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107 年會議程表 3 月 17 日(星期六) 

地點：國防醫學院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日期 講堂時間 
3 樓 30 教室 

演講時間 演講者 中文題目 

 

 

 

 

 

 

 

 

 

 

3/17 

(W6) 

 

 

 

 

 

 

 

 

 

08:00 

| 

09:40 
(100 分鐘) 

(1)專題演講【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從外科解剖學到外科併發症】座長：蘇正熙 詹益銀 

0800-0825 楊卿堯 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的臨床外科解剖學 

0825-0850 田郁文 開腹式胰十二指腸切除術 

0850-0915 石宜銘 機器人胰十二指腸切除術之改良式 Blumgart 腹空腸吻合術 

0915-0940 葉大森 胰十二指腸切除之外科併發症與處理 

09:40-10:00(20 分鐘) Coffee Break 

10:00-11:00(60 分鐘) 台灣外科醫學會 貴賓演講 Keynote Speech 1 (致德堂) 

11:00-12:00(60 分鐘) 1. 施純仁教授紀念專題(致德堂) 

2. 台灣外科醫學會第 26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理監事選舉(致德堂) 

12:00-13:00(60 分鐘) Lunch Seminar 

13:00 

| 

14:00 

(60 分鐘) 

(2)韓國外賓特別演講 Prof. Seong-Ho KONG 座長：羅世薰 葉大森 

Top: Image-guided surgery and application of near-infrared  

imaging in gastric cancer surgery 

14:00 

| 

15:00 
(60 分鐘) 

(3)胃腸中文口頭報告（此時段採中文報告） 座長：劉絮穎 賴逸儒 

1400-1410 方文良 根治性胃癌手術後以 AJCC 第七版及第八版的對比研究 

1410-1420 余政展 胃癌手術時合併切除膽囊是值得的嗎？一個全國性研究 

1420-1430 李岳聰 胃腸基質瘤合併同時性腹腔內惡性腫瘤:單一醫院的十年統計 

1430-1440 汪家正 用 nomogram 預測胃癌病患接受根治性切除後的復發機會 

1440-1450 林志豪 食道支架在醫源性食道穿孔之治療效果：病例報告 

1450-1500 陳相智 內視鏡 Histoacryl 注射修補切胃手術後巨大吻合處滲漏 

15:00-15:20(20 分鐘 Coffee Break 

15:20 

| 

16:20 
(60 分鐘) 

(4)胰臟英文口頭報告（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吳誠中 石宜銘 

1520-1532 李宜頻 以瘻管栓塞治療手術後胰臟瘻管 

1532-1544 楊卿堯 
可切除之胰臟神經內分泌瘤術後長期追蹤之結果及復發的危險因子

之分析 

1544-1556 盧致穎 IPMN 與 MCN: 奇美醫學中心經驗 

1556-1608 王心儀 
達文西機器人與傳統開腹胰十二指腸切除術以 Modified Blumgart  

胰空腸吻合重建的比較 

1608-1620 楊  立 以胰頭十二指腸切除手術術治療壺腹周圍癌 28 年 168 例經驗報告 

16:20 

| 

17:00 
(40 分鐘) 

(5)住院醫師優秀論文獎（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沈陳石銘 李威傑 

1620-1634 洪薏雯 外科治療對於原發性小腸淋巴癌之角色：單一醫學中心之經驗 

1634-1647 洪豪謙 
週邊嗜中性白血球-淋巴球比值對經根除性手術後肝細胞癌之影響 

與存活分析 

1647-1700 石柏威 膽囊之腎細胞癌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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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107 年會議程表 3 月 17 日(星期六) 

地點：國防醫學院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日期 講堂時間 
3 樓 33 教室 

演講時間 演講者 中文題目 

3/17 

(W6) 

 

此教室本學會使用時間為：14:00~17:00 

14:00 

| 

15:00 
(60 分鐘) 

(6)肝臟英文口頭報告 （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胡瑞恒 周嘉揚 

1400-1412 許桓源 
腹腔鏡肝切除手術來治療左側葉肝癌: 年輕外科醫師重新檢視

Louisville statement 的經驗分享 

1412-1424 高聖勛 
可切除之大腸直腸癌與肝臟轉移:手術治療上的趨勢和改變---

奇美醫院經驗 

1424-1436 陳界溥 聯合肝臟分割和門靜脈結紮的分階段肝切除術的新趨勢 

1436-1448 黃裕閔 活體肝臟捐贈者行肝切除之風險：二十年經驗回顧 

1448-1500 鍾宜秀 
術前門靜脈栓塞可改善肝胰十二指腸摘除術後肝再生的體積

及功能---以小動物實驗作概念驗證 

15:00-15:20(20 分鐘) Coffee Break 

15:20 

| 

16:20 
(60 分鐘) 

