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年會
暨謝貴雄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
”Taiwan Academy of Pediatric Allergy Asthma Immunology Annual
Congress 2022”
主辦單位：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日 期：111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08:00-17:00
地 點：中山醫學大學誠愛樓 9 樓 國 際 會 議 廳 第 一 ~三 演講廳
(台 中 市 南 區 建 國 北 路 1 段 110 號 )
時間

題目

主講人

08:00

Register

08:30~08:40 Opening

洪志興 理事長/姚宗杰 秘書長

Nutritional strategies to reinforce skin
08:40~09:20
barrier function in AD infants

孫海倫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09:20~10:00 Cell/immune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楊崑德 教授
淡水馬偕醫院

10:00~10:20
10:20~11:00

主持人

呂克桓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林清淵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Coffee break
Is singulair safe for long term
treatment?

林于粲 副教授
臺大醫院
王怜人 副教授
新光醫院

11:00~11:40 Food allergy in clinical practice
Lunch symposium (第三演講廳)
1、New era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burden of atopic dermatitis
演講者:朱家瑜 教授 臺大醫院皮膚科
主持人:呂克桓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11:40~12:20
2、From clinical to real world in AD
Implementing innovation from
pediatrics prospective
演講者:歐良修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主持人:呂克桓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12:20~12:30

楊曜旭 教授
臺大醫院
姚宗杰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

Lunch symposium (第二演講廳)
Hereditary Angioedema (HAE)
diagnosis and clinical practice
for better patient outcome.
演講者:黃春明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主持人: 徐世達 教授 馬偕醫院

休息

Lunch symposium (第一演講廳)
New approach of steroid sparing
Atopic Dermatitis Systemic Treatment - Do
therapy for mild-to-moderate atopic
No Harm - Considerations and Safety
dermatitis patients older than 3
12:30~13:10
months of age
演講者:鐘文宏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皮膚科 演講者:王麗潔 副教授 臺大醫院
主持人:洪志興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主持人:楊曜旭 教授 臺大醫院
Lunch symposium (第三演講廳)

13:10~13:40

第九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13:40~14:00

Coffee break

(正方)高峻凱 醫師
Pro/Con topic: COVID -19 vaccination is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世達 教授
14:00~14:40
necessary for children under 5 y/o ? (反方)俞欣慧
馬偕醫院
助理教授 臺大醫院
Biologic agent in juvenile idiopathic
黃璟隆 教授
14:40~15:20
Prof.Gerd Horneff
arthritis: past,now and future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15:20~15:40

Coffee break

15:40~16:20 Hx of GINA and 2022 update
16:20~17:00 Pediatric SLE in Taiwan

Prof. Atul Gupta
吳昭儀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17:00~17:10 Closing

江伯倫 教授
臺大醫院
葉國偉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

洪志興 理事長/姚宗杰 秘書長

繼續教育積分：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 15分
台灣過敏氣喘暨臨床免疫醫學會 (申請中)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申請中)
台灣兒科醫學會 (申請中)

※ 疫情期間請保持社交距離，或全程配戴口罩 ※
※ 報到費 500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