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半年會
Time：
：2019/08/02-08/03 (Friday & Saturday)
Venue：
：新竹豐邑喜來登大飯店東館 3F 宴會廳 III(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265 號)
Host Organization：
：台灣泌尿腫瘤醫學會(Taiwan Urological Oncology Association)
報名網址: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bevzo

【Day 1】
】：2019/8/2
(Friday) 13:55-18:40
：
13:55-14:00

Opening

江博暉 理事長
進階泌尿癌症課程(演講
進階泌尿癌症課程 演講 20 分鐘，
分鐘，討論 5 分鐘)
分鐘
Moderators: 歐宴泉 醫師，
醫師，歐建慧 醫師

14:00-14:25

Treatment strategy of hormone 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

台中榮總 盧嘉文 醫師

14:25-14:50

Integrated treatment strategy for locally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中國附醫 黃志平 醫師

14:50-15:15

Nephron sparing surgery for RCC and urothelial cancer

高醫附醫 李香瑩 醫師

15:15-15:40

Evidence of neoadjuvant treatment for urothelial cancer

台中榮總 陳正哲 醫師

15:40-16:05

Radium 223 in metastatic prostate cancer

高雄長庚 劉惠瑛 醫師

16:05-16:25

Coffee break

整合性泌尿癌症治療策略 (演講
演講 20 分鐘，
分鐘，討論 5 分鐘)，
分鐘 ，外賓(演講
外賓 演講 25 分鐘，
分鐘，討論 5 分鐘)
分鐘
Moderators:沈坤宏
沈坤宏 醫師，
醫師，張宏江 醫師
16:25-16:50

The role of radiation in the era of immunotherapy

高雄長庚 方富民 醫師

16:50-17:15

How to appropriate utilizing IO combination to combat GU
cancers? From the evolution of IO combo utilization to most
updated 2019 ASCO data, and the future prospect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Dr. Jianjun Gao

17:15-17:40

The role of PSMA PET in prostate cancer diagnosis

林口長庚 曾敬仁 醫師

17:40-18:05

PSMA target 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current evidence
review

中山附醫 王紹全 醫師

18:05-18:30

Genomic test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urological cancer

奇美醫院 李健逢 醫師

18:30-18:40

Closing

18:40-20:40

江博暉 理事長
Welcome dinner

 現場掃描 QR-Code 加入「
」Line 群組(含已加入者
加入「台灣 Uro. Oncology」
群組 含已加入者)，
含已加入者 ，贈送會飛的
3D 藍鵲筆筒乙個
 學分申請：
學分申請：台灣泌尿科醫學會、
台灣泌尿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
台灣外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如何快速完成吸睛醫學簡報課程-簡報藝術烘焙坊
如何快速完成吸睛醫學簡報課程 簡報藝術烘焙坊 Bill 老師
https://artofslide.blogspot.com/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醫學表格的呈現與重點強調、
醫學表格的呈現與重點強調、活靈活現的醫學存活曲線、
活靈活現的醫學存活曲線、治療指引流程圖表的簡
報技巧、
、簡報病例時間軸的聰明表達方式、
報技巧
簡報病例時間軸的聰明表達方式、投影片中關鍵數字我該怎麼呈現、
投影片中關鍵數字我該怎麼呈現、表達醫學理念
的投影片製作技巧、
的投影片製作技巧、如何清楚轉達醫學新知衛教民眾、
如何清楚轉達醫學新知衛教民眾、互動式簡報技巧解惑
互動式簡報技巧解惑

 8/3(六
六)下午
下午 15:00-18:00 開設課程「
開設課程「茶道及品茗」，
茶道及品茗」，主講人蕭錦洲醫師
」，主講人蕭錦洲醫師。
主講人蕭錦洲醫師。