(7)肝臟英文口頭報告 （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李威震 謝宗保 

1520-1532 洪豪謙 肝細胞癌切除術後早期大規模性復發之臨床意義與預測因子 

1532-1544 周嘉揚 簡化式手助腹腔鏡肝切除術：影響手術時間的因子及其意義 

1544-1556 陳相智 老年人罹患肝細胞癌術後產生併發症之危險因子 

1556-1608 游明晉 染色體變異在晚期肝癌標靶藥物治療的分析 

1608-1620 李兆偉 探討 CK19 陽性表現的肝細胞癌較具侵襲性的機轉 

16:20 

| 

17:00 
(40 分鐘) 

(8)討論式海報(將進行評選，選出最佳 1 名) 請見以下說明 座長：鄭國祥 吳鴻昇 

1620-1625 陳思安 
E-Poster No. 胃食道交界處之侵潤性腺癌經全食道及胃切除與大腸

重建 – 2 個病例報告 TSA004 

1625-1630 莊樹宏 TSA005 

以單切口腹腔鏡經廔管膽管探查手術來處理內視鏡括

約肌切開取石術治療失敗的 Mirizzi 症侯群 Csendes 第

三型病患 

1630-1635 張維容 TSA006 
自體肝臟移植於傳統不可切除之肝細胞惡性腫瘤的臨

床應用 

1635-1640 張逸林 TSA007 
巨大肝癌合併右心房侵犯： 

開心手術是必要的嗎? 

1640-1645 林敏哲 TSA008 
以機器人手臂去蓋式切除位於第八肝節深部鄰近肝內

主要血管之肝癌是可行的 ---- 兩病例之初步報告 

1645-1650 周亞臻 TSA009 
肝細胞癌合併下腔靜脈腫瘤血栓的手術處理：我們的

兩個病例經驗 

1650-1655 劉彥伯 TSA010 使用 virtue ports 於單孔微創膽囊切除手術：初步經驗 

1655-1700 薛冠群 TSA011 AURKA 基因多型性與肝癌的相關性探討 

※ 討論式海報（口頭＋E-Poster）發表說明：發表者除比照「非討論式海報」之規定外，並於指定時間、

講堂口頭報告摘要及參與討論共 5 分鐘（每篇簡報 2 分鐘(最多 3 張幻燈片)，討論 3 分鐘）。 

※ 消化系外科（16 篇，E-Poster 編號 TSA004～019），107 年 1 月 31 日截止上傳 

   台灣外科醫學會規定：該專科 E-Poster 上傳檔案如未達 10 篇則不舉辦評選活動。 

※ 最佳 E-Poster 獎：由該專科學會自訂評分辦法並負責評選（評選委員於線上審閱 E-Poster），該專科

10~14 篇選出一名，15~24 篇選出二名，25 篇以上選出三名，將個別通知得獎者。由台灣外科醫學會

提供每一名得獎者獎金伍仟元及獎狀並依規定辦理預扣繳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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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107 年會議程表 3 月 18 日(星期日) 

地點：國防醫學院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日期 講堂時間 
3 樓 30 教室 

演講時間 演講者 中文題目 

 

 

 

 

 

 

 

 

 

 

3/18 

(日) 

 

 

 

 

 

 

 

 

 

08:00 

| 

09:00 
(60 分鐘) 

(9)年輕主治醫師傑出研究獎（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張子明 黃燦龍 

0800-0830 李志元 【基礎領域】 泛素接合酶 ZNRF1 藉由 caveolin-1 蛋白調控發炎反應 

0830-0900 何承懋 【臨床領域】 原發性肝幹細胞癌存在嗎? 癌幹細胞病生理的證據 

09:00 

| 

10:00 
(60 分鐘) 

(10)日本外賓特別演講 Prof. Go Wakabayashi  座長：黃銘德 陳國鋅 

Top: The latest frontiers of Minimally Invasive Liver Surgery 

10:00-10:20(20 分鐘) Coffee Break 

10:20-11:00(60 分鐘) (11)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第 16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理監事選舉 

