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時  間：107年 11月 18日(日)09:00-17:00 

地  點：臺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第三會議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 322號) 

 
時  間 題  目 演 講 者 主 持 人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年會開幕–理事長致詞 吳錦榕理事長 

09:10~09:30 
如何提早做緩和治療才能對無法治癒的癌症病患
有幫助   
How early palliative care may benefit patients with 
incurable cancer. 

彰濱秀傳醫院  
張正雄總監 

吳錦榕理事長 

09:30~10:00 
臺北榮民總醫院 
謝麗鳳護理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陳美碧副主任 

10:00~10:40 

止吐療法新趨勢及癌症病人實際反應之重要性 
The increasing role of 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 in 
cancer care and a focus on new trends in antiemetic 
therapy. 

Professor 
Richard Jeremy 
Gralla 

永長欣診所 
謝瑞坤院長 

10:40~10:50 休息 

10:50~11:30 
癌症病人的骨骼照護 
Bone health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with cancer. 

汐止國泰綜合醫
院 
施盈逸主任 

國泰綜合醫院 
宋詠娟主任 

11:30~12:10 
個人化醫療時代之癌因性疲憊症治療 
Management of cancer-related fatigue un the era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新店慈濟醫院 
高偉堯主任 

永長欣診所 
謝瑞坤院長 

12:10~12:40 會  員  大  會 
12:40~13:30 午            餐 

13:30~14:30 
癌症疼痛之藥物治療指引第七版發表 
Performance of guidelines for the 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of cancer pain in Taiwan. 

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 
陳仁熙主任 

吳錦榕理事長 

14:30~15:10 

新型強效鴉片類製劑對癌症疼痛處理的好處:談
oxycodone及 buprenorphine貼片 
How new formulation of strong opioids benefit to 
cancer pain management: oxycodone and 
buprenorphine patch. 

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 
侯明模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 
陳仁熙主任 

15:10~15:30 休息 

15:30~16:10 
病患接受高致吐性化學治療的止吐預防 
Control of emesis in patients receiving high 
ementogenic chemotherapy. 

台北馬偕紀念醫
院 
洪家燕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 
黃偉修主任 

16:10~16:50 
癌症疼痛管理：一般原則與風險管理 
Cancer pain management: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isk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receiving opioids. 

臺中榮民總醫院 
吳志成主任 

馬偕紀念醫院 
林炯森醫師 

 



2018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時  間：107年 11月 18日(日)09:00-17:00 

地  點：臺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第四會議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 322號) 

 
時  間 題  目 演  講  者 主  持  人 

08:30~09:00 報            到 

09:10~09:40 
腦轉移的放射生物學及放射治療  
Radiobiology and radiotherapy of brain metastases. 

三軍總醫院 
林昆澤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 
廖宗琦醫師 

09:40~10:20 
放射治療在免疫治療的角色 
The role of radiation therapy in immunotherapy. 

臺北榮民總醫院 
藍耿立醫師 

萬芳醫院 
彭汪嘉康院士 

10:20~10:30 休息 

10:30~11:10 
免疫治療在頭頸癌最新發展近況 
Emerging paradigm for Immuno-oncology in head 
and neck cancer treatment. 

振興醫院 
陳國維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 
張義芳主任 

11:10~11:50 
癌症免疫療法的免疫相關的副作用 
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新光醫院 
徐培菘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 
吳銘芳主任 

12:10~12:40 會  員  大  會(第三會議室) 
12:40~13:30 午            餐 

13:30~14:30 
癌症疼痛之藥物治療指引第七版發表 
Performance of guidelines for the 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of cancer pain in Taiwan. 

(第三會議室) 

14:30~15:10 
化學治療與免疫療法於轉移性乳癌的搭配策略 
Treatment strategy of chemotherapy combination 
with immunotherapy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 
楊展庚醫師 

義大癌醫院 
饒坤銘副院長 

15:10~15:30 休息 

15:30~16:10 
HER2轉移性乳癌的治療進展 
Targeting HER2 : Change the story in metastatic (+) 
breast cancer. 

臺北榮民總醫院 
趙大中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邱宗傑醫師 

16:10~16:50 
賀爾蒙陽性晚期乳癌治療新領域 
A new frontier in treatment of HR+ breast cancer. 

馬偕紀念醫院 
蘇穎文醫師 

三軍總醫院 
何景良主任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http://www.wecare.org.tw 

＊報名費：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會員免費。非會員 200元(現場繳納) 
＊學分申請中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A 類 60學分、台灣內科醫學會、醫師繼續教育學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

分、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台灣放射腫瘤醫學會、台灣乳房醫學會、台灣家庭醫學會、台灣疼痛

醫學、台灣肺癌醫學會、台灣臨床藥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腫瘤護理學會、中華民國血液

病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安寧共照繼續教育積分、公務人員時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