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台灣肝癌醫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Emerging therapeutics for hepatoma 

日期：10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                     地 點：成大醫學院第四講堂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10-08:30                               Registration 

08:30-08:35 Opening remark 
林錫璋 會長 

成大醫院 

08:35-08:55 Progress in Radiotherapy, 2016 
林逢嘉 教授 

成大醫院 

黃英彥 教授 

高雄長庚醫院 

08:55-09:15 
Rhenium 188-lipiodol for hepatoma 

internal radiotherapy -- clinical trial  

陳健弘 教授 

臺大醫院 

黃振義 教授 

童綜合醫院 

09:15-09:55 
Key note 

* Regrofenib and immunotherapy 

鄭安理 教授 

臺大醫院 

王鐘貴 理事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0955:-10:15 
Electromagnetic thermotherapy for 

hepatoma resection -- clinical trial  

沈延盛 教授 

成大醫院 

李金德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15-10:40 Thermodox for hepatoma -- clinical trial  
林錫銘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趙毅 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 

10:40-10:55 Coffee break 

10:55-11:25 
Maximizing safe hepatectom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林毅志 教授 

成大醫院 

李威震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1:25-11:55 
Current status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胡瑞恆 教授 

臺大醫院 

周嘉揚 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 

12:20-13:25 

Lunch and meeting Moderator  梁慧隆教授  /吳定國教授                    

Hepatic arterial chemo-infusion for hepatoma (10 min)           梁慧隆教授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microspheres for TACE in Taiwan (15 min)李潤川教授 

The clinical trial of Taiwan ACE Beads in NCKU (15 min)        劉益勝教授 

Discussion  

13:30-14:00 
What new in percutaneous treatments of 

HCC ? 

Professor  

Olivier SEROR 

Hôpital Jean Verdier, 

Bondy, France 

盧勝男 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4:00-14:20 
Experiences with TANDEM TACE in 

KCGMH 

余俊彥 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林毅志 教授 

成大醫院 

14:20-14:40 

Superselective Drug-Eluting 

Chemoembolization with HepaSphere 

for Unresectable HCC  

黄明声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林錫銘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4:40-15:00 Coffee break 



15:00-16:30 
Live Demon multiple bi-polar RFA for 

HCC with portal vein invasion 

Professor  

Olivier SEROR 

吳立偉 醫師 

雙和醫院 

邱彥程 醫師 

成大醫院 

林志陵 教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黃凱文 教授 

臺大醫院 

16:30-16:40 Closing remark 
王鐘貴 理事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主辦單位：台灣肝癌醫學會、成大醫院胃腸肝膽科 (大會總幹事：邱彥程醫師) 

協辦單位：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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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考學會網站  http://www.tlcaweb.org.tw/ 首頁>學會訊息>學術活動 

本會備有高鐵站-會場接駁車，如需搭乘請上網登記 https://goo.gl/forms/slGRK9PNtwOhobRk2 

<<建議使用 Chrome瀏覽器開啟，若有問題請洽學會秘書 tlcamail97@gmail.com >> 

http://www.tlcaweb.org.tw/
http://goo.gl/forms/slGRK9PNtwOhobRk2


交通資訊:  

搭乘高鐵 

1.大會交通接駁車(車程約30-40分鐘) 

  *台南高鐵站至成大醫院：專車上車地點為台南高鐵站出口2 

   接駁車時間：8:15準時發車。 

 

  *回高鐵站：專車上車地點為成大醫學院門口 

   接駁車時間：16:50(視會議結束時間而定) 

2.可轉搭台鐵電車抵達台南火車站，自後站出口走大學→遇勝利路左轉→遇小東路右轉約100公

尺，左側即為醫學院成杏校區入口。 

 

  ※高鐵台南站轉搭台鐵沙崙支線往台南火車站時刻表(車程約20-30分鐘) 

 
3.自行搭乘計程車前往，費用約380-400元，車程約30-40分。 

 

搭乘火車 

於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走大學路→ 勝利路左轉→遇小東路右轉約100公尺，左側即為醫學

院成杏校區入口。 

自行開車（國道路線） 

南下： 

沿國道一號南下 → 下大灣交流道右轉 → 沿復興路 → 接小東路 → 於小東路口右轉，直走即

可抵達本院。【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8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北上： 

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直走 → 遇中華東路右

轉(北向) → 於小東路口左轉，直走即可抵達本院。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86號快速道路（西

向），可接國道一號（北向）】 



  

圖片來源: 成大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1-1054-138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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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火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