11:00-12:00(60 分鐘) 台灣外科醫學會 貴賓演講 Keynote Speech 2 (致德堂) 

12:00-13:00(60 分鐘) Lunch Seminar 

13:00 

| 

14:20 
(80 分鐘) 

(12)胃腸英文口頭報告（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黃啟洲 陳炯年 

1300-1314 伍希元 胃癌病人接受腹腔鏡根除胃切除手術: 病人選擇與結果之分析 

1314-1328 余政展 改良性順時針腹腔鏡胃癌淋巴廓清術-低手術量中心的經驗 

1328-1341 李勁樵 
胃腸道基質瘤使用術前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影響手術後併發症

之分析 

1341-1354 邱煜程 胃癌術式對於糖尿病胃癌患者術後血糖控制之探討 

1354-1407 簡禔萱 以高比例局部晚期胃癌族群驗證 AJCC 第八版胃癌病理分期 

1407-1420 蘇炳睿 腹腔鏡經胃腔內切除靠近胃食道交界處之黏膜下腫瘤 

14:20 

| 

15:00 
(40 分鐘) 

(13) 特別演講 張金堅教授  座長：李伯皇 林明燦 

Top:癌症精準醫學之我見 兼談我的癌症醫學人生 

15:00-15:20(20 分鐘 Coffee Break 

15:20 

| 

17:00 
(100 分鐘) 

(14)專題演講【腸胃道間質瘤轉譯醫學研究】座長：吳秋文 張宏基 

1520-1545 曾嶔元 腫瘤 DNA 作為檢測 GIST 惡化的代用標誌 

1545-1610 顏厥全 細胞週期調控基因在胃腸道基質瘤的角色 

1610-1635 葉俊男 轉移性胃腸道間質瘤以癌瑞格治療效果之研究 

1635-1700 沈延盛 
胃腸道間質瘤酪氨酸激酶(KIT)外顯子 11 密碼 557 -558 缺失 

突變藉由 CXCL12/CXCR4 途徑促進肝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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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107 年會議程表 3 月 18 日(星期日) 

地點：國防醫學院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講堂時間 
1 樓 1 教室 

演講時間 演講者 中文題目 

08:00 

| 

09:00 
(60 分鐘) 

(15)膽道英文口頭報告 （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 林毅志 王森稔 

0800-0812 莊樹宏 迷你單切口腹腔鏡膽囊切除手術：連續九十二例病患的回溯性研究 

0812-0824 蘇文隆 超高齡患者接受腹腔鏡總膽管探查手術：預後分析比較 

0824-0836 蔡駿逸 針對復發性肝內膽管癌進行再次肝臟切除或轉移性腫瘤切除之結果分析 

0836-0848 雷浩然 評估第八版 AJCC 分期系統在肝內膽管癌的預後預測效果 

0848-0900 陳政廷 
PIM-1 及 Myc 基因拷貝數放大及蛋白質過度表達是壺腹癌的早期事件並可

作為治療標的 

09:00 

| 

10:00 
(60 分鐘) 

 (16)HIPEC 英文口頭報告（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謝茂志 鄭展燁 

0900-0912 余信賢 腫瘤減量手術與腹腔熱化療於闌尾杯狀細胞癌腹膜轉移的治療經驗 

0912-0924 余信賢 
腫瘤減量手術結合腹腔熱化療於腹膜偽黏液瘤的治療經驗 – 針對源自少見

的惡性畸胎瘤 

0924-0936 呂長運 腫瘤減量術合併腹腔熱化療治療腹腔假性黏液囊腫 萬芳醫院經驗分享 

0936-0948 洪豪謙 腹膜轉移性癌腫瘤減容手術及溫熱化療：單一醫學中心三年初步報告 

0948-1000 謝茂志 腹膜剝離術在腫瘤減量手術合併腹腔熱化療中所扮演的腳色 

10:00-10:20(20 分鐘) Coffee Break 

10:20 

| 

11:00 
(40 分鐘) 

