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台灣肝癌醫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DAY 1 

Innovation and Advance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日期：2017/5/20(星期六)        地點：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 11 樓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3:30-13:50 Registration 

13:50-14:00 Opening remark                     廖麗瑛    會長 

14:00-14:20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liver cancer 

黃奕文 教授 

國泰綜合醫院 

楊賢馨 教授 

國泰綜合醫院 

14:20-14:50 

Hepatitis B virus and liver 

carcinogenesis: from the new point of 

view of viral DNA integration.  

陳培哲 院士 

臺大醫院 

楊培銘 教授 

臺大醫院 

14:50-15:10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hepatic 

tumors by using Gd-EOB-DTPA MRI.  

郭禹廷 教授 

奇美醫院 

梁博欽 教授 

臺大醫院 

15:1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00 
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und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 Yasunori 

Minami 

Kindai University 

柳建安 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 

16:00-16:20 Da Vinci robotic liver surgery for HCC 
吳耀銘 教授 

臺大醫院 

林俊昌 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16:20-16:40 Laparoscopic liver surgery for HCC 
丁金聰 教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林俊昌教授 

馬偕紀念醫院 

16:40-17:00 
New advance of ablation 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王嘉齊 教授 

慈濟醫院 

林錫銘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7:00-17:20 Local ablation for hilar liver cancer 
黃凱文 教授 

臺大醫院 

林錫銘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7:20-17:40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黃勝堅 教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陳冠仰 教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17:40-17:50 Closing remark                  陳冠仰   秘書長 

18:30 會員晚宴(福華大飯店 3F 金龍廳) 

    主辦單位：台灣肝癌醫學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消化內科 

 

學分申請：台灣肝癌醫學會 A類 30分、內科醫學會 B類 10分、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B類 5分、台

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B類 4分、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2分、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 15分、

台灣外科醫學會 10分、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3分、台灣放腫醫學會 10分 

 



2017 台灣肝癌醫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DAY 2 

Innovation and Advance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日期：2017/5/21(星期日)        地點：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 11 樓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15-08:30 Registration 

08:30-08:40 Opening remark                   廖麗瑛    會長 

08:40-09:00 會長演講 
廖麗瑛 教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王鐘貴 理事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09:00-09:30 

Radio-embolization for 

inoper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sing Yttrium-90 

Microspheres - recent advances  

Prof. Thomas 

Wai-Tong LEUNG 

 Hong Kong 

Sanatorium & Hospital 

李潤川 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 

09:30-10:00 

The role of Selective Internal 

Radiation Therapy in 

Cholangiocarcinoma 

Prof. Stephen L. 

Cha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李潤川 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 

10:00-10:20 
Proton 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黃炳勝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邱仲峯 教授 

北醫附設醫院 

10:20-10:40 coffee break 

10:40-11:10 

An update and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鄭安理 教授 

臺大醫院 

林俊彥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1:10-11:30 
Outcome predictors of Sorafenib 

treatment in HCC 

黃怡翔 教授 

臺北榮民總醫院 

 戴嘉言 教授 

高醫附設醫院 

11:30-12:00 會員大會暨第五屆理監事選舉 

12:00-13:30 
Luncheon Symposium  (10 樓) 

1002 會議室-Abbvie、1003 會議室-醫影(GE) 

13:40-14:00 Precision Prevention of HCC 
吳俊穎 教授 

臺中榮民總醫院 

牟聯瑞 教授 

秀傳醫療體系 

14:00-14:20 

DAA in HCV-HCC after curative 

ablation: Taiwan multi-center cohort 

study  

林錫銘 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陳健弘 教授 

臺大醫院 

14:20-14:40 
Risk stratification of HBV-related 

HCC 

劉俊人 教授 

臺大醫院 

陳健弘 教授 

臺大醫院 

14:40-15:00 

Hepatic inflammation biomarkers 

for long-term outcome in HCC after 

curative treatment 

林志陵 教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盧勝男 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5:00-15:20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urvival analysis  based 

on staging and treatment modalities 

紀廣明 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盧勝男 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5:20-15:30 Closing remark                   王鐘貴     理事長 



交通資訊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號)  

http://icc.cyff.org.tw/servlet/PUF1_ControllerServlet.do?lang=zh-TW&menu=PBI1&func=TRAFFIC_INFO&action=VIEW_INDEX 

 

 

會員晚宴:台北福華大飯店(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160 號)3 樓金龍廳 

http://taipei.howard-hotels.com.tw/CT_Taipei1.php?Psn=148 

捷運板南線：忠孝復興站，2號出口 

捷運文湖線：大安站 

公車可來回會場(張榮發基金會) : 263、270、630、651或自行搭計程車前往 

http://icc.cyff.org.tw/servlet/PUF1_ControllerServlet.do?lang=zh-TW&menu=PBI1&func=TRAFFIC_INFO&action=VIEW_INDEX
http://taipei.howard-hotels.com.tw/CT_Taipei1.php?Psn=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