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07 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發表會 
大   會   議   程 （第一天）

醫學檢驗新技術與新管理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時間：10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09:00~12:0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 樓 301 會議室（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課程內容：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主持人：姜泰安 理事（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09:00~09:50 IMR 磁減量的檢驗技術應用 
楊謝樂 總經理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09:50~10:20 Break 

10:20~11:10 
A New Platform for Single 
Cell Isolation and Analysis 

黄忠諤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11:10~12:00 
2017-2018 年 TLIS 填報結

果報告

陳容卿 主任

安南醫院 檢驗科

12:00~13:00 Lunch 



希森美康 50週年慶暨與學會合辦 : 專業醫檢師細胞形態學能力評估之研討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時間：10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13:00~17:0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 樓 301 會議室（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課程目標: 
瞭解學會對於台灣醫檢人員之細胞形態學相關技能評估方式與能力教育的方向,提升醫檢人員專業
性，提高檢驗價值。
課程說明：
臨床醫師在實施醫療決策時，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醫檢人員所提供之檢驗訊息。通過自身所學為臨
床端提供專業并正確的檢驗訊息是每一位醫檢人員的使命與驕傲。在這之中，具備細胞形態學鏡檢
技能并結合臨床之能力常被認為是醫檢人員在進行專業檢驗中至關重要的基礎與專業性的體現。
放眼世界，世界各國通過 Photo Survey 等形式積極開展細胞形態學能力之評估。而目前台灣並未
實施相關舉措。為確保檢驗醫療價值，體現醫檢人員之專業性，學會建立評估專用之平台，以尿沉
渣，血球細胞形態為出發，介紹學會今後對細胞形態學相關技能評估，教育實施之背景與方向。同
時課程中并設了 Demo Survey 試做活動環節，幫助參加學會成員更直觀理解能力評估的形式與方
法。
另外，本課程中也特別邀請日本專家講師介紹與講解日本 3D 尿沉渣細胞鏡檢教育相關課程，供醫
檢界同仁參考學習。
適合參加人員：全台所有醫檢師資格從業人員

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13:00-13:15 致辭 尾辺和也 常務董事 
台灣希森美康股份有限公司

13:15-13:45 學會 Photo survey 活動規劃與將來應用 謝文祥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3:45-14:00 Break 
主持人: 李名世 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Photo survey 體驗 – 第一場次 (與第二場次內容相同，因座位有限，所以分成兩場進行) 

14:00-14:10 Photo survey 體驗 – 尿沉渣鏡檢 
朱蘇煜 醫檢師 (台大醫院) 

蔡慧思 醫檢師 (臺北榮總醫院) 
黃玉玲 醫檢師 (林口長庚醫院) 
鄧豪恩 醫檢師 (北醫附設醫院) 

14:10-14:20 Photo survey 結果收集與專家講解 蔡慧思 醫檢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

14:30-14:40 Photo survey 體驗 – 血液細胞 
胡忠怡 助理教授 (台大醫學院) 
潘琳琳 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 
孟淑英 醫檢師 (台大醫院) 
林素美 組長 (新光醫院) 

14:40-14:50 Photo survey 結果收集與專家講解 胡忠怡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

14:50-15:00 Break 
Photo survey 體驗 – 第二場次 (與第一場次內容相同，因座位有限，所以分成兩場進行) 

15:00-15:10 Photo survey 體驗 – 血液細胞 
胡忠怡 助理教授 (台大醫學院) 
潘琳琳 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 
孟淑英 醫檢師 (台大醫院) 
林素美 組長 (新光醫院) 

15:10-15:20 Photo survey 結果收集與專家講解 潘琳琳 主任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5:30-15:40 Photo survey 體驗 – 尿沉渣鏡檢 
朱蘇煜 醫檢師 (台大醫院) 

蔡慧思 醫檢師 (臺北榮總醫院) 
黃玉玲 醫檢師 (林口長庚醫院) 
鄧豪恩 醫檢師 (北醫附設醫院) 

15:40-15:50 Photo survey 結果收集與專家講解 
鄧豪恩 醫檢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醫學部

15:50-16:00 Break 
16:00-17:00 《尿沉渣 3D virtual 影像之有用性 

-尿沉渣檢驗中使用立體影像意義之思考》
松田親史 主任 

島根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 檢查部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07 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發表會 
大   會   議   程 （第一天） 

 
學 術 發 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時    間：10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09:00~12:00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 樓 401 會議室（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課程內容：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09:00~12:00 學 術 發 表 

12:00~13:00 Break & Lunch  
 

     魏伯蘭特因子 & 抗磷脂質症候群之實驗室診斷與臨床應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協辦單位：香港商沃芬台灣分公司 
時    間：10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13:00~16:00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 樓 401 會議室（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課程重點： 
1. vWD 之分型 
2. vWF 活性之實驗室分析方法比較 
3. 抗磷脂質症之臨床診斷 
4. LA 抗體之實驗室分析 

    課程內容：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13:00 -13:05  Welcome Address 謝文祥 理事長 

13:05 -13:10 Welcome Address 王力仁 總監 
香港商沃芬台灣分公司 

13:10 -13:20 Opening Speech 林正修 主任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檢驗醫學部 

13:20 -14:00 Laboratory and Genetic Diagnosis                                  
of Von Willebrand Disease 

陳宇欽 主任醫師 
三軍總醫院 血液腫瘤科 

14:00 -14:30 
The comparison of VWF Activity 
and  
VWF Ristocetin cofactor Activity 

郭夙峯 主任醫檢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檢驗醫學部 

14:30 -14:40 Discussion & Break Time 林正修 主任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檢驗醫學部 

14:40–15:20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bridging laboratory results and 
clinical practices 

周聖傑 醫師 
台大醫院 內科部 

15:20–15:50 Laboratory Detection of    
Lupus anticoagulant 

楊淑凌 血液組 組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 檢驗醫學部 

15:50–16:00 Discussion & Closing 林正修 主任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檢驗醫學部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07 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發表會 

大   會   議   程 （第二天） 
107 年 11 月 4 日（ 星期日 ） 

報到時間及地點-上午 08：00 ~ 11：00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會議室（402 會議室同步轉播） 
時   間 Plenary speech Speaker 

09:00~09:50 分子檢驗技術與精準醫療產業 張珩 理事長 
台灣精準醫療品質策進會 

09:50~10:40 老人醫學與對檢驗服務的需求 
林正介 理事長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 

10:40~11:00 壁報論文參觀 /休息 

11:00~12:00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402 會議室） 

12:00~13:30 午餐及儀器參觀 

13:30~16:30 得獎者演講 

9:00~16:30  §壁 報 論 文 發 表 展 示＆醫 學 檢 驗 儀 器 廠 商 展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