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yroid RFA training course and PTMC forum 

20190803 (週六)高雄長庚醫院 質子中心會議室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9:50-10:10 致詞 長官 
高雄長庚醫院 

林偉哲主任 10:00-10:10 致詞 
童綜合  

黃振義理事長 

10:10-10:30 The indication of thyroid RFA 
台中榮民總醫院  

李宇璇醫師 童綜合  

黃振義理事長 
10:30-11:00 The basic techniques for thyroid RFA 

中山醫學大學附屬醫院 

 鄭凱倫醫師 

11:00-11:30 Complication”S” of thyroid RFA 
高雄長庚醫院  

林偉哲主任 高雄長庚醫院 

周逢復教授 
11:30-12:00 外科醫師對甲狀腺結節治療選擇的認識和效果評估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邱新光 教授 

12:00-12:40 中場休息 

參觀高雄長庚醫院 質子治療中心 (台灣唯二) 

黃英彥 主任 

王友明副主任 12:40-13:30 

13:00-13:20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 

高雄長庚醫院  

張智閔 醫師 台大  

王治元教授 
13:20-14:00 

RFA for 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 

and recurrent cancers: Pro and Con 

Asan Medical Center  

Professor Jung Hwan Baek 

14:00-14:30 甲狀腺惡性腫瘤熱消融現狀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車穎教授 高雄長庚醫院 

王佩文教授 
14:30-15:10 

Post-operative Radioiodine Remnant Ablation for 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 

高雄長庚醫院  

張雁翔 醫師 

15:30-17:00 Hand On for RFA  李宇璇 鄭凱倫 林偉哲 
林偉哲 

Jung Hwan Baek 



會議日期：108.08.03  

會議時間：AM10:00-17:00 

會議地點：高雄長庚醫院 質子中心會議室 

＊＊＊會議需為臺灣介入放射線學會或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會員＊＊＊ 

＊＊＊會員收費 500 元，非會員收費 2500 元（含入會費），費用於會議現場收費＊＊＊ 

＊＊＊下午超音波實機操作，另收報名費用 500 元（限額 40 名）＊＊＊ 

 

台中榮民總醫院 李宇璇醫師 

主治專長 

 甲狀腺癌、甲狀腺結節消融治療、甲狀腺疾病、糖尿病。 

專業經驗 

 臺中榮總 新陳代謝內分泌科 主治醫師 

重要經歷/進修訓練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住院總醫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總醫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醫學士 

 台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專科證照 

 內科專科醫師證書 

 內分泌專科醫師證書 

研究興趣 

 甲狀腺癌  

 甲狀腺消融治療  

 糖尿病 

 



中山醫學大學附屬醫院 鄭凱倫醫師 

現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主治醫師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候選人 

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住院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  總醫師 

 韓國首爾峨山醫院(Asan Medical Center)訪問學者 

專長 

 甲狀腺結節射頻燒灼手術 

 甲狀腺囊腫酒精注射術 

 甲狀腺細胞穿刺及組織切片 

 甲狀腺超音波診斷 

 神經放射線學 

專科學會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專科醫師 

國際學會 

 韓國放射線醫學會國際會員 

 韓國超音波醫學會國際會員 

 

 

 

 

 

 



高雄長庚醫院 林偉哲主任 

專業證書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專科醫師 

現職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放射診斷科 科主任 

教職 

 長庚大學部定副教授 

 長庚醫院副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實習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放射診斷科住院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總住院醫師 

 高雄長庚放射診斷科主治醫師 

 高雄長庚神經放射診斷科主治醫師 

 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常務理事 

 中華放射線醫學會 副秘書長 

專長  

 甲狀腺及頭頸腫瘤微侵入治療 

 神經放射診斷學 Neuroradiology 

 經皮椎體成形術 Vertebroplasty 

 醫學影像分析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頭頸部放射影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e (DTI) 

 Rest-functional MRI 



 巴金森氏症腦功能影像 

 高階腦功能磁振造影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邱新光教授 

個人簡介 

 博士、教授、主任醫師，碩/博士研究生導師，甲狀腺外二科科主任，甲狀腺外科學術帶頭人。1995 年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博士研

究生畢業，河南省首屆引進醫學博士，河南省中青年科技創新人才。2000 年和 2002 年在挪威王國 Berg en 和 Oslo 大學研修。具有

豐富的普通外科理論知識及臨床經驗，熟練地掌握了甲狀腺、乳腺、肝膽、胰腺等疾病的診斷和品質。每年門診接診患者 10000

餘人，手術近 2000 臺。曾多次參加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 70 餘篇。獲省級科技進步獎 3 項，現承擔省、

市科研專案 8 項。 

專業特長 

 擅長甲狀腺結節、甲狀腺癌、甲亢及甲狀旁腺腺瘤等疾病的診斷及治療。開展腎衰患者甲狀旁腺全切+前臂移植術治療腎衰甲狀旁

腺功能亢進取得良好效果。 

主要成果 

 已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 27 名，出版 5 部醫學專著，國內外發表專業論文 70 餘篇。獲省級科技進步獎 3 項，現承擔省、市科研

專案 8 項。 

主要著作 

 《普外疾病診治決策》、《臨床醫學科研程式與方法》、《新編全科醫學》、《臨床科研方法》、《普外科手術併發症的診治和

防範》。 

 

 

高雄長庚醫院 張智閔 醫師 

專長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之基礎及臨床醫學 

教職 

 講師 

現職 



 長庚紀念醫院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部定講師 

學歷 

 慈濟大學醫學系畢業 

經歷 

 長庚紀念醫院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高雄巿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學會與認證 

 中華民國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專科醫師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車穎教授 

所屬科室 

 超聲科 

職稱 

 教授 

專家介紹 

 教授，超聲科主任，超聲二科主任，醫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超聲醫學工程學會委員、超聲介入委員會委員；中國抗癌

協會腫瘤微創治療專業委員會委員、甲狀腺學組副主任委員；中國影像醫學研究會超聲分會介入委員會委員、遼寧省超聲醫學工

程學會委員、大連市醫學會超聲分會侯任主委。曾留學於澳大利亞阿德雷德大學，赴韓三星醫療中心接受腫瘤超聲引導下射頻消

融治療培訓，對許多臨床疑難病例的超聲診斷及腫瘤超聲引導下介入診治有豐富的經驗。主持省科技廳、省教育廳及市科委科研

課題共 5 項，主要研究方向為甲狀腺、乳腺疾病的超聲診斷、腫瘤的良惡性鑒別及超聲引導下介入治療。擅長甲狀腺結節射頻消

融治療、乳腺腺瘤微創旋切治療、肝癌超聲引導下射頻消融治療、子宮肌瘤及腺肌症熱消融治療、甲狀腺結節良惡性鑒別。 

 

 

高雄長庚醫院 張雁翔 醫師 

專長 

 一般核醫檢查、正子造影 



 

 教職 

現職 

 高雄長庚醫院核子醫學科主治醫師 

學歷 

 台大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經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核子醫學科主治醫師 (2013/12-迄今)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核子醫學科住院醫師 (2009/08-2013/11) 

學會與認證 

 中華民國核子醫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