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20th Annual Meeting of
Antimicrobial Drug Resistance in Taiwan
Date：2018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
Venue：台北花園酒店 3F 牡丹廳（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 號）
時間
9:00-9:10

講題
Opening Remarks

演講者

主持人

黃立民 理事長 鄧麗珍 理事長
羅一鈞 副署長

Session 1: Surveillance and detection
9:10-9:40

AMR surveillance: Global and
regional（SMART 20 years）

薛博仁 醫師

王立信 醫師

9:40-10:10

AMR in animals and environment

林昭男 教授

黃富源 醫師

10:10-10:30

Break and group photo

10:30-11:00

Molecular detection: multiplex PCR
vs. NGS

盧章智 醫師

何憲武 教授

11:00-11:30

Clostridium difficile

洪元斌 醫師

李秉穎 醫師

11:30-12:00

mcr storm: humans and animals

郭書辰 醫師

黃政華 醫師

12:00-13:30

Lunch symposium:
Topic: Impact of MDRO growing threats on the treatment of CAP and
HAP
Speaker: Ronald Grossman (Canada)
Moderator: TBD

Session 2: MDRO threats: current impact and novel treatment options
13:30-14:00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李禎祥 醫師

黃玉成 醫師

14:00-14:30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莊祐中 醫師

張上淳 院長

14:30-15:00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盧敏吉 醫師

劉永慶 醫師

15:00-15:20

Break

15:20-15:50

Ca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李怡姿 醫師

王復德 醫師

15:50-16:20

Candida auris in Taiwan

李淑英 主任

羅一鈞 副署長

16:20-16:50

MDR-M. tuberculosis

李欣蓉 醫師

張峰義 醫師

16:50-17:00

Panel Discussion & Closing Remarks

主辦單位：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台灣微生物學會
贊助廠商：台灣拜耳(股)公司

張峰義 醫師

鄧麗珍 理事長

The 20th Annual Meeting of
Antimicrobial Drug Resistance in Taiwan
Date：2018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
Venue：高雄漢來飯店會展廳（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 號）
時間
9:00-9:10

講題
Opening Remarks

演講者
黃立民 理事長

主持人
鄧麗珍 理事長

Session 1: Surveillance and detection
9:10-9:40

AMR surveillance: Global and
regional（SMART 20 years）

薛博仁 醫師

劉清泉 醫師

9:40-10:10

AMR in animals and environment

林昭男 教授

何茂旺 醫師

10:10-10:30

Break and group photo

10:30-11:00

Molecular detection: multiplex PCR
vs. NGS

盧章智 醫師

朱紀實 副校長

11:00-11:30

Candida auris in Taiwan

李淑英 主任

陳伯彥 醫師

11:30-12:00

mcr storm: humans and animals

郭書辰 醫師

黃俊凱 醫師

12:00-13:30

Lunch symposium:
Topic: Impact of MDRO growing threats on the treatment of CAP and
HAP
Speaker: Ronald Grossman (Canada)
Moderator: TBD

Session 2: MDRO threats: current impact and novel treatment options
13:30-14:00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李禎祥 醫師

劉建衛 醫師

14:00-14:30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莊祐中 醫師

湯宏仁 醫師

14:30-15:00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盧敏吉 醫師

劉有增 醫師

15:00-15:20

Break

15:20-15:50

Ca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李怡姿 醫師

盧柏樑 醫師

15:50-16:20

Clostridium difficile

洪元斌 醫師

柯文謙 醫師

16:20-16:50

MDR-M. tuberculosis

李欣蓉 醫師

陳垚生 醫師

16:50-17:00

Panel Discussion & Closing Remarks

主辦單位：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台灣微生物學會
贊助廠商：台灣拜耳(股)公司

陳垚生 醫師

鄧麗珍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