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上 海 亚 太 —— 妇 一 高 峰 论 坛

（APAGE&SFMIH）》 将 于 2018 年 12 月 7-9 在

上 海 柯 惠 临 床 培 训 中 心（Covidien Center of 

Innovation,CCI）和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召开。

今年的主题为“再论单孔腹腔镜与子宫内膜异

位症”。

　　本次论坛由亚太妇产科内视镜与微创治疗

协会（APAGE）主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承办，上海市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内镜学

组协办，为期三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亚洲太平

洋地区和国内著名专家莅临本次论坛，聚焦妇

科难点、热点，共同再次探索、研究子宫内膜

异位症和单孔腹腔镜手术。尊敬的同道们，让

我们 2018 年 12 月相聚上海。

大会主席：李奇龙、万小平敬邀

2018 年 11 月



大会组织架
大会主席

大会学术委员会

（按姓名拼音字母排序）

大会执行主席学术主席

李奇龙

孙　静黄宽仁

万小平

艾星子·艾里　　Ala U'wais　　曹树军　　曹云桂　　陈琪珍　　陈　雄

Chen-Ying Huang　   陈亚萍　　程忠平　　Chong Kiat Khoo　   戴志远

狄　文　　丁景新　　杜洪灵　　冯炜炜　　葛蓓蕾　　郭孙伟　　郭晓青

何　佳　　胡卫国　　华克勤　　黄荷凤　　黄蓁滢　　Kuan-Gen Huang　 

李怀芳　　李奇龙　　李晓翠　　李银凤　　梁志清　　刘建华　　刘　娟

刘开江　　刘　青　　柳　洲　　楼微华　　陆　雯　　罗　仪　　沈　铿

孙大为　　孙　静　　Tanitra Tantitamit　  童宝玲　　Veerapol Khemarangsan

万小平　　王　萍　　王延洲　　王　育　　王智彪　　Won Duk Joo　　　　 

徐从剑　　许　泓　　许永华　　薛　敏　　严　沁　　颜志峰　　易晓芳　　

张保华　　张　健　　张　炼　　张　蓉　　张信美　　赵　栋　　赵　欣　　

周卫强　　朱建龙　　朱一萍　　朱芝玲



第一单元：APAGE妇科单孔腹腔镜培训

日期：12月 7日（周五）

地址：美敦力创新中心（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田州路99号，柯惠大楼）

时间 日程 讲者 主持

08:50-09:00 开场致辞 Opening Ceremony  

08:30-12:30 理论培训 李奇龙 童宝玲

Ala U'wais 张　健

黄蓁滢
Kuan-Gen　
Huang

孙　静
Chong Kiat 
Khoo

Tanitra Tantitamit 颜志峰

Veerapol 
Khemarangsan

Veerapol 
hemarangsan

13:30-16:30 动物培训 Kuan-Gen Huang

Chong Kiat Khoo

Chen-Ying Huang 

Veerapol 
Khemarangsan

Ala U'wais

周卫强

楼微华

刘　青

单元二：再论子宫内膜异位症

日期：12月 8日（周六）

地点：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行政楼4楼学术报告厅（高科西路2699号）

时间 日程 讲者 主持

08:30-08:45 开幕式

08:50-12:30 特邀演讲

黄荷凤　李奇龍 李奇龙

沈　铿　Kuan-Gen
　　　　Huang

万小平

徐从剑　顏志峰 赵　欣

狄　文　万小平 孙　静

会议日程



13:15-17:40 特邀演讲

郭孙伟 郭晓青

童宝玲 张　蓉

Veerapol 
Khemarangsan

童宝玲

Chong Kiat Khoo 赵　栋

Won Duk Joo 李银凤

李银凤 刘建华

张信美

许　泓

程忠平

单元三：海扶与子宫内膜异位症

日期：12月 8日（周六）

地点：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行政楼4楼多功能厅（高科西路2699号）

时间 日程 讲者 主持

08:50-11:35 特邀演讲

王智彪 待定

薛　敏

何　佳

艾星子 . 艾里

张　炼

许永华

11:35-12:45 海扶转播

单元四：再论单孔腹腔镜手术

日期：12月 9日（周日）

地点：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行政楼4楼学术报告厅（高科西路2699号）

08:30-08:45 开幕式 孙　静

08:45-12:15 特邀演讲

华克勤　孙大为 孙大为

梁志清　刘开江 孙　静

王　育　刘　娟 王　育

王延洲　胡卫国 张　健

孙　静　丁景新 赵　欣

李晓翠



13:00-16:00 特邀专家视频秀

冯炜炜　易晓芳 李怀芳

楼微华　朱芝玲 朱建龙

刘　青　杜洪灵 陈亚萍

王　萍　曹树军 严　沁

陈　雄　曹云桂 罗　仪

柳　洲　周卫强 陆　雯

16:00-17:30 专家视频展示

朱一萍 戴志远

张保华 周卫强

陈琪珍 葛蓓蕾

待　定

第五单元：“洞见未来”妇科单孔腹腔镜与VNOTES手术培训

日期：12月 7日（周五）

地址：美敦力创新中心（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田州路 99 号，柯惠大楼）

上午：参加 APAGE 理论授课

下午：单孔理论课，授课专家：孙　静、王　育、楼微华
　　　　　　　　　　　　　　刘　青、周卫强、朱一萍

日期：12月 8日（周六）

地点：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行政楼 4 楼学术报告厅（高科西路 2699 号）

全天参加内异症论坛

日期：12月 9日（周日）上午

地点：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行政楼 4 楼学术报告厅（高科西路 2699 号）

上午：参加单孔论坛

日期：12月 9日（周日）下午

地址：美敦力创新中心（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田州路 99 号，柯惠大楼）

下午：动物模拟训练



会议时间、地点、报名等事项

授课时间

培训费

报名方式

APAGE 动物培 洞见未来模拟培训班

交通费及住宿费

2018 年 12月 7-9日（周五 -周六）

会议地址（1）：上海柯惠临床培训中心（CCI），上海漕

河泾开发区田州路 99 号柯惠大楼。

会议地址（2）：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行政楼 4 楼（高

科西路 2699 号）

（1）APAGE 亚太动物模拟培训班：3 天全部课程（包括

动物模拟），培训费用为 4000 元 / 人（含午餐费），颁发

亚太培训证书 。

（2）“洞见未来”单孔腹腔镜学习班培训费用为 2500 元 /

人（含午餐费），颁发上海一妇婴培训证书。

1、电话联系：杨倩楠：18697577385 朱一萍：

18049952731

2、邮件联系：sunjing61867@126.com

3、扫二维码入群（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交通费及住宿费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