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函 
 

立案證書字號：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9010354 號函核准立案 
地   址：11217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 11樓大腸直腸外科辦公室 
電   話：02-28757544 分機 113 
傳  真：02-28757639 
E - mail：scrstw@gmail.com 
承辦人姓名：黃飛燕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大腸直腸愷字第 106066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1.會議議程表乙份。 
      2.臺中榮民總醫院交通路線圖乙紙。 
      3. 106 年度年會投稿須知。 
      4. 106 年度年會投稿範本。 
 

主旨：本會 106 年秋季會暨學術研討會，謹訂於 106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

假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2 樓第一會場舉行，敬邀各會員共襄盛舉。 
 

說明：   
一、 本學會秋季會暨學術研討會，謹訂於 106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假臺 

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2 樓第一會場（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敬請各位會員踴躍參加。 
二、 報到時間：106 年 9 月 16 日上午 8 時起；秋季會報名費新台幣壹仟元

整。 
三、 請至會場學會報到處完成報到手續，本次研討會，醫師會員可得本會

教育積分【60 分】，內視鏡技術師可得本會教育積分【5 分】。於會

中發表論文演講者（限第一作者或發表者），每篇可得積分 20 分，

如為病例報告則積分減半（會後請向本會申請登錄積分）。 
四、 106 年度年會謹訂於 106 年 12 月 16 至 17 日（星期六~日），假臺北

榮民總醫院致德樓舉行敬請各會員踴躍投稿。論文截稿日訂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投稿相關規定詳見「投稿須知」與「投稿範本」，其他

相關資料請參考學會網址：www.crs.org.tw。本次年會投稿方式一律

採電子投稿(scrstw@gmail.com) ，敬請各會員踴躍投稿。另 12 月 16
日（星期六）晚間備有會員餐會歡迎參加。 

五、 檢附秋季會議程表、臺中榮民總醫院交通路線圖、106 年度年會投稿

須知、106 年度年會投稿範本，請參閱。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  

 



2017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秋季會暨學術研討會 
時間：106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2 樓第一會場 

 
8:00-8:20 報到 
8:20-8:30 姜正愷理事長 / 大會主席陳周斌主任 致詞 
Free Paper  座長 
8:30-8:40 經肛門微創手術-單一機構 113 個案經驗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奕彰醫師 
王瑞和 
魏柏立 

8:40-8:50 針對七十五歲以上病人使用腹腔鏡手術治療的短期預後分析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陳繹中醫師 

8:50-9:00 末期腎衰竭病患罹患大腸直腸癌接受微創手術之成效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廖守富醫師 

專題演講 
9:00-9:40 Clinical Impact of colonoscopy for cancer prevention. 

日本中央病院 坂本 琢醫師 
許自齊 
謝寶秀 

9:40-10:00 Coffee Break 

專題演講 
10:00-11:00 Frontline strategies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New sides to the story.  

Prof.Sabin Tejpar 
王照元 
張世慶 

Free Paper   
11:00-11:10 使用 regorafenib 治療轉移性大腸癌的臨床經驗 

臺北馬偕紀念醫院 許自齊教授 

許希賢 
葉重宏 

11:10-11:20 後腹腔肌上皮瘤: 罕見病例報告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浦大維醫師 

11:20-11:30 附帶發現之單一大腸神經纖維瘤:病例報告與文獻回顧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李昀醫師 

11:30-11:40 第四期大腸癌未先行原發性大腸腫瘤切除而先接受化學治療的結果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孫麒洹醫師 

11:40-11:50 如何處理腹腔鏡左側大腸切除手術所造成的十二指腸破裂-病例報告 
臺中榮民總醫院 邵彥誠醫師  

午  餐 
專題演講  
13:00-14:00 Optimal treatment choices for initial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Dr.med.Dominik Paul Modest 
姜正愷 
林博文 

專題演講：神經內分泌腫瘤討論 
14:00-14:50 Pathology of Colorectal Neuroendocrine Tumor 

國泰綜合醫院 曾嶔元教授 

林資琛 
黃文詩 

14:50-15:00 Optimal management for NET patients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增熙醫師 

15:00-15:10 臺中榮總大腸之神經內分泌腫瘤的臨床經驗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周誠醫師 

