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2017 年會 
TATA 2017 Annual Meeting: Toward better tumor ablation, combination and assessment 
Date： Feb. 12, 2017 (Sun) 本研討會不收費 請事先報名 
Venue： 6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Sapphire & Ruby Halls,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兒童醫院六樓國際會議廳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號) 

請事先上網報名 https://goo.gl/forms/7TQPb6azl0iXOtI23 ，以利統計人數。 

主辦單位：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台灣肝癌醫學會、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協辦單位：高雄市肝病協會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30-09:00 Registration 

09:00-09:05 Opening Remarks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盧勝男 理事長 

09:05-09:40 
New techniques of local ablation for 

hepatic malignancy 

台大醫院 

黃凱文 教授 

台灣肝癌醫學會 

王鐘貴 理事長 

09:40-10:15 
How to choose: 

RF-, MV- or Cryo- ablation for HCC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經翔 教授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盧勝男 理事長 

10:15-10:50 
How to choose:  

Monopolar or Bipolar for HCC ablation 

成大醫院 

邱彥程 醫師 

秀傳醫療體系 

牟聯瑞 副總裁 

10:50-11:10 Coffee Break 

11:10-11:45 

Fusion image and 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nography in assessing ablation 

effect 

近畿大学  

南康範  教授  

Prof. Minami Yasunori  

臺北榮民總醫院 

邱怡友 主任 

11:45-12:10 
The impacts of EOB-MRI in HCC 

management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王景弘 教授 

童綜合醫院 

黃振義 主任 

12:10-13:30 

12:10-13:00 

(藍廳) 

RFA in thyroid nodule and 

head-neck malignancy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林偉哲 主任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鄭汝汾 教授 

RFA in extra-hepatic 

malignancy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石明誠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信成 教授 

13:00-13:30 

(紅廳)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會員大會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盧勝男 理事長 

13:30-14:00 
Combined RFA and Sorafenib for early to 

intermediate stage HCC 

重慶西南醫院 

馮曉斌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林錫銘 教授 

14:00-14:30 
Combined surgical resection and RFA for 

early to advanced HCC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洪肇宏 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王植熙 執行副院長 

14:30-15:00 
The impacts of HCV therapy with DAA 

for patients with HCC 

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怡翔 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胡琮輝 部主任 

15:00-15:30 
The role of local ablation in 

immunotherapy for HCC 

台大醫院 

許駿 主任 

台大雲林分院 

陳健弘 部主任 

15:30-15:50 Coffee Break 

15:50-16:05 Video 
高雄榮民總醫院 

江佳陵 醫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陳建宏 教授 
16:05-16:20 Video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紀廣明 副教授 

16:20-16:25 Closing Remarks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盧勝男 理事長 

教育積分 

(申請中)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台灣肝癌醫學會、台灣內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消化
系醫學會、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http://www.tatatw.org.tw/
https://goo.gl/forms/7TQPb6azl0iXOtI23
https://goo.gl/forms/7TQPb6azl0iXOtI23


 

講師資料 

Speaker: 

1.台大醫院 外科部 黃凱文副教授 

2.外賓-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 超聲科 經翔主任 

3.成大醫院 胃腸肝膽科 邱彥程醫師 

4.外賓-近畿大學 醫學部 消化器內科 南康範教授 (Prof. Minami Yasunori) 

5.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胃腸肝膽科系 王景弘教授 

6.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放射診斷科系 神經放射診斷科 林偉哲主任 

7.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影像醫學部 石明誠醫師 

8.外賓-重慶西南醫院 肝膽外科 馮曉斌醫師 

9.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胃腸肝膽科系 洪肇宏教授 

10.台大醫院 腫瘤醫學部 化學治療科 許駿主任 

11.台北榮民總醫院 胃腸肝膽科 黃怡翔教授 

12.高雄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江佳陵醫師 

13.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胃腸肝膽科系 紀廣明副教授 

 

Moderator 

1.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盧勝男理事長 (胃腸肝膽科) 

2.台灣肝癌醫學會 王鐘貴理事長 (胃腸肝膽科) 

3.秀傳醫療體系 牟聯瑞副總裁 (胃腸肝膽科) 

4.臺北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腹部影像醫學科 邱怡友主任 

5.童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黃振義主任 

6.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放射診斷科系 鄭汝汾教授 

7.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肝膽胰內科 陳信成副教授 

8.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胃腸肝膽科系 林錫銘副系主任 

9.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王植熙執行副院長 (一般外科) 

10.台大雲林分院 內科部 陳健弘主任  (胃腸肝膽科) 

11.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內科部 胡琮輝部主任 (胃腸肝膽科) 

12.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胃腸肝膽科系 陳建宏副系主任 

  



接駁車資訊：高鐵至高雄長庚車程約 25~30分鐘  適逢元宵節高鐵票請盡早購買 

請事先登記 https://goo.gl/forms/7TQPb6azl0iXOtI23，以利統計人數。 

發車時間 路線 預計抵達時間 

AM 08:30 高鐵左營站 → 高雄長庚醫院 09:00 

AM 09:00 高鐵左營站 → 高雄長庚醫院 09:30 

AM 09:15 高鐵左營站 → 高雄長庚醫院 09:45 

PM 16:30 高雄長庚醫院 → 高鐵左營站 17:00 

 

高鐵時刻表 請參考 https://www.thsrc.com.tw/index.html 

 

 

 

 

https://goo.gl/forms/7TQPb6azl0iXOtI23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thsrc.com.tw/index.html&sa=D&ust=1484021914756000&usg=AFQjCNHTVimskXSs3f9qiGBMH303-n9f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