【Day 2】
】：2019/8/3
(Saturday) 07:55-17:10
：
07:55-08:00

08:00-08:10

08:10-08:20

08:20-08:30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Opening

江博暉 理事長

金培醫學論文獎 (演講
演講 8 分鐘、
分鐘、討論 2 分鐘)
分鐘
Moderators: 阮雍順 醫師，
醫師，王弘仁 醫師
金培醫學論文佳作: Renal Damaging Effect
Elicited by Bicalutamide Therapy Uncovered
雙和醫院 陳冠州 醫師
Multiple Action Mechanisms As Evidenced by
the Cell Model
金培醫學論文佳作: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Trichostatin A, Synergistically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Enhances Paclitaxel-Induced Cytotoxicity in
許富順醫師
Urothelial Carcinoma Cells by Suppressing
the ERK Pathway
金培醫學論文佳作: Statin reduces the risk of
dementia in diabetic patients receiving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柳瑞明 醫師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金培醫學論文獎第三名: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intravesical administration of normal
中國附醫 黃志平 醫師
urothelial cells on bladder cancer
金培醫學論文獎第二名: The VAR2CSA
malaria protein efficiently retrieves circulating
三軍總醫院 楊明昕醫師
tumor cells in an EpCAM-independent
manner
金培醫學論文獎第一名: Methylation of
SPARCL1 Is Associated with Oncologic
高雄長庚 羅浩倫 醫師
Outcome of Advanced Upper Urinary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實證醫學工作坊(演講
實證醫學工作坊 演講 20 分鐘，
分鐘，討論 5 分鐘)
分鐘
Moderators: 陳冠州 醫師，
醫師，康智雄 醫師

09:00-09:25

健康大數據資料庫的應用：以 SCI 論文為例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柳瑞明 醫師

09:25-09:50

Meta-analysi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troduction.

以斯帖統計顧問公司 陳建豪 博士

09:50-10:10

Coffee break
攝護腺癌治療專題演講(演講
攝護腺癌治療專題演講 演講 20 分鐘，
分鐘，討論 5 分鐘)
分鐘
Moderators: 王賢祥 醫師，
醫師，李經家 醫師

10:10-10:35
10:35-11:00
11:00-11:25
11:25-11:50
11:50-12:20

Bladder neck and nerve sparing radical
prostatectomy (video demonstration)
Comparisons of HIFU and RARP in the
treatment of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Salvage treatment after biochemical failure of
HIFU, cryoablation, radiotherapy and radical
prostatectomy
How to perform adequate LN dissection
during radical surgery
Coffee break

基隆長庚 吳俊德 醫師
高雄長庚 柳易揚 醫師
高雄長庚 江博暉 醫師
台中榮總 楊晨洸 醫師

Lunch symposium
Moderators: 吳文正 醫師，
醫師，陳紹寬 醫師
12:20-12:40

Update of new AR target agents in prostate
cancer management

林口長庚 劉忠一 醫師

12:40-13:00

Optimal Management of RCC with
immunotherapy combined target therapy:
Keynote-426

台中榮總 王賢祥 醫師

13:00-13:10

Panel discussion

All

泌尿腫瘤醫學簡報競賽(每位
泌尿腫瘤醫學簡報競賽 每位 4 分鐘簡報、
分鐘簡報、1 分鐘聽
分鐘聽眾提問及評分)
眾提問及評分
Moderators:陳順郎
陳順郎 醫師，
醫師，童敏哲 醫師，
醫師，王彥傑 醫師，
醫師，林威宇 醫師
13:10-13:50

醫學演講簡報目的與技巧

簡報烘培坊 Bill 老師

Push back on progression : Total solution for
metastatic prostate cancer with
abiraterone acetate in early treatment (from
mCSPC to mCRPC)
PSA response and treatment outcome in
mCRPC patients treated by enzalutamide
Pembrolizumab as neoadjuvant therapy in
MIBC
The role of nivolumab plus ipilimumab for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Safety study of Atezolizumab for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Urothelial carcinoma
13:50-15:20

Update on mRCC treatment
The role of axitinib in combination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RCC
FSH suppression and tumour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during
androgen deprivation with a GnRH agonist or
antagonist
Olaparib combined with abiraterone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a 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2 trial
The role of HIFU in the treatment of prostate
cancer

15:20-15:30

(01)高偉棠 醫師

(11)郭威廷 醫師

(02)呂謹亨 醫師

(12)錢家陞 醫師

(03)陳昱廷 醫師

(13)羅浩倫 醫師

(04)張顥瀚 醫師

(14)張哲維 醫師

(05)林柏宏 醫師

(15)蔡牧堯 醫師

(06)戴大堯 醫師

(16)劉惠瑛 醫師

(07)羅啟文 醫師

(17)江佩璋 醫師

(08)蔡佳宏 醫師

(18)許家豪 醫師

(09)張賀翔 醫師

(19)陳妤甄 醫師

(10)江品葭 醫師

(20)陳柏諺 醫師

Coffee break (茶道及品茗)

15:30-17:00

醫學簡報競賽，Bill 老師強化版
如何快速完成吸睛醫學簡報課程系列

17:00-17:10

泌尿腫瘤醫學簡報競賽頒獎&Closing remarks

簡報藝術烘焙坊 Bill 老師

17:10-18:10

TUOA 理監事會議

18:20-20:30

Gala dinner

江博暉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