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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華人檢驗醫學學術研討會 

2011 年 11 月 5～7 日 
台  北 

 

研討主題：轉譯醫學 
 

會場：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06 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 16 號 12 樓之 1, 台灣 
電話：886-2-23697463 

傳真：886-2-23698363 

網址：www.labmed.org.tw 

 E-mail：office@labmed.org.tw 

 



 

 

歡     迎     詞 

 

 
本人謹代表籌委會，誠意地邀請 閣下參加第十一屆華人檢驗醫學學

術研討會。該研討會將於 2011 年 11 月 5 日至 7 日在台灣大學國際會議

廳舉行，主題是“轉譯醫學”，由於基因體解密，蛋白質體學、代謝體學的

發展，已經有很多新的生物標記可以提供臨床應用，希望藉著研討會邀請

相關各領域專家的參與，分享他們在轉譯醫學在臨床應用的經驗和未來的

發展方向。除了以上的主題外，研討會內容還包括分子診斷，腫瘤標記，

血液學，輸血檢驗，預防檢驗，臨床微生物，臨床病毒，臨床血清，檢驗

室諮詢系統及檢驗室管理等，希望這次研討會能提供一個平臺，讓兩岸四

地檢驗醫學各個領域的專家能再一次聚在一起，共同討論檢驗醫學的議

題。 

 
 

    台北是一個有人情味值得一再造訪地的地方，能提供最高水準的文化

設施和接待。作為東道主，籌委員將盡力辦好此次會議，讓兩岸四地的朋

友們可以在一起度過一個知識、歡樂與休閒的時光。             

                          第十屆華人檢驗醫學學術研討會 
                                       籌備委員會 主席 

吳竹蘭  敬邀 
2010 年 7 月 

 
 
 
 
 
 
 
 
 



籌 備 委 員 會 
 
 主席 吳竹蘭 （台灣） 
 尚紅 （中國大陸） 
 詹瑤林 （香港） 
 郭昌能 （澳門） 
 副主席 高全良  
   

學術組  展場組 
召 集 人 曹國倩   召 集 人 黃仰仰  
副召集人 張懿欣   副召集人 吳雪穎  
委    員 施勇綸   委    員 高智雄  

 游雅言    張來發  
 張錦標    甯孝真  
 盧章智    
 謝淑珠   公關活動組 
  召 集 人 謝文祥  

財務組  副召集人 林克亮  
召 集 人 謝榮峰   委    員 王敦仁  
副召集人 范秀琴    廖皓宏  
委    員 毛小薇    蔡德龍  

 盧世乾    蔡麗玉  
   

編輯組  秘書行政組 
召 集 人 李名世   秘 書 長 徐慧貞  
副召集人 趙崇義   幹    事 李婕綺  
委    員 朱益民    張楟翊  

 姜泰安    陳威名  
 黃雅芳    
 賴信志  顧問委員會   
     劉武哲  
     黃慶三  
   何憲武  

論文徵求     
大會學術組誠摯的邀請兩岸四地的醫檢同仁參與第 10 屆華人檢驗醫學學術研討會，分享並

發表相關專業學術研究報告。投稿摘要將安排以口頭報告或壁報形式發表；摘要投稿方式、格式

要求、投稿範例及相關資訊，將於 2011 年春天公告。 
    

  
研討項目  

10.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1. Translational Medicine  11. Lipid and Lipoprotein 
2. Molecular diagnostics in genetic diseases  12. Free Radicals in Health and Disease 
3. Molecular diagnostics in cancer  13. Bone Metabolism and Markers 
4. Molecular diagnostics in infectious diseases  14. Hematology 
5. New biomarkers  15. Blood Transfusion 
6. Tumor Markers  16. Cytogenetics 
7. Management in Laboratory Medicine  17. TDM and Toxicology 

18. Clinical Immunology 8. Transplantation diagnostics in Laboratory 
Medicine 

 
19. Diagnostic Virology 

9. Laboratory Assessment of Nutritional Status  20. Clinical Bacteriology 



 

研討會場地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1 年 11 月 5~7 日 

 
註冊費  交通 
美金 ＄150  

 （包含：歡迎晚宴、場刊、每日研討會、展覽、

午餐及茶點）  
  

台北市交通十分便利，計程車多且可直接招

攬，或可選擇比較平價的公車及捷運（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Metro Taipei】)，也

很方便。  
簽證   

 住宿 
 

非台灣當地之參加者需持有效護照或入境許

可證。請諮詢個人所在地的出入境管理單位或

當地旅行社。  
  

可在網際網路中查詢到不同價位的飯店房

間，請依個人需求自行訂房。若有更進一步的

問題，可洽詢大會秘書處。 
語言   

  會議語言使用英文或中文。 
大會現場沒有安排同步翻譯。  聯絡 
  如欲索取相關諮詢，請聯絡大會秘書處： 
展覽   

 106 台灣台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16 號 12 樓之 1 
 第十屆華人檢驗醫學學術研討會 秘書處 

大會展覽場將安排各家廠商展示。如需更進一

步的展場資訊，請聯絡大會展場組或大會秘書

處。  電話：886-2-23697463 
  傳真：886-2-23698363 
氣候  網頁：www.labmed.org.tw 

 E-mail：office@labmed.org.tw 
  

台北市位處亞熱帶，11 月正是秋季轉冬季之

時，平均氣溫從 18℃到 28℃，氣候非常舒爽

宜人。 

  
   
   
   
所有照片皆由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提供。拍攝者（由左上至右下之照片順序排列）：駱崇賢、吳志學、洪重福、利勝

章、蔡志雄、陳麗秋、張濰瀧、徐世榮、吳志學、吳志學、鄭凱仁、林辰儒、余宏駿、游忠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