15:10-15:20 可切除的第四期結直腸混合性腺性神經內分泌癌－3 案例討論與文獻回顧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何寬助醫師 

15:20-15:40 Panel discussion 
Free Paper   
15:40-15:50 傳統與 Starion™痔瘡切除術的結果比較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吳俊賢醫師 陳壽星 
劉添裕 15:50-16:00 可拆卸式 Hemorrhoidopexy 臺中榮總使用經驗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俊余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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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線 

 

 
開車到臺中榮總之便捷交通網 

o 國道一號(中山高) ==>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１２號省道(臺灣大

道)-->臺中榮總  
o 國道三號(中二高) ==>龍井交流道下(往台中方向)--> １２號省道(臺灣大

道)-->臺中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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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由高鐵台中站到臺中榮總 

 161 高鐵快捷公車（免費接駁車） 
 10-20 分鐘一班車，高鐵至臺中榮總約 20 分鐘 

 

 

如何搭火車或公共汽車到臺中榮總 

o 台中火車站下車  
1.至建國路(火車站前)搭 巨業客運 往海線，【大甲-鹿寮-台中】、【清水-梧
棲-台中】。 
2.台中客運 60 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88 號【新民高中-沙鹿】、106 號

【台中車站-監理所】及 147 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o 沙鹿火車站下車：可搭 巨業客運 往台中市區的公車，【大甲-鹿寮-台中】、

【清水-梧棲-台中】。 
   

o 公共汽車：在豐原、東勢可搭豐原客運 63 號【豐原－逢甲大學－臺中榮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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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106年度年會投稿須知 

1. 投稿方式：採電子投稿(scrstw@gmail.com)（主旨註明【年會投稿：作者姓名】） 

2. 發表方式：口頭報告、海報展示。 

3. 請務必按照規定格式打字。請按中文題目、作者姓名、服務機關英文題目、作者姓名、服務

機關摘要本文，依序繕寫。摘要本文需含目標（Purpose）、材料與方法（Material and Methods）、

結果（Results）以及結論（Conclusion）分段。病例報告者，摘要本文可不必按照此規格打字，

但必須分段。 

4. 版面設定：論文摘要以 A4尺寸，二頁為限。 

邊界設定：上、下、左、右各 2公分。 

字體規格： 

以 14號字型繕寫，中文字型用新細明體，英文字型用 Times New Roman。 

格式段落行距－單行間距。 

格式段落對齊方式－題目、作者、服務單位置中對齊；摘要本文左右對齊。 

段落標題加黑，如：Purpose。 

題目、作者姓名、服務機關及單位，請用全名，中、英文並書。 

係演講者，請於作者下方劃一黑線。 

作者分屬不同服務單位時，請於姓名及單位（右上角）加註 1,2,3等上標字。 

於頁尾註明發表方式、文章屬性、投稿日期、聯絡電話、傳真及電子信箱。(請務必詳填) 

5. 海報尺寸：高 120 x寬 90公分  

6. 本會 

地  址：11217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 11樓大腸直腸外科辦公室 

電  話：02-28757544分機 113 

傳  真：02-28757639 

E –mail：scrstw@gmail.com 

7. 截稿日期：106年 10月 31日，截稿日期一週後如尚未收到收稿通知者，請主動向學會祕書處查

詢，以免喪失權益，謝謝！ 

8. 收稿通知方式：將以原投稿 E-mail的電子信箱回覆。 

9. 會員於報到處完成報到者，可得教育積分 60分。 

10. 於會中發表論文演講（限第一作者），可得教育積分 20分，如為病例報告則積分減半（會後請向

本會申請登錄積分）。 

11. 本會保有調整、安排發表之權利。經錄取後，不得無故取消或變更。 



中文題目 

作者中文姓名 

服務機關及單位(中文)  

英文題目 

作者英文姓名 

服務機關及單位(英文) 

Purpose: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  

 

 

 

 

 
 
發表方式：□口頭報告 □海報展示（可複選） 演講者電話/手機： 

文章屬性：□臨床研究 □基礎研究 □病例報告 演講者電子信箱 ： 

  投稿日期：    年    月    日 演講者傳真： 

以下欄位為委員審查作業，請勿填寫！ 

審查結果：□Accept  □Reject 發表方式：□口頭   □海報 收稿編號： 

座 長 1： 座 長 2： 發表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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