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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學術研討會 

拓展台灣的善終境域 Extending Dimensions of Good Death in Taiwan 
 

善終（Good Death）之意涵為”能享天年，安然而逝”之意，台灣安寧緩和療護歷經 30 餘

年的推動，從癌症到非癌症末期疾病；醫院到社區；臨床到學術研究，以全人醫療為核心，

培育緩和醫療專業人員，將善終全面拓展到各境域，提升末期病人照護品質。本次大會即以

「拓展台灣的善終境域」（Extending Dimensions of Good Death in Taiwan）為主題，邀請國內外

安寧緩和醫學各領域之專家，分別從學術研究面、臨床實務照護面，分享安寧緩和醫學各面

向之推展經驗與新知，以期將善終拓展為天賦人權之境域。 

 

 主辦單位 |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日    期 |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 

 地    點 |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6 樓（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大會流程 | 

Keynote Session 上午 9:00-中午 12:00 

司儀：彭仁奎秘書長 

時間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大會議室 

致開幕詞 | 蔡兆勳理事長、長官、貴賓致詞 

09:30-10:00 
開幕演講   第九期醫療網中安寧緩和醫療之規劃 (含Q &A)  

主講人|衛生福利部劉越萍司長     主持人|邱泰源 教授 

10:00-10:40 
On-line   Evidence-based Palliative Care: What is a Research for Clinicians? 

主講人| Professor Tatsuya Morita     主持人|陳慶餘 教授 

10:40-11:00 休息 Coffee Break 

11:00-11:40 
On-line   Timely Palliativ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ancer: Prevention is Key 

主講人| Associate Professor David Hui  主持人|賴允亮 教授 

11:40-12:00 
On-line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主持人|蔡世滋 主任 

Lunch  中午 12:00-下午 14:00 

時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12:00-13:00 Lunch Symposium 1 Lunch Symposium 2 

13:00-14:00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二屆理監事選舉） 

本會保留變更講師及議程之權利，流程內容及主持人如有異動，以本會網站公告為準 

非本會會員專用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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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nt Session- Part I 下午 14:00-17:00 

活 動 內 容 / 地 點  

S1  實證醫學下的安寧緩和醫療臨床處置 

時間 講題 主講 主持人 

14:00-14:30 Artificial hydration with survival, Good Death Scale  吳建誼 醫師 

程劭儀 主任 

林文元 主任 
14:30-15:00 Management of dyspnea in palliative care  李秉學 主任 

15:00-15:20 綜合討論 

S2 疾病照護品質&安寧緩和醫療 

15:40-16:00 醫策會疾病認證對發展安寧緩和醫療的重要性 方俊凱 主任 

高偉堯  主任 

周希諴 主任 

16:00-16:20 慢性腎病與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疾病認證 陳如意 主任 

16:20-16:40 失智症的疾病認證 黃銘源 主任 

16:40-17:00 綜合討論 

Concurrent Session- Part II 下午 14:00-17:00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S3  社區安寧緩和醫療 

時間 講題 主講 主持人 

14:00-14:25 
主講 一日居醫，終生安寧 陳蕙雅 院長 

翁益強 主任 

張賢政 主任 

回應 專業即時社區安寧：多元族群的善終照護模式 翁益強 主任 

14:25-14:50 
主講 居家安寧的急症處置-社區診所的可能性 陳英詔 院長 

回應 整合社區安寧照護網絡以拓展善終境域 張賢政 主任 

14:50-15:20 綜合座談 | 王維昌院長、陳蕙雅院長、陳英詔院長 

S4 多元視角下青年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的發展之路 

15:40-15:55 漫步在城市與田野間：一個安寧醫師的遇見 徐愫萱 醫師 

黃曉峰 理事 

彭仁奎秘書長 

15:55-16:10 安寧場域的人類學視角 謝至鎠 主任 

16:10-16:25 青春住了安寧，歲月佐了法律 謝宛婷 主任 

16:25-16:40 一生懸命的安寧會診學 黃馨葆 醫師 

16:40-17: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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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暨講師簡介                                               *依流程時間順序排列 

主持人 講師 

蔡兆勳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長 
劉越萍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司長 

邱泰源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教授 

第 10 屆不分區立法委員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常務理事 

Tatsuya 

Morita 

Vice Superintendent, Palliative and 

Supportive Care Division, Seirei 

Mikatahare Hospital 

David Hu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alliative, Rehabilitation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陳慶餘 
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榮譽教授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常務理事 
吳建誼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心圓病房醫師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副秘書長 

賴允亮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常務監事 

馬偕紀念醫院安寧中心榮譽主治醫師 

李秉學 光田綜合醫院福田病房主任 

蔡世滋 
振興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部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常務理事 
方俊凱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 

何景良 
三軍總醫院副院長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監事 
陳如意 

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 

程劭儀 

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副教授 

台灣大學保健中心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 

黃銘源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安寧病房主任 

林文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監事 
陳蕙雅 宏美德生診所院長 

高偉堯 
台北慈濟醫院醫務部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常務理事 
陳英詔 宜蘭維揚診所院長 

周希諴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緩和醫學科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 
王維昌 

王維昌診所院長 

宜蘭縣醫師公會理事長 

翁益強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 
徐愫萱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家庭醫學科醫師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副秘書長 

黃曉峰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主治醫師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 
謝至鎠 花蓮慈濟醫院緩和療護科主任 

彭仁奎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秘書長 
謝宛婷 永康奇美醫院奇恩病房主任 

張賢政 
羅東博愛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副秘書長 
黃馨葆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緩和醫學科醫師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