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會議程（第一天） 
106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09:00~12:10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08:00~09:00 報到） 

醫療衝突管理暨醫療促進溝通課程 
-困難抽血病患與抽血站客訴案例討論- 

時時 時          時 時時時 

主持人 : 李名世 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09:00~09:45 醫療溝通關懷與衝突管理概念 

李詩應 執行長/醫師 
陳忠純紀念促進醫病關係教育

公益信託/西園醫院 

09:45~10:30 醫事人員面對醫療糾紛態度及法律分析 
黃品欽 律師 

大願法律事務所 
10:30~10:40 Break 

10:40~11:25 嬰幼兒抽(採)血與家長溝通方式 
譚湘玲 護理長 
新光醫院 護理部  

11:25~11:50 抽血站客訴案例分析 
蔡雅雯 醫檢師 

奇美醫院 臨床病理科 

11:50~12:10 
關懷與衝突管理實務運用與 

案例討論 

陳永綺 會長/醫師 
陳忠純紀念促進醫病關係教育

公益信託/書田診所 
12:10~13:30 Lunch 

301 會議室（13:30-17:00） 

臨床實驗室-檢驗品質指標研討會 
時時 時          時 時時時 

13:30~13:40 致詞 

高智雄 常務理事 

TLIS 工作小組召集人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3:40~14:30 
TLIS 資訊系統網路申請與填報作業說明暨 
106 年 TLIS 指標填報結果初探 

蔡雅雯 醫檢師 
奇美醫院 臨床病理科 

14:30~15:10 國際臨床檢驗品質指標發展狀況與國內展望 高智雄 主任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 

15:10~15:30 Break 

15:30~16:00 品質指標資料搜集填報方式經驗分享(一) 黃雅芳 主任 
屏東基督教醫院 檢驗科 

16:00~16:30 品質指標資料搜集填報方式經驗分享(二) 吳明訓 主任 
敏盛綜合醫院 檢驗科 

16:30~16:50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 Q&A 醫檢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16:50~17:00 繳回問卷及簽退 



大會議程（第一天） 
106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09:00~12:00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會議室（08:00~09:00 報到） 

醫學檢驗發展教育研討會 
時時 時          時 時時時 

主持人 : 吳竹蘭 常務監事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09:00~09:50 
How to get involved in Biotech Value 
Chain: From translational research of 
lung cancer to LDT and IVD 

俞松良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09:50~10:20 Break 

10:20~11:10 
Regulatory oversight of 
Laboratory-Developed Tests (LDT): 
Where are we now? 

戚偉明 主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臨床病理科 

11:10~12:00 Getting start with Mass Spectrometry in 
the Diagnostic Laboratory 

劉俊仁 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所 
12:00~13:00 Lunch 

 

 

 

 

 

 

 



大會議程（第一天） 
106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09:00~17:00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B 會議室（08:00~09:00 報到） 

醫學檢驗品質教育研討會 
時時 時          時 時時時 

主持人 : 游雅言 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09:00~09:40 血庫組能力試驗報告評估及顧客意見回饋 
陳瀅如 醫檢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輸血醫學科 

09:40~10:20 能力試驗的應用與教育-以微生物領域為例 

林進福 主任 

台中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微生物科 

10:20~11:00 實驗室能力試驗活動需求與常見評鑑問題 
周坤良 認證經理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11:00~14:30 Break & Lunch 

402AB 會議室（14:30~17:00） 

時時 時時 時 時 

14:30~14:45 
得獎演講（一） 

得獎者 孫俊仁 

Singal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Gly186Val in AdeS restores 
tigecycline susceptibility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14:45~15:00 
得獎演講（二） 

得獎者 楊淑理 

Clinical and molecular features of adenovirus type 2, 3, and 
7 infections in children in an outbreak in Taiwan, 2011. 

  15:00~17:00 口頭發表 R402-01～R402-08 
  17:00~17:10 繳回問卷及簽退 

 

 

 

 

 

 



大會議程（第二天） 
106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08:00~11:0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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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09:50 了解肝臟狀況，需要那些檢驗項目 
楊培銘 執行長/教授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 

台大醫學院 

09:50~10:40 eGFR 的迷思與解惑 
吳志仁 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 腎臟內科 

10:40~11:00 壁報論文參觀 /休息 

11:00~12:00 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402 會議室） 

12:00~13:30 午餐及儀器參觀 
  401 會議室（13:30~16:15） 

時時 時時 時 時 

13:30~13:45  得獎演講（三） 
 得獎者 張懿欣 Role of PARL-PINK1-Parkin pathway in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13:45~14:00  得獎演講（四） 
 得獎者 林振文 

SARS coronavirus papain-like protease induces Egr-1-dependent 
up-regulation of TGF-β1 via ROS/p38 MAPK/STAT3 pathway. 

14:00~14:15  得獎演講（五） 
 得獎者 余志強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for molecular diagnosis of 
endometriosis-associated ovarian cancer. 

14:15~14:30  得獎演講（六） 
 得獎者 蔡慧頻 

Val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Commercial Quantitative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ase-PCR Assay in Investigation of a 
Large Dengue Virus Outbreak in Southern Taiwan. 

14:30~14:45  得獎演講（七） 
 得獎者 陳怡伶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Mutation and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Gene Fusion: Detection in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by RNA or PNA Analysis 

14:45~15:00  得獎演講（八） 
 得獎者 黃瓊瑰 

Molecular and serologic markers of HPV 16 infec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local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oral cavity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15:00~15:15  得獎演講（九） 
 得獎者 朱蘇煜 

Enhancing the Detection of Dysmorphic Red Blood Cells and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with a Modified Urinalysis Protocol 

15:15~15:30 Break 

15:30~15:45 得獎演講（十） 
得獎者 陳定平 

Effect of HLA mismatching at HLA-A, -B, and -DRB1 for 
umbilical-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in Taiwan. 

15:45~16:00  得獎演講（十一） 
得獎者 蔡文琦 

COBAS TaqMan 48 機台於肺外檢體的 MTB 檢測效能評估 

16:00~16:15  得獎演講（十二） 
得獎者 甯孝真 

Reduction in Hospital-Wide Clinical Laboratory Specimen 
Identification Errors following Process Interventions: A 10-Year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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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