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台灣肝癌醫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Toward a better treatment outcom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舉辦日期：105年 6月 18、19 日(星期六、日)  

地    點：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6號) 

彰濱秀傳微創手術中心( IRCAD ) 

 

Date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6 

月 

18 

日 

(六) 

14:30-14:50 Registration 

14:50-15:00 Opening Remarks 

黃明和總裁   秀傳醫療體系 

葉永祥院長     彰濱秀傳醫院 

王鐘貴理事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牟聯瑞會長 2016台灣肝癌醫學會年會 

15:00- 15:20 
Improvement of HCC treatment outcome       

in Taiwan 

陳健弘 教授 

台大醫院 

楊培銘 教授 

台大醫院 

15: 20-15:40 
The benefit of HCC survival in surveillance  

of  high risk patients 

王景弘 教授 

高雄長庚醫院 

廖麗瑛 主任 

北市聯醫 

15:40-16:00 
The role of antiviral therapy after curative  

of HCC 

吳俊穎 教授 

台中榮民總醫院 

戴嘉言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16:00-16:20 
The role of HAIC in the treatment of 

intermediate staged HCC 

蔡毓洲 醫師 

阮綜合醫院 

蔡青陽 副院長 

阮綜合醫院 

16:20-16:30  Coffee Break 

16: 30-16:50 
Role of liver resection in BCLC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stage 

吳誠中 教授 

台中榮民總醫院 

林俊昌 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16: 50-17:10 

Proton therapy of liver tumor:  

indication, efficacy and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radiation 

洪志宏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 

林錫璋 教授 

成大醫院 

17:10-17:30 HCC genetics and treatment outcome 
謝森永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 

吳肇卿 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 

17:30-17:40 Closing Remarks 
陳寶輝 榮譽理事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6 

月 

19 

日 

(日) 

08:50-09:10 Registration 

09:10~09:20 Opening Remarks 
盧勝男 理事長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09:20-09:50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CEU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CC 

Prof. Akiko Saito 

東京女子醫大 

楊賢馨 教授 

國泰綜合醫院  

09:50-10:10 Experience of CEUS in Taiwan 
周宜宏 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潤秋 副署長 

國民健康署 

10:10-10:30 IRE in the treatment of HCC 
黃凱文 教授 

台大醫院 

林錫銘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 

10:30-10:40  Coffee Break 



主辦單位：台灣肝癌醫學會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胃腸肝膽科 (年會總幹事: 顏聖烈主任)  

           

學分(申請中)：內科醫學會、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台灣放腫醫學會 

回程: 

6/18 會議結束後派二班車，一班前往台中烏日站，另一班前往台中裕元酒店。 

6/19 會議結束後派車前往台中烏日站。 

 

 

本會提供交通接駁(台中烏日站至會場)，有搭乘需求者請上網(https://goo.gl/gy2KrM)登記，以利統計人數。 

 

 

 

10:40-12:15 

Live Demonstration: 

1. CEUS live demonstration-陳奎閔醫師(彰化秀傳) 

2. SWC live demonstration-邱彥程醫師(成大醫院) 

3. Cryotherapy of HCC-曾政豪醫師(義大醫院) 

盧勝男 教授  高雄長庚醫院 

黃怡翔 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振義 教授  台中榮民總醫院 

12:15-12:30 Member Meeting  

12:30~13:20 Lunch Symposium (BTG) 

13:30-13:50 Satellite Symposium (Yuantech) 

13:50-14:10 The role of molecular targeted therapy in HCC 
黃怡翔 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蒼恩 主任 

馬偕紀念醫院 

14:10-14:30 
Immunotherapy of HCC -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ive 

許駿 教授 

台大醫院 

陳滋彥 副院長 

林新醫院 

14: 30-14:50 
Immunotherapy of HCC- Cancer immunotherapy 

beyond immune check point inhibitors 

許駿 教授 

台大醫院 

陳信成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14:50-15:00 Closing Remarks 王鐘貴 理事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https://goo.gl/gy2K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