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首屆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高峰論壇
日期：2011年6月18日(六)

下午一點三十分~五點三十分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01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南路11號10樓)
時間

講題

演講者
報

1330-1400

主持人/點評人

到

SECTION 1 / 兩岸醫療政策的變革
1400-1415

撫今、思昔、前瞻
-用宏大的器宇開創健康照護(產業)的未來-

1415-1430 大陸醫藥生物技術現狀和發展趨勢

1430-1445 台灣健保制度的改革

1445-1500 大陸醫療衛生政策

石曜堂 理事長(台)

黃松雄 理事長(台)

衛生署前副署長

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協會

彭 玉 政協委員(陸)

趙同彬 會 長(陸)

衛生部原副部長

大陸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

劉見祥 理事長(台)

高明見 名譽理事長(台)

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台灣醫事聯盟協會

鄧一嗚 主任醫師(陸)

符振中 理事長(台)

衛生部醫政司

台灣醫事聯盟協會

方 俊 副會長(陸)
大陸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

點評（Panel Discussion）

1500-1515

賴調燦 董事(台)
台灣中油(股)公司

SECTION 2 / 後ECFA兩岸醫療事業的契機
1515-1530 兩岸自由行後的觀光醫療
1530-1545 觀光醫療新的商業模式

謝瀛華 副院長(台)
臺北醫學大學市立萬芳醫院

王宏仁 理事長(台)

吳明彥 秘書長(台)

台灣觀光醫療發展協會

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洪子仁 總經理(台)

1545-1600 台灣保健旅遊現況

呂嵐欽 行政副院長(台)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新光健康管理公司

1600-1615 中國健康管理的現況及兩岸合作的機會
1615-1630 兩岸生物醫藥之發展合作契機與展望
1630-1645 基因檢測推動健康管理新藍海
1645-1700 台灣醫師人力支援與醫學教育
1700-1715 中國中西醫結合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黃建始 院 長(陸)
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

胡幼圃 特聘教授(台)
國防醫學院

陳怡芳 總經理(台)
達易特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念中 副院長(台)

許紋銘 副院長(台)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

鄭承濬 理事長(台)
台灣海峽兩岸醫藥合作協會

張來發 名譽理事長(台)
醫檢師公會全聯會

張永賢 教 授(台)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針灸研究所

吳偉康 副會長(陸)

黃三德 理事長(台)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

中華全方位養生協會

王博恩 局 長(台)

點評（Panel Discussion）

1715-1730

基隆市衛生局

賴鎮源 理事長(台)
中醫皮膚科醫學會

1800～

臺北市政府宴會廳(B1元福樓)-歡迎晚宴

※議程內容將以大會當日公佈為主。

協會秘書處

2011首屆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高峰論壇
日期：2011年6月19日(日) 上午八點三十分~下午五點三十分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101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南路11號11樓)
時間

講題

報

0830-0900
0900-1000

到

演講者

連 戰 榮譽主席
王金平 院 長
SECTION 3 / 兩岸醫療投資面面觀

聯合開幕式～貴賓致詞
兩岸經貿之發展趨勢與影響

張平沼 理事長(台)

1015-1030

大陸經貿投資架構與醫療產業概述

李祖德 董事長(台)

1030-1045

大陸醫療產業現在與未來之發展

1045-1100

中國大陸在海峽兩岸交流最早之平臺－
滬港澳臺口腔醫療學會之發展與期望

1000-1015

全國商業總會

江丙坤 董事長
邱文達 署 長
吳德朗 理事長(台)
台灣醫院協會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會

周大為 董事長(陸)
北京怡德醫療投資管理集團

石四箴 教 授(陸)
同濟大學口腔醫學院

李 選 教 授(台)

1100-1115

1992-2011年兩岸護理專業交流經驗

1115-1130

台灣長期照護政策

薛承泰 政務委員(台)

1130-1145

大陸長期照護現況發展

姜小鷹 副理事長(陸)

1145-1200

長期照護的趨勢-遠距照護

蔡育秀 教 授(台)

1200-1215

大陸醫藥行業外商投資狀況

詹洪春 社 長(陸)

1215-1230

藥品行銷通路佈建

李蜀平 理事長(台)

蔡有成 理事長(台)
台灣美容醫學醫學會

鄭文韶 院 長(台)
台灣齒顎矯正學會前會長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院
台灣行政院

中華護理學會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系
中國醫藥雜誌社
藥師公會全聯會

盧美秀 理事長(台)
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黃紀曄 名譽主任(陸)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際
交流中心

費筱宗 創會會長(台)
台灣齒顎矯正學會

點評（Panel Discussion）

1230-1245

主持人/點評人

賴來和 秘書長(台)

午

1245-1400

餐 (請持餐券至B1餐廳領取餐盒及用餐)

醫檢師公會全聯會

SECTION 4 / 大陸醫療機構的投資實務分享

翁林仲 副總院長(台)

1400-1415

大陸湖南旺旺醫院經營經驗

鄭文憲 執行長(台)
大陸湖南旺旺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1415-1430

大陸廈門長庚醫院經營經驗

龔文華 主 任(台)

謝武吉 理事長(台)

長庚醫院行政中心

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1430-1445

大陸東莞醫院經營經驗

王丹江 理事長(台)

1445-1500
1500-1515

台灣醫療品質協會

大陸眼科連鎖經營經驗

陳 邦 董事長(陸)

大陸眼科產、學、研一體化模式探討

何 偉 院 長(陸)

湖南愛爾投資集團

1515-1530

台資在陸醫學美容連鎖經營經驗

1530-1545

投資大陸醫療美容

瀋陽何氏眼科醫院

廖嘉裕 營運總監(台)
曜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業部

呂京陵 院 長(陸)
上海港華醫院

沈希哲 院 長(台)
新北市市立聯合醫院

趙家良 教 授(陸)
大陸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
眼科專業委員會

張朝凱 秘書長(台)
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協會

王尊彥 理事長(台)
台灣生髮醫學會

陳美齡 理事長(台)
中華兩岸美容交流協會

許必靈 教 授(台)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研究所

點評（Panel Discussion）

1545-1600

黃建文 常務理事(台)
1600-1615

茶

牙醫師公會全聯會

歇

SECTION 5 / 兩岸生物科技與健康產業的投資分享

1615-1630

多層級連續性長期照顧產業的新契機

蔡芳文 執行長(台)

1630-1645

兩岸抗衰老醫療之昨日、今日與明日

王桂良 院 長(台)

1645-1700

神經疾病的幹細胞療法

林欣榮 院 長(台)

1700-1715

中草藥在化妝品原料領域的實務與運用

雙連安養中心

安法診所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曾 新 博 士(陸)
東南大學生物科學與醫學工程學院

江彥霆 國策顧問(台)
總統府

李訓福 董事長(台)
福濬傳統醫藥基金會

孫茂峰 理事長(台)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顏少臣 總經理(台)
金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旺全 前理事長(台)
1715-1730

點評（Panel Discussion）

臺北市中醫師公會

張立德 理 事(台)
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協會

1800～
台灣全國商業總會-惜別晚宴(張榮發基金會-B1中餐廳)
※議程內容將以大會當日公佈為主。

協會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