(17) 膽道中文口頭報告（此時段採中文報告） 座長：夏振源 郭功楷 

1020-1030 鍾少煒 急性膽囊炎經膽囊引流後之自然病史 

1030-1040 邱郁婷 
急性膽囊炎於 80 歲以上老人之治療選擇：依據健保資料庫 1998 年至 2012

年之回顧性分析 

1040-1050 李清麗 單一切口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比較傳統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1050-1100 洪志杰 由健保資料庫探討純膽石性急性膽囊炎是否一律由外科醫師收療 

11:00-12:00(60 分鐘) 台灣外科醫學會 貴賓演講 Keynote Speech 2 (致德堂) 

12:00-13:00(60 分鐘) Lunch Seminar 

13:00 

| 

14:00 
(60 分鐘) 

(18)肝臟中文口頭報告（此時段採中文報告） 座長：王植熙 吳耀銘 

1300-1310 游明晉 Sox4 表現變異在肝癌肝切除的分析 

1310-1320 羅少喬 肝細胞癌肝外少數轉移病灶手術切除之角色 

1320-1330 郭功楷 
Pioglitazone 透過提高細胞質的脂肪分解、β-oxidation 及細胞自嗜作用改善 

脂肪肝 

1330-1340 王森稔 箱型基因 ISX 在 C 型肝炎病毒之核心蛋白所引發的脂質代謝中所扮演的角色 

1340-1350 蔡葵諺 肝臟手術後發生肺部併發症的危險因子分析探討 

1350-1400 何孟興 肝細胞癌合併大血管侵犯的手術治療臨床經驗 

14:00 

| 

15:00 
(60 分鐘) 

(19)General 英文口頭報告（此時段為英文演說） 座長：温義煇 洪朝明 

1400-1412 蔡佩君 
分析人類臍帶瓦頓氏凝膠間質幹細胞治療 Streptozotocin 誘發糖尿病大鼠之

療效 

1412-1424 黃星華 
二甲基亞碸治療C57BL6小鼠可增加全身性調節 T細胞分化以抑制因化學物質

引起之包囊性腹膜硬化症 

1424-1436 王仁則 導管引起上肢深靜脈血栓 

1436-1448 張孟浩 近紅外光靛氰綠螢光成像在缺血性腸疾病個案的灌流評估運用 

 1448-1500 劉孟綸 利用人體幹細胞在膠原基質上生長之組織工程及細胞治療應用 

 15:00-15:20(20 分鐘) 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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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107 年會議程表  3 月 18 日(星期日) 

地點：國防醫學院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講堂時間 
1F 1 教室 

演講時間 演講者 中文題目 

15:20 

| 

16:20 
(60 分鐘) 

(20)胃腸中文口頭報告 （此時段採中文報告） 座長：楊美都 陳以書 

1520-1530 陳耄逵 比較術前和術後放化療對直腸癌治療的影響 

1530-1540 黃昱閔 以紅外線溫度計測量腹腔沖洗用生理食鹽水溫度改善手術室工作流程 

1540-1550 黃國宏 戒環細胞胃癌在早期及進行性胃癌臨床病理與預後的差異性 

1550-1600 趙頌慈 腹腔鏡應用在腸系膜動脈閉塞性疾病病患的術後追蹤 

1600-1610 禚  靖 
熱休克蛋白於食道鱗狀細胞癌細胞缺氧誘發之血管新生 及上皮間質轉化 

扮演之角色 

1610-1620 鍾秉儒 腹腔鏡腹腔內縫線結扎闌尾斷端之回顧性研究 

16:20 

| 

17:00 
(40 分鐘) 

(21) 討論式海報(將進行評選，選出最佳 1 名) 請見 P.2 下方說明 座長：李金德 戴鋒泉 

1620-1625 張士純 
E-Poster No. B 型肝炎帶原者患有胰臟內分泌神經瘤合併肝臟轉移 經

Everolimus 治療併發猛爆性肝炎 – 病例報告及文獻回朔 TSA012 

1625-1630 陳昱廷 TSA013 壞死性胰臟炎的外科治療方針:文獻討論及單一機構的病例回溯 

1630-1635 麥振銘 TSA014 肝門靜脈積氣 : 一定要接受手術嗎? 

