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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工業衛生暨環境職業醫學國際研討會

主題之訂定一開始即環繞高雄市的氣爆事件，

然而，高醫大關心工業衛生不僅是在此氣爆事

件發生後才開始，早在民國69年成立工業衛生

研究中心，並於翌年開始舉辦工業研討會，之

後又廣邀其他學會共同舉辦。爾後，與環境醫

學相關之單位，如附設醫院成立職業病防治示

範中心、學校陸續成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現

今公衛系環境暨職業衛生安全博士班)及環境醫

學中心陸續成立，對於環境相關議題高度關注

外，並將醫療服務與基礎研究相結合，達到服

務民眾與探索新知並行。

高雄市早在十大建設時代，已轉型為重工

業區，支撐國內重要重工業源頭的廠區均在此

發展與茁壯，這些大型工廠雖然在臺灣基礎經

濟發展上帶來了極大的貢獻，但其工業污染所

帶來的環境衝擊卻是十分沉重，尤其是2014年

8月1日在高雄市市中心發生氣爆，造成市中心

的某種程度的癱瘓、居民生命財產受到損害，

更意識到在這人稠地狹的環境中，面對工廠環

境、安全與衛生問題是需要各界一起集思廣益

與討論，因此，舉辦此研討會希望達到深入瞭

解此議題的機會，更期待能帶動整體環境職業

衛生界各成員之間的合作，結合彼此專才學能

提升對此議題的研究風氣，增進社會福祉。

研 討 會 邀 請 的 其 中 一 位 演 講 者 Dr. 

Batterm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讓參

與者了解即使是先進的北美地區，對於新興與特有

的石油產物，如頁岩油與油沙，仍然非常關注於採

勘對於環境的影響，以及人暴露於開採時所需的有

機物與有機填充物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另外一位

演講者，Dr. Lai (ESSEC Business School Asia-

Pacific, Singapore)則讓參與者了解災害應變系

統應該要包含那些要素，以及如何建構災害因應系

統與人員事前的準備，在災害發生時才會發揮最大

功用。這兩場的演講讓與會者反觀思索，不論是學

界、產業界還是政府官員，會後均熱烈與講者討

論，可見大家共處於這石化產業高度密集的地方，

有強烈危機意識。研討會針對在地的議題，如石化

產業對世代健康的影響、登革熱爆發與石化氣爆的

相關性、氣爆後急性照護等議題，全程用英文報告

落實國際化，尤其是登革熱議題，不只國內醫療人

員關心，而外賓們因來自溫帶國家，對於這樣的病

媒蚊影響的議題也感到興趣。

主辦單位利用兩天研討會中小小的空檔，邀

請與會的外國與本地學者參訪學校的校史館，讓大

家認識高醫大的校史以及台灣醫療史的發展，在這

生冷的科學討論會中加點人文歷史，讓整個研討會

多了一些歡愉溫暖的討論話題。

4月25-26日為期2天的研討會雖然不長，但都

安排在假日，在此非常感謝長官的蒞臨指導以及學

校各處室的幫忙，大家齊心合力的成就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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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醫學中心 林佩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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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舉辦  心得與收穫國際研討會舉辦  心得與收穫之

    本學院於104年3月27日(五)舉辦之「第7屆研

究日學術研討會」已圓滿落幕，會中邀請姊妹校日

本廣島大學丹根一夫教授及韓國釜山大學申尚勳教

授及金容德教授、台灣大學楊宗霖副教授及陽明大

學涂曦丰副教授蒞臨演講，另有師生貼示論文海報

展（學生論文競賽）。希望透過「研究日」學術活

動，提供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提昇口腔醫學院師

生及臨床醫師研究風氣；並發展國際學術交流及與

姊妹校的實際互動，讓學院師生、臨床醫師及國內

外學者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與

研究方向。　　　　　　　　　　　　　　　　　

    研究會相關活動將有助於推動口腔醫學院的未

來發展重點與展望：　　　　　　　　　　　　　

一、培養專業水準的牙醫師及口腔衛生照護人才。

二、設置三大院級研究中心，分別為全球卓越口腔

    健康研究發展中心、齒科醫療器材產業研究中

    心和口腔顎顏面影像研究中心，與世界接軌同

    時推廣學術研究成果並結合產業界。　　　　

三、檳榔與口腔癌及口腔潛在惡性病變相關研究(

研究日學術研討會

▲主講人(丹根一夫教授)與劉景寬校長等人合影▲主講人(丹根一夫教授)與劉景寬校長等人合影

    及口腔潛在惡性病變)。

四、骨免疫與牙周病、骨質疏鬆症、風濕免疫症

    之成因與治療。

五、口腔厭氧菌、口腔微生物與全身疾病之相關

    研究。

六、牙醫學幹細胞的相關研究。

七、動物模式口腔癌及口腔潛在惡性病變之產生

    及影像分析應用。

八、開發牙醫領域尖端科技。

九、促進本土化疾病口腔衛生的保健及社區口腔

    衛生流行病學研究。

十、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未來將藉由不同研究及教學領域的專長，從

相容性和互補性為出發點來組成院內研究及教學

團隊，進行多面向的整合性教學研究。      

相關活動議程及時間如下表所示：

活動時間：104年3月27日(星期五)9:00～12:00

活動地點：第一教學大樓B1演藝廳

    口腔癌轉移機轉探討、幹細胞治療口腔癌、

活 動 議 程

Topic2：Effect of LLLT, BMP on bisphosphonate-treated osteoblast

Coffee break

Topic3：Biophysical therapy and biostimulation in unfavorable bony
               circumstances: adjunctive therapies for osseointegration

時間(Time) 內容(Seminar titles) 主講人(Speaker)

Prof. Kazuo Tanne Hiroshima University
日本廣島大學 丹根一夫教授

Topic1：Current status of tooth transplanta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with highly-advanced tooth cryopreservation technique

Prof. Sang-Hun Shin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韓國釜山大學 申尚勳教授

Prof. Yong-Deok Kim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韓國釜山大學 金容德教授

Dr. Tsung-Lin Y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台灣大學 楊宗霖副教授

Dr. Hsi-Feng Tu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陽明大學 涂曦丰副教授

Topic4：Tissue engineering of the salivary gland

Topic5：Up-regulation of HB-EGF by COX-2/PGE2 signaling axis contribute
               to cisplatin resistance and tumor recurrence of advanced HNSCC

Poster Session &Coffee break

Dr. Yan-Hsiung Wang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高雄醫學大學 王彥雄副教授

Topic6：Effects of low level laser therapy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Dr. Pei-Shan Ho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高雄醫學大學 何佩珊副教授

Topic7：Impact of full denture on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s
               measured with OHIP14T and OHIP7T scales: a perspective study.

Topic8：Cyclic Contact Fatigue of Monolithic Zirconium Oxide Crowns
               with Different Occlusal Thicknesses in implant prosthesis

Dr. Ting-Hsun La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高雄醫學大學 藍鼎勛助理教授

Dr. Yen Chun G. Liu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高雄醫學大學 劉彥君助理教授

Topic9：An alternative mechanism of osteoclastogenesis via the myeloid
              CD11c+ dendritic cells

Topic10：The potential therapeutic vaccine for human periodontal infection Prof. Andy Y-T. Teng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高雄醫學大學 鄧延通教授

08：30~09：00

09：00~09：10

09：10~10：00

10：00~10：50

10：50~11：10

11：10~12：00

13：30~14：10

14：10~14：50

14：5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7：00~17：20

Opening開幕式-貴賓致詞 

Registration 報到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丙何副教授兼綜合組組長
■
  陳丙何副教授兼綜合組組長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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