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2022年2月20日 日 8:30~17:30
地點｜台北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 10樓1001室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

台灣小腸醫學會2022年聯合學術討論會
台灣發炎性腸道疾病學會2022年冬季會

4thTSIBD-TASSID
Joint Symposium
4thTSIBD-TASSID
Joint Symposium

Online Registration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30–08:50 Registration

08:50–09:00 Opening Remarks 王鴻源 理事長　台灣發炎性腸道疾病學會
蘇銘堯 理事長　台灣小腸醫學會

09:00–09:30 Update on clinical usage of 5-ASA in IBD 蔡騌圳 醫師
高雄榮總

李嘉龍 副院長 國泰醫院
章振旺 醫師 台北馬偕

09:30–10:00 Optimizing therapeutics in mild to moderate 
UC: case sharing

顏旭亨 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志彥 教授 台北榮總

許自齊 教授 台北馬偕

10:00–10:30 Mesalazine, old dog might play new tricks 
as well?

李宗錞 醫師
台大醫院

羅景全 教授 台北榮總

孫家棟 教授 台大醫院

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20 Do we need escalation of biologics in IBD 
therapy: Who, When and How?

吳嘉峯 教授
台大醫院

張維國 教授 三軍總醫院

林俊哲 副院長 中國附醫

11:20–11:50 Mono therapy vs. combo therapy in Anti-
TNF: Which one is better for IBD treatment 

戴維震 醫師
高雄長庚

洪志聖 主任 國泰醫院

林春吉 醫師 台北榮總

11:50–12:20 Safety of Anti-TNF therapies for IBD 
patients: Focus on infections and malignancy

林煒晟 醫師
台北馬偕

戴啟明 主任 義大醫院

吳登強 副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
12:20–13:20 Lunch

13:30–14:00 Strategies in the disease monitor of small 
bowel Crohn’s disease beyond 2021 

凃佳宏 醫師
台大醫院

陳冠仰 院長 北市聯醫陽明院區

曾旭明 教授 亞東醫院

14:00–14:30 Case discussion 1 李柏賢 醫師
林口長庚

周仁偉 主任 中國附醫

吳耿良 院長 吳耿良診所

林偉彬 醫師 林口長庚

14:30–15:00 Case discussion 2 鍾承軒 醫師
亞東醫院

許文鴻 醫師 高醫附醫

郭家榮 醫師 林口長庚

李熹昌 醫師 北市聯醫仁愛院區

15:0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00 The future of capsule endoscopy: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林敬斌 醫師
中山附醫

黃天祐 部長 三軍總醫院

莊喬雄 教授 成大醫院

16:00–16:40 How fast is good enough? Should we
optimize first line treatment first? 

Prof. Geert R D’ Haens
Amsterdam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孫灼基 主任 新光醫院

倪衍玄 院長 台大醫學院

16:40–17:20 How to optimize Anti-TNF therapy to 
enhance treatment success in IBD?

Prof. Alessandro Armuzzi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ome

陳洋源 醫務長 彰基員林分院
魏淑鉁 教授 台大醫院

17:20–17:30 Closing Remarks 邱正堂 教授 林口長庚
翁昭旼 教授 台大醫院

https://bit.ly/33CYai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