1635-1640 顏宏軒 TSA015 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後併發急性胰臟炎的發生率及風險因子析 

1640-1645 王國治 TSA016 
罕見自體免疫性膽管炎合併膽道狹窄疑似肝外膽管癌之個案報

告及文獻回顧 

1645-1650 王鈺鍞 TSA017 覆蓋支架置入對於延遲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後出血的治療 

1650-1655 郭軒如 TSA018 
比較胰全切除術與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後生活品質：傾向分數配對

分析 

1655-1700 梁建燊 TSA019 合併使用腹腔鏡及達文西機器手臂進行十二指腸胰臟切除術 

※以下為一般論文以非討論式 E-Poster 發表，資料如有誤，以台灣外科醫學會網站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年會專區公告為準。 

姓  名 E-Poster 編號 中文題目 

丁英哲 TSA152 老年患者膽腸瘻管產生後膽結石腸阻塞前的偵測 – 新的手術策略 

王森稔 TSA153 TIP60-SPZ1-TWIST1 複合體經由調節上皮間質轉化過程促使癌細胞的轉移 

王新富 TSA154 經橫結腸造口關閉傷口 同時行單孔腹腔鏡肝切除之可行性 

王新富 TSA155 急性闌尾炎表現之闌尾類癌瘤-病例報告與文獻回顧 

王嘉修 TSA156 血漿 DECK 做為胃癌病人進展的生物標誌之評估 

余信賢 TSA157 應用重複性腫瘤減量手術與腹腔熱化療於胰管內黏液性乳突癌腹膜轉移 – 病例報告 

余政展 TSA158 膽管空腸吻合口靜脈曲張併頑固出血：罕見病例報告與文獻回顧 

吳羽穎 TSA159 罕見巨大功能性胰臟內分泌腫瘤合併十二指腸穿孔的成功治療案例報告及文獻回顧 

吳佳臻 TSA160 老年女性遠端迴腸憩室炎併穿孔及腹膜炎進行腹腔鏡輔助遠端迴腸切除及吻合手術:病例報告 

李京錞 TSA161 治療成功經驗針對大量氣腹之空腸憩室症: 一病例報告 

李京錞 TSA162 保守治療針對正中弓狀韌帶綜合症所導致胰十二指腸動脈瘤破裂: 一病例報告 

李定穎 TSA163 盲腸惡性腫瘤模仿急性闌尾炎接受闌尾切除術併發盲腸腹膜婁管-案例報告 

李東璒 TSA164 IgG4 自體免疫胰臟炎接受胰十二指腸切除之個案報告 

李泓家 TSA165 十二指腸憩室化手術以治療腫瘤引起之出血-個案報告 

李政翰 TSA166 使用 Tamoxifen 治療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之成功案例報告 

李齊 TSA167 簡化腹腔鏡修補手術 – V-Loc 縫線在消化性潰瘍穿孔手術的應用 

林卉晨 TSA168 肝切除時，腫瘤暴露在肝切除面時，此是否可算治癒切除？ 

林俊昌 TSA169 HSD3B 調控肝癌細胞之存活與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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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森 TSA170 急性白血病之嗜中性白血球缺乏性腸炎：個案報告 

