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022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aiwan Liver Cancer Association and
Taiwan Academy of Tumor Ablation:Advances in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08/20 (Saturday)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2:30-13:15

13:15-13:30

Session 1. HCC: Epidemiology, diagnosis to treatment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15:30-15:45

Session 2. TATA

15:50-16:15

16:15-16:40

17:05-17:30

Registration

15:45-15:50 Opening by TATA president

Opening by TLCA president and TLCA 
annual meeting Chairman

林錫銘 理事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戴嘉言 會長 高醫附院 副院長

Current status of HCC in Taiwan 盧勝男 副院長
高雄長庚醫院

林俊彥 部長
林口長庚醫院

Advance in CEUS for HCC 梁嘉德 醫師
台大醫院 內科部

牟聯瑞 副總裁
秀傳醫療體系

Interventional Oncology for intermediated 
and Advanced stage HCC

張碧倚 主任
台中榮總 放射診斷科

鄭錦翔 副教授
高雄榮總 顧問醫師

Management of intermediate 
stage HCC: Role of medical Oncology

林志陵 副院長
北市聯醫 仁愛院區

王蒼恩 主任
馬偕醫院 胃腸肝膽科 

Advance in MRI diagnosis of HCC 柳建安 醫師
台北榮總 放射診斷部

梁博欽 主任
新竹台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Radiotherapy with MR LINAC for HCC 黃志仁教授
高醫附院 放射診斷科

陳信成 副教授
高醫附院 顧問醫師

Coffee break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with 
multiple-electrode system for medium siz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紀廣明 副教授
高雄長庚醫院 胃腸肝膽科

王嘉齊 部長
台北慈濟醫院 醫務部

CT-guided ablation of the HCC, focusing on 
single applicator microwave ablation

劉高郎 主任 
台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劉益勝 主任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n local ablative therapy of liver cancer

徐士哲 助理教授
台大醫院 胃腸肝膽科

黃凱文 理事長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Strategies of ablation for HCC larger than 
3cm 

李懿宬 副教授
台北榮總 胃腸肝膽科

黃怡翔 教授
台北榮總 胃腸肝膽科

Complications of liver tumor ablation: 
is everything preventable?

邱彥程 醫師
成大醫院 胃腸肝膽科

鄭斌男 教授
成大醫院 胃腸肝膽科

18:30 GALA DINNER (高雄漢來飯店)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學術研究大樓B2 B廳 08/21 (Sunday)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Session 3. Translational study of HCC

Session 4. HCC systemic treatment 

Registration

Free paper award presentation

The gut-liver loop: a regulato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of liver diseases  

CTC and Liquid Biopsy for HCC

07:30

07:40-08:00

08:00-08:20

08:20-08:40

08:40-09:00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10

11:00-11:30

11:30-12:00

Lunch symposium  

12:10-12:40

12:40-13:10

Session 5. HCC systemic therapy and miscellaneous

13:20-13:50

13:5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10

Cell-based immunotherapy for HC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recision medicine 
in HCC.

Gut microbiota and liver cancer

會員大會／Coffee break

Awardee 謝彝中 副秘書長
林口長庚 胃腸肝膽科

謝森永 系主任
林口長庚胃腸肝膽科

陳健弘 副院長
雲林台大醫院

余明隆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副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王鐘貴 副院長

李威震 副院長
林口長庚

施宇隆 院長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蘇東弘 副教授
台大醫院胃腸肝膽科

劉俊人 教授
台大醫院胃腸肝膽科

吳俊穎 教授
台北榮總胃腸肝膽科

陳冠仰 院長
北市聯醫陽明院區

Systemic therapy for different etiology HCC: 
any difference?

Combination therapies of HCC: I/O + IO or 
non-I/O

Ramucirumab-New treatment option 
REACH TO HCC

Keynote lecture: Paradigm shift in the 
treatment of HCC

Keynote lecture: Emerging Phase I-III 
immunotherapy for HCC

吳明順 主任 
市立萬芳醫院 消化內科

林俊哲 副院長
中國醫健康醫學中心

顏家瑞 主任
成大附院癌症中心

白明忠 副院長
台東馬偕醫院

Prof. Masatoshi Kudo
Kindai University, Osaka, Japan

林錫銘 理事長
林口長庚醫院

林錫銘 理事長
林口長庚醫院

鄭安理 榮譽院長
台大癌醫中心醫院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Lenvatinib in 
uHCC from our clinical practice

Atezolizumab and Bevacizumab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Taiwanese Subgroup Analysis

Management of HCC patients receiving systemic 
therapy: Evaluation and adverse effects

Living donor LT for HCC 

Closing remark

洪肇宏 教授
高雄長庚 胃腸肝膽科 

楊勝舜 教授
台中榮總胃腸肝膽科

王植熙 院長
高雄長庚 

林忠葦 副院長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林錫銘 理事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學術研究大樓B2 B廳

黃凱文理事長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16:40-17:05

17:30-17:50

Prof. Masayuki Kurosak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Musashino 
Red Cross Hospitalpital

NexSt Live Longer! Break 1L OS barrier 
with the well-proven sequential therapy
 for aHCC patients

李少武 醫師
台中榮總 胃腸肝膽科

胡瑞庭 主任 
國泰綜合醫院 肝臟中心

滕威 副教授
林口長庚 胃腸肝膽科

Extend HCC survival with Dual IO from trial 
data to clinical practice

邵幼雲 副教授
台大醫院 腫瘤醫學部

林錫璋 教授 
成大醫院胃 腸肝膽科

林成俊 副教授
林口長庚 胃腸肝膽科

彭成元 教授
中國醫大 消化系

康寧醫院

戴嘉言 會長
高醫附院 副院長

戴嘉言 會長
高醫附院 副院長

【台灣肝癌醫學會 A類30分】【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 A類20分】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 15分】【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B類7分】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B類1學分】【中華民國放射系醫學會 3分】
【台灣放射腫瘤學會 5分】【台灣外科醫學會 5分】
【台灣內科醫學會 B類 15分】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腫瘤內科 A類 3學分)(腫瘤外科 A類3學分)】

Gala Dinner 慿餐券入場

本會會員全程參與兩天的議程(包括8/20, 8/21天簽到、簽退)，
方可獲得【台灣肝癌醫學會2022年8月肝癌標靶與免疫治療課程學習認證】

大會手冊下載

2022/8.20-21
RoomB B2 KMU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