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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2022年婦幼國際學術研討會簡章 

 

壹、 活動緣起 

 

在少子化的時代，每位孕產婦跟新生兒都是國家的未來支柱，如何

在周產期就營造及確保孕產婦及新生兒的健康，已經是當前最重要的婦

幼公衛目標之一。這次國際會議匯集了國內外的專家，從母胎醫學的孕

產期醫療到新生兒出生之後的營養支持，提出精闢的見解及處置，期望

藉由此次研討會，能讓台灣的孕產婦/新生兒有個更健康的未來。 

 

貳、 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協辦單位：臺灣婦產科醫學會、臺灣周產期醫學會、 

臺灣兒科醫學會、臺灣新生兒科醫學會 

參、 活動對象 

從事母嬰健康照護之醫師、營養師及關心母嬰健康人員 

肆、 活動資訊 

一、 時間：2022年 7月 24 日 (星期日) 上午 9:00至下午 4:00 

二、 地點：生物醫學園區筑波醫電大樓 諾貝爾講堂 

 (新竹縣竹北市生醫二路 66號) 

伍、 報名事宜 

一、本會將申請實體會議參與者相關繼續教育

學分，開放線上報名與會(線上參加無學

分，限額 200名，連線軟體 webex) 

二、本活動採線上報名，請於 7月 10日前至

shorturl.at/hEHS1填寫報名表單，或是掃

描 QR Code，活動免費參加。 

三、報名成功後，報名系統將自動發送信件通

知，若未收到通知，煩請來電或 E-mail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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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2022年婦幼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時間 主題 Issue 演講者 Speaker 引言人 Moderator 

08:00-08:40 報到 Registration 

08:40-09:00 開幕長官、貴賓致詞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09:00-09:40 New Trend of Fetal Therapy 
日本國立成育醫療 

研究中心 
左合 治彥 教授 

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總顧問 

何弘能 教授 

09:40-10:00 
Role of hysteroscopy in the era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新竹馬偕醫院 

謝承恩 醫師 

臺灣婦產科醫學會 

黃閔照 理事長 

10:00-10:20 
Strategies of Decreasing Cesarean Section 

Rates in a Regional Hospital 

新竹臺大分院 

婦產部  

童寶玲 主任 

臺大雲林分院 

婦幼醫學中心 
徐明洸 主任 

10:2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10 
Updates on Screening and Prevention of 

Preeclampsia 
香港中文大學 

潘昭頤 教授 

臺灣周產期醫學會 

洪泰和 理事長 

11:10-11:30 
Referral Policy for PPH of a Regional 

Hospital 
新竹國泰醫院 

羅崧慎 醫師 

新竹國泰醫院 

曾英智 院長 

11:30-11:50 Fetal Therapy: NTUH Experiences 
新竹臺大分院 

婦產部  

許文瑋 醫師 

新竹臺大分院 

婦幼醫學中心 

李建南 主任 

12:10-13:00 Lunch symposium 

臺大醫院 

婦產部  

林芯伃 醫師 

新竹臺大分院 

婦幼醫學中心 

李建南 主任 

Session 2 

13:00-13:30 
Maternal obesity, perinatal outcomes and 

long-term neurodevelopment in offspring 

新竹臺大分院 

小兒部 陳麒年 醫師 

新竹臺大分院  

小兒部 

周安國 主任 
13:30-14:00 

Impact of maternal diet on the breast milk 

composition 

香港營養學會會長暨 
亞洲營養師聯盟主席 
張智良 Gordon Cheung 

14:00-14:30 
Nutrition, Gut Microbiota and infant 

Health 
新竹臺大分院 

小兒部 李致任 醫師 

14:30-14:40 Coffee break 

14:40-15:10 如何使用母乳作為早產兒營養支持 
成大醫院 

小兒部 林永傑 醫師 
臺大醫院 

新生兒科主任 

曹伯年 教授 15:10-15:50 
Update and Practice on Nutrition of 

Preterm Infants 

日本私立聖瑪麗安娜 
醫科大學病院 

新生科科部長 

Isamu Hokuto 

15:50-16:00 閉幕致詞 新竹臺大分院 楊曜旭 副院長 

 16:00~ 賦歸~ 

※備註： 

1.本會參加實體會議者，可申請學分；開放參加線上會議者，無學分。 

2.申請學分：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臺灣婦產科醫學會、臺灣周產期醫學會、臺灣兒科

醫學會、臺灣新生兒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時數等繼續教育積分(積分數待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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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繼續教育積分 

一、 本研討會實體會議將申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臺灣婦產

科醫學會、臺灣周產期醫學會、臺灣兒科醫學會、臺灣新生兒

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及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時數等繼續教育積分(積分數待核定)。 

二、 報到時間： 

 Session1報到時間：8:00-8:40 

 Session2報到時間：12:00-12:40 

三、 學員如因故提早離席，積分數及上課證明將依實際簽退時間計

算之。 

柒、 說明事項 

一、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請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

員全程配戴口罩，請學員自備口罩，並於上課期間全程配戴，

咳嗽請遵守咳嗽禮節，隨時留意個人衛生，共同維護自身與他

人安全。 

二、 本課程提供車位優惠，報名時請提供車號，車位有限，額滿為

止。 

捌、 聯絡事項 

課程聯絡人：陳美君、陳姝樺 

電話：(03)6677600分機 531971、531970 

Email: G02966@hch.gov.tw ； G03010@hch.gov.tw   

 

玖、 交通指引 

一、 開車 

1. 手機設定 Google地圖「筑波醫電」或是「新竹縣竹北市生醫二

路 66號」，即可抵達。 

2. 由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 

(中山高)→ 竹北交流道下(91km，芎林/竹北)，往芎林方向→ (直

行)光明六路東一段、二段→ (右轉)高鐵八路→ (左轉)高鐵東二路

→ (左轉)生醫路一段→ (右轉)生醫二路→筑波醫電 

mailto:G02966@hch.gov.tw
mailto:G03010@hch.gov.tw


4 
 

3. 由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 

(北二高)→ 竹林交流道下(90km，竹東/芎林)，往芎林方向→ (直

行)富林路三段→ (直行)東興路二段、一段→ (左轉)生醫三路之生

物醫學園區北門→ (右轉) 生醫路一段→ (左轉) 生醫二路→筑波

醫電 

二、 搭乘大眾運輸 

高鐵： 

搭至高鐵「新竹站」，出站後自 4號出口走出高鐵站，沿人行道穿

越高鐵七路，沿高鐵東二路走，經人行道穿過高鐵八路，可在左前

方見到生醫園區中央廊道入口，沿中央廊道步行即可抵達筑波醫

電，自高鐵站出口步行至活動會場約 8分鐘可以抵達。 

臺鐵： 

搭到新竹後，轉乘臺鐵內灣線於「六家站」下車，穿過高鐵站自高

鐵車站 4號出口出站，依上述路線步行即可抵達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