 東南客運 67 路 台中車站 -東海別墅 

統聯客運 61 路 台中車站 - 大雅 

 

◎自行開車 

1. 走國道 1 號 

o 南下：由 174.2K 大雅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

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中國醫藥大學→學士路與育德路交叉口左轉

育德路→左轉大德街即到達安康教學大樓(全家便利商店對面)。 

o 北上：由 178.6K 台中交流道下，經中港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

叉口，即可到達中國醫藥大學→學士路與育德路交叉口左轉育德路→

左轉大德街即到達安康教學大樓(全家便利商店對面)。 

2. 走國道 3 號 

o 南下：由 176.1K 沙鹿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

學士路交叉口，即可到達中國醫藥大學→學士路與育德路交叉口左轉

育德路→左轉大德街即到達安康教學大樓(全家便利商店對面)。 

o 北上：由 209.0K 中投交流道下，經中投快速道路→五權南路→五權路

左轉學士路，即可到達中國醫藥大學→學士路與育德路交叉口左轉育

德路→左轉大德街即到達安康教學大樓(全家便利商店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