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血脂衛教協會 2017 下半年度北、中、南學術研討會
Holistic Care for the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ontroversies and Issues in 2017 (Part II)
【台北】8 月 12 日星期六， 台大醫學院二樓 201 講堂
Time
(每場 40 分鐘)

Speaker and Topic

Moderator

13:00-13:25

簽到與接待

13:25-13:30

Opening remarks

陳茂元
常務理事

13:30-14:10

賴史明 醫師
第二型糖尿病口服降血糖藥之選擇

陳茂元
常務理事

14:10-15:00

黃金洲 醫師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f Managing T2DM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omorbidities

15:00-15:15

點心時間

15:15-15:55

李弘元 醫師
安全有效的控糖治療-二型糖尿病起始基礎胰島素治療方
案

胡啟民 理事

15:55-16:35

石光中 醫師
New insights on the use of acarbose for managing T2DM

吳造中 秘書長

16:35-17:15

吳卓鍇 醫師
Evaluating the cardiovascular safety of therapies for T2DM

林幸榮 理事

17:15-17:20

Closing remarks

林幸榮 理事

陳肇文 理事

台灣血脂衛教協會 2017 下半年度北、中、南學術研討會
Holistic Care for the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ontroversies and Issues in 2017 (Part II)
【台北】8 月 13 日星期日， 台大醫學院二樓 201 會議室
Time
(每場 40 分鐘)

Speaker and Topic

Moderator

09:00-09:30

簽到與接待

09:30-09:35

Opening remarks

廖朝崧
常務監事

09:35-10:15

王治元 醫師
The role of statin in treatment of high risk patients

廖朝崧
常務監事

10:15-10:55

李應湘 醫師

殷偉賢 理事

Trends in ezetimibe-based lipid lowering therapy for
high-risk patients
10:55-11:10

點心時間

11:10-11:50

鄭建興 醫師
Optimal lipid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

王水深 監事

11:50-12:30

江建勰 醫師
Tailor-made lipid-lowering statin role beyond lipid care

黃建華 理事

12:30-13:30

午餐

13:30-14:10

石光中 醫師
Clinical management of mixed dyslipidemia: From
guideline to practice

陳茂元
常務理事

14:10-14:50

蘇冠賓 醫師
The role of omega-3 fatty acids in comorbidity of
metabolic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探討 omega-3 脂肪
酸在心身疾患之預防及治療的角色)

陳茂元
常務理事

14:50-15:30

黃建華 醫師
From hypertension to protection: Contribution of ARB

陳文鍾 理事長

15:30-15:35

Closing remarks

陳文鍾 理事長

台灣血脂衛教協會 2017 下半年度北、中、南學術研討會
Holistic Care for the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ontroversies and Issues in 2017 (Part II)
【台中】8 月 19 日星期六，台中_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3 樓 0321 教室
Time
(每場 35 分鐘)

Speaker and Topic

Moderator

08:30-09:00

登記與接待

09:00-09:05

Opening remarks

吳造中 秘書長

09:05-09:40

李政鴻 醫師
The role of statin in treatment of high-risk patients

吳造中 秘書長

09:40-10;15

王宇澄 醫師
Trends in ezetimibe-based lipid lowering therapy for
high-risk patients

吳造中 秘書長

10:15-10:30

點心時間

10:30-11:05

傅家保 醫師
Statin treatment & new-onset diabetes mellitus

王國陽 理事

11:05-11:40

蘇冠賓 醫師
The role of omega-3 fatty acids in comorbidity of

王國陽 理事

metabolic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探討 omega-3 脂肪
酸在心身疾患之預防及治療的角色)
11:40-12:15

許智能 醫師
From hypertension to protection: Contribution of ARB

12:15-13:15

午餐 (Lunch Symposium)

13:15-13:50

翁國昌 醫師
Glance at Taiwan AF guideline – Focus on Asian subanaly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NOACs in Asians versus nonAsians meta-analysis of NOACs in Asia

林中生 監事

13:50-14:25

江珠影 醫師
第二型糖尿病口服降血糖藥之選擇

林中生 監事

14:25-15:00

曾耀賢 醫師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of managing T2DM after
metformin

林中生 監事

15:00-15:15

點心時間

15:15-15:50

王子源 醫師
New insights on the use of acarbose for managing T2DM

陳文鍾 理事長

15:50-16:25

蔡易婷 醫師
預混胰島素強化治療促進達標

陳文鍾 理事長

16:25-17:00

王俊興 醫師
Evaluating the cardiovascular safety of therapies for
T2DM

陳文鍾 理事長

17:00-17:05

Closing remarks

陳文鍾 理事長

王國陽 理事

台灣血脂衛教協會 2017 下半年度北、中、南學術研討會
Holistic Care for the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ontroversies and Issues in 2017 (Part II)
【高雄】8 月 20 日星期日，高醫-啟川大樓 6 樓 第一會議室
Time
(每場 35 分鐘)

Speaker and Topic

Moderator

08:30-09:00

登記與接待

09:00-09:05

Opening remarks

陳文鍾 理事長

09:05-09:40

劉秉彥 醫師
Update of lipid management from 2017 Taiwan guideline
on high-risk population

陳文鍾 理事長

09:40-10;15

林宗憲 醫師
Trends in ezetimibe-based lipid lowering therapy for high- 陳文鍾 理事長
risk patients

10:15-10:30

點心時間

10:30-11:05

朱志勳 醫師
Statin treatment & new-onset diabetes mellitus

許勝雄 理事

11:05-11:40

蘇冠賓 醫師
The role of omega-3 fatty acids in comorbidity of metabolic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探討 omega-3 脂肪酸在心身疾
患之預防及治療的角色)

許勝雄 理事

11:40-12:15

邱俊仁 醫師
From hypertension to protection: Contribution of ARB

許勝雄 理事

12:15-13:15

午餐 (Lunch Symposium)

13:15-13:50

朱志生醫師
Glance at Taiwan AF guideline – Focus on Asian subanaly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NOACs in Asians versus nonAsians meta-analysis of NOACs in Asia

13:50-14:25

張宏猷 醫師
第二型糖尿病口服降血糖藥之選擇

吳造中 秘書長

14:25-15:00

楊智超 醫師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Managing Blood Glucose with
Benefits of Renal Protection and Beta Cell Conservation

吳造中 秘書長

15:00-15:15

點心時間

15:15-15:50

周振凱 醫師
New insights on the use of acarbose for managing T2DM

15:50-16:25

李美月 醫師
預混胰島素強化治療促進達標

賴文德 理事

16:25-17:00

李貽恆 教授
Evaluating the cardiovascular safety of therapies for T2DM

賴文德 理事

17:00-17:05

Closing remarks

賴文德 理事

吳造中 理事

賴文德 理事

備註：
1.本次研討會全程免費並採預約報名方式，請先至協會網站免費註冊預約登記，以利統計午餐數
量，謝謝。
2 預計申請學分如下參考:
1.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8 分
2. 台灣老人暨老年醫學會 乙類 6 分
3.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4 學分
4.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B 類 10 分
5. 內科醫學會 10 分
6.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7 點
7. 台灣腎臟醫學會 B 類 5 單位
8. 台灣神經學學會 3 學分
9.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乙類 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