林耿立 TSA171 巨大原發肝臟膽管癌侵犯結腸擬似肝臟膿瘍併結腸廔管 

林偉傑 TSA172 肺部併發症呈現之腹內濾泡樹突狀細胞肉瘤 

林毓冰 TSA173 罕見困難梭狀芽孢桿菌引發縱隔腔氣腫及氣腹 -- 病例報告及文獻回顧 

林毓冰 TSA174 罕見臍靜脈曲張破裂之腹腔內出血的成功治療案例及文獻回顧 

洪家椿 TSA175 罕見原發性胰臟惡性纖維腫瘤成功手術切除之個案報告及文獻回顧 

殷士閔 TSA176 成人胰臟母細胞瘤:個案報告與文獻回顧 

康朞翔 TSA177 魚骨經胃穿刺至上腸繫膜靜脈導致血栓形成：案例報告 

康龍昀 TSA178 以神經學症狀表現及單一腦轉移的胃癌復發: 個案報告及文獻探討 

張恩承 TSA179 Bouveret’s 症候群之自然排出膽結石之病例報告 

梁祖瑋 TSA180 病例報告: 一位罹患原發性腸脂垂炎青少年的電腦斷層診斷及腹腔鏡發現 

莊主欣 TSA181 長期留置之子宫内避孕器引發骨盆腔放射菌病 

郭禎明 TSA182 空腸肉瘤樣癌併胃轉移 : 病例報告 

陳元挺 TSA183 肝臟黏液性囊泡腫瘤病例報告 

陳俊煌 TSA184 雙重原發性肝細胞癌及肝內膽管癌：台灣首例之罕見病例報告 

陳彥志 TSA185 於首次胰臟癌手術切除四年之後的異時性胰臟癌：病例報告與文獻回顧 

陳家輝 TSA186 左側盲腸憩室炎合併中腸旋轉不良 

陳耄逵 TSA187 CPCR 後延遲型胰臟炎 

陳嘉哲 TSA188 巨大脂肪肉瘤之處理經驗一個案報告及病歷討論 

陳臨安 TSA189 經腹腔鏡行左外側肝葉切除手術: 從多孔到單孔 

曾守黑 TSA190 罕見子宮內膜異位合併小腸阻塞之個案報告及文獻回顧 

曾彥雅 TSA191 腹腔內溫熱化療針對晚期胃癌惡性腹水的姑息治療: 病例報告 

黃至豪 TSA192 以保守性治療處理胃潰瘍穿孔併廣泛性腹膜炎-病例報告及文獻回顧 

黃宏昌 TSA193 運用機器人手臂手術切除甲型胎兒蛋白型胃癌： 一個特殊型態胃癌的外科治療經驗 

黃秀進 TSA194 罕見胃癌術後合併假性動脈瘤出血以經動脈血管栓塞之成功治療個案報告 

黃政諺 TSA195 內視鏡十二指腸乳頭切開術後併發危及性命出血的外科治療方式—以導尿管壓迫方法 

黃昱閔 TSA196 機械手臂脾臟保留遠端胰臟切除之初期經驗 

楊千毅 TSA197 子宮內膜異位症在年輕女性以急性闌尾炎表現-兩罕見病例報告及文獻回顧 

楊博智 TSA198 
針對未來肝殘存體積不足的肝細胞癌 術前依序施予經動脈化學栓塞以及肝門靜脈栓塞後成

功切除的案例報告 

楊穎勤 TSA199 
病例報告: 一個經過動脈栓塞及經皮膚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後惡化增大並侵入心包膜腔的

肝細胞癌的切除及重建 

楊穎勤 TSA200 
病例報告: 以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控制巨大肝腫瘤的緊急破裂出血, 之後正式診斷肝細胞

癌, 再以腹腔鏡左肝切除手術治療 

楊穎勤 TSA201 Lactobacillus 腹膜內膿瘍 

葉永松 TSA202 
ERCC1, XRCC1 與 ERCC2 表現量對於預測無法切除或是局部嚴重侵犯型胃癌病人施以 FOLFOX-4

化學治療的臨床結果 

廖亭凱 TSA203 不明原因之肝內假性動脈瘤以類似急性出血性膽囊炎表現之個案報告 

劉嘯天 TSA204 輔酶 Q10 補充對手術後肝細胞癌患者抗氧化能力和炎症的影響：随機、安慰劑對照試驗 

蔡坤璋 TSA205 經皮穿肝膽囊引流管路做為減少腹腔鏡膽囊切除手術孔洞數目之技術 

蔡岳霖 TSA206 巨大後腹腔副神經節瘤案例分享及文獻探討 

蔡家揚 TSA207 延遲性後腹腔惡性肉瘤轉移至胰臟之手術治療-個案報告 

蔡雪厂 TSA208 腫瘤減積手術合併胸腹腔內溫熱化療於胃食道連接部腺癌的單一案例報告 

鄭吉夫 TSA209 闌尾破裂以腸壁積氣併肝門靜脈呈現氣體來表現：案例報告 

鄭紹彬 TSA210 腫瘤切除前後肝细胞癌患者氧化壓力、穀胱甘肽及其依賴性氧化酶活性之變化 

盧瑞華 TSA211 惡性小腸 基質瘤表現像巨大卵巢囊腫：病例報告 

謝依蒨 TSA212 經腹腔鏡行亞全胰臟切除手術:大同醫院經驗分享 

羅友琪 TSA213 腹腔鏡遠端胰切除術治療胰內分泌腫瘤：病例報告 

蘇倍慶 TSA214 罕見肝內發炎偽發性腫瘤合併肝膿瘍經腹腔鏡部分肝葉切除之個案報告及文獻回顧 

蘇劍秋 TSA215 成功治療一位無法切除原發性甲狀腺淋巴瘤併呼吸道阻塞 

蘇劍秋 TSA216 胰臟頭原發性淋巴癌個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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