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 107 年度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緩和醫療融入健康照護體系」（Integrating Palliative Care into Health Care System） 

一、日期：中華民國 107 年 6 月 24 日（星期日） 
二、地點：國防醫學中心 致德堂 
三、活動流程：                                               司儀：彭仁奎秘書長 

時間 地點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致 
德 
堂 

報到 

09:00-09:20 長官及貴賓致詞  

09:20-09:30 引言：蔡兆勳理事長 

09:30-10:30 
Building clinical palliative care as part of standard health care: lessons learned 

主講人：Dr. Charles F. von Gunten 主持人:蔡世滋主任  

10:30-10:50 休息 Coffee break 

10:50-11:50 
How to improve palliative care: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in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contexts 
主講人：Prof. Irene J Higginson  主持人：王英偉署長 

11:50-13:00 

30 
教室 

Lunch SymposiumⅠ 
主講人：葉人華醫師         主持人：何景良主任 

33 
教室 

Lunch SymposiumⅡ 
主講人：確認中         主持人：確認中 

13:00-14:00 
30 
教室 

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會員大會 
General Assembly of Taiwan Academy of Hospice Palliative Medicine 

主題一：病人自主權利法之因應 

主持人：蔡兆勳理事長      地點：30 教室 
主題三：緩和醫療免疫療法之新進展 

主持人：賴允亮教授      地點：33 教室 

14:00-14:20 

病人自主權利法：醫學會的因應 

與未來的挑戰 

安寧緩和醫學學會 彭仁奎秘書長 14:00-14:30
癌症免疫治療在緩和醫療的理論與實務 

林口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張文震醫師 

14:20-14:40 

安寧團隊於預立醫療照護諮商的 

臨床實務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黃獻樑醫師 

14:30-15:00
末期肺癌病人之緩和性免疫治療 

三軍總醫院血液科 何景良主任 14:40-15:00 

執行預立醫療決定的樞紐：緩和醫療團隊

的角色與職責 

奇美醫院奇恩病房 謝宛婷主任 

15:00-15:20 綜合討論 Panel discussion 15:00-15:20 綜合討論 Panel discussion 

15:20-15:40 休息 Coffee break 

主題二：末期病人鴉片類藥物使用 
主持人：高偉堯主任      地點：30 教室 

主題四：社區衰弱老人安寧緩和醫療 
主持人：黃信彰教授       地點：33 教室 

15:40-16:00 
末期肺部疾病病人之呼吸困難的處理 

輔大醫院胸腔內科 程味兒主任 15:40-16:10

評估後期衰弱老人接受安寧緩和醫療 

之原則與條件 

花蓮慈濟醫院心蓮病房 謝至鎠主任 
16:00-16:20 

鴉片類藥物使用之不良反應及併發症 

台大醫院北護分院內科部 趙家德醫師

16:10-16:40

整合社區健康照護體系提供 

衰弱老人安寧緩和醫療 

羅東博愛醫院家庭醫學科 張賢政主任 
16:20-16:40 

末期病人鴉片類藥物使用之倫理議題 

彰化基督教醫院安寧病房 黃馨葆醫師

16:40-17:00 綜合討論 Panel discussion 16:40-17:00 綜合討論 Panel discussion 



一、 費用說明及報名方式：   

(一) 費用說明： 

1. 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會員繼續教育積分/時數費用：1,100 元整。 

2. 不需申請繼續教育積分/時數者免費參加 

(二) 繳費方式： 

1. 超商繳費－請至本學會網站「學術活動」網頁進行線上報名，並逕

行下載超商繳費單 

2. 劃撥繳費－帳號：19367889，戶名：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 

3. 銀行匯款/ATM 轉帳－台北富邦銀行南門分行(012)， 

帳號 510-221-025588，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 

4. 現場繳費－請至本辦公室會址(台北市林森南路 142 號 6 樓) 

(三) 報名日期： 

1. 即日起至 107 年 6 月 13 日止，敬請與會會員多加利用本會線上報名

系統 http://www.hospicemed.org.tw/，或將報名表傳真至(02)2356-9476

給本會秘書處，俾利統計出席人數。 

 

二、 「時數」及「學分認證」 

1. 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會員：親自出席學術研討會並繳交費用者，可獲得甲

類繼續教育積分：100 點(舊制)/ 20 點(新制)，認定時數 7 小時 

2. 衛生福利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3. 家庭醫學會、內科醫學會、癌症醫學會等各相關醫學會學分申請中 

4. 具公務人員身份者可獲公務人員時數認證 

 

主辦單位：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 
合辦單位：三軍總醫院血液腫瘤科 
電    話：(02)2322-5320       傳真：(02)2356-9476 

報名及會費：林惠貞(分機 23) 
其他事務：王琬筠 (分機 22) 
地    址：(100)台北市林森南路 142 號 6 樓  
學會網址：http://www.hospicemed.org.tw/  E – mail ：tahpm88@gmail.com 



交通資訊 

 

 

 

 

 

 

 

 

 

 

 

 

 

※ 自行開車：(停車計次收費：50 元/次) 

1.中山高速公路：內湖成功路交流出口，往內湖方向（左轉），向北走，直行至民權

東路與成功路交叉口，右轉約 500 公尺為國防醫學中心入口。 

2.北二高：北二高過汐止交流道後，接中山高速公路往南（內湖）方向走，在成功路

交流道出口下（小心別走到南京東路出口），往內湖方向右轉，向北走，直行至民

權東路與成功路交叉口，右轉約 500 公尺為國防醫學中心入口。 

※ 搭乘捷運： 

1. 搭乘捷運板南線至昆陽站，下車後搭乘計程車，車資約 200 元。 

2. 本會提供免費接駁車(昆陽站 4 號出口周邊)，請多加利用： 
（因路況無法即時掌握，若有車班稍微延誤之情形，請您耐心等候） 

昆陽站→國防
08:00 08:15 08:30 08:45 09:00 09:15 

09:30 09:45 10:00    

國防→昆陽站
15:00 15:30 16:00 16:20 16:40 17:00 

17:20 17:35 17:50    

捷運

昆陽

站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會員專用報名表 

<非本會會員請使用研討會報名表> 

姓名：                    會員編號：安緩會               號(□申請中) 

服務機關：        科別：               職稱：           

聯絡電話：(  )             分機           手機：             

聯絡地址：□□□                                                         

E-MAIL：                                                                 

 報名截止日期：107 年 6 月 13 日(星期三) 

 會員大會日期：107 年 6 月 24 日 (星期日) 【親自出席贈會員禮】 

※ 繳交費用：(請勾選) 

□ 僅出席會員大會及學術研討會，不申請繼續教育積分/時數(免費參加) 

□ 親自出席學術研討會之教育積分/時數費用 1,100 元 

□         年度常年會費 1,500 元 X     年 

 

以上費用共             元， 

已於    月    日以 □劃撥□銀行匯款□支票□現金                  

□ ATM 轉帳                    (請務必填寫帳號後五碼)方式繳交 
 

（ ） 

不克出席之會員煩請於「出席委託書」之委託人欄位簽名，傳真或寄回本會秘書處。 
 
 

 

 

 
 

 

繳費證明黏貼處 

★完成繳費後，請務

必將交易明細表連同

報名表郵寄或傳真至

（02)2356-9476，俾

利對帳及確認！ 

主辦單位：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 
合辦單位：三軍總醫院血液腫瘤科 
電    話：(02)2322-5320       傳真：(02)2356-9476 

報名及會費：林惠貞(分機 23) 
其他事務：王琬筠 (分機 22) 
地    址：(100)台北市林森南路 142 號 6 樓  
學會網址：http://www.hospicemed.org.tw/   E – mail ：tahpm8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