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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15年懷特血寶注射劑 (PG2 injection)學術研討會列表 
日期  

(月/日) 
主題 主辦/協辦單位 參與專家 

03/06 
2015植物新藥產業發

展論壇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

展推動小組 

(BPIPO)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劉祖惠 組長 
中央研究院 李國雄 院士 
中央研究院 鄭永齊 院士 
雙和醫院 王良順 副院長 
長庚大學 天然藥物組所 
黃聰龍 主任 

03/07 北區婦癌學術研討會 
台灣婦癌醫學會 
三軍總醫院婦產部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癌症中心 
王正旭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 婦女醫學部 
顏明賢主任 

03/07 

台灣癌因性疲憊症流
行病學 

調查研究試驗主持人
會議 

台灣癌症安寧 
緩和醫學會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吳錦榕理事長 
台北馬偕醫院血液腫瘤科 
謝瑞坤主任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孫秀卿 副教授 

04/11 
台大一般外科癌因性

疲憊症研討會 
  

臺大醫院 林明燦 副院長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腫瘤醫學部 
陳若白醫師 
臺大醫院婦產部 鄭文芳 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良順 教授 
臺大醫院一般外科 陳炯年 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侯又禎 博士 
臺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 姚建安主任 
臺大醫院一般外科 吳經閔 醫師 
澄清醫院 張金堅 院長 

04/25~ 
04/26 

兩岸四地癌症康復論
壇 

台灣癌症基金會 
癌症希望基金會 
乳癌防治基金會 

萬芳醫院 賴基銘 副院長 

05/03 癌症論壇 康健雜誌 署立台中醫院腫瘤內科 陳駿逸醫師 

05/23 癌因性疲憊症講座 
台灣癌症基金會 

奇美醫院 
奇美醫院血液腫瘤科 郭雨萱醫師 

06/06 關懷肺癌病友會 
臺中市全方位 
癌症關懷協會 

署立台中醫院腫瘤內科 陳駿逸醫師 

06/24 
午茶話療聚會主題:
「擊退癌疲憊」 

台灣癌症基金會 署立台中醫院腫瘤內科 陳駿逸醫師 

07/04 癌因性疲憊症講座 
台灣癌症基金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基血液腫瘤科 張正雄 醫師 

07/05 安寧緩和醫學會 安寧緩和醫學會 

台灣安寧緩和醫學學會 
蔡世滋 理事長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腫瘤醫學部 
陳若白主任 
署立台中醫院腫瘤內科 陳駿逸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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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15年懷特血寶注射劑 (PG2 injection)學術研討會列 
日期  

(月/日
) 

主題 主辦/協辦單位 參與專家 

07/18 中區婦癌醫學會 中區婦癌醫學會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婦癌科 
呂建興主任 
秀傳紀念醫院腫瘤中心 劉復興副院長 

08/04 癌因性疲憊症講座 
台灣癌症基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護理部 周繡玲主任 

08/05 婦女健康系列講座 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腫瘤醫學部  
陳若白主任 
署立台中醫院腫瘤內科 陳駿逸醫師 

08/08 

Introduction of 
Cancer-related 

Fatigue (CRF) and Its 
Clinical Treatment 

台灣大腸直腸醫學會 

台灣大腸直腸醫學會 梁金銅理事長 
臺大醫院一般外科 陳炯年 主任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腫瘤醫學部  
陳若白醫師 

08/20 癌因性疲憊症講座 
台灣癌症基金會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 
饒坤銘 主任 

08/22 癌因性疲憊症講座 
台灣癌症基金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輸血醫學科  
邱宗傑主任 

09/12 
開懷學苑－乳癌新病友

創新服務 
專題講座– CRF相關議題 

社團法人台中市開懷協會 署立台中醫院腫瘤內科 陳駿逸醫師 

09/16 
『癌因性疲憊症』的臨

床治療與發展 
雲嘉南院際研討會議 

嘉義長庚醫院 李冠德 副院長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藥學研究所 
黃奇英 教授兼所長  
台大雲林分院陳若白 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 官鋒澤 醫師    
中醫大北港附醫 賴光啟 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 呂長賢 主任  
嘉義基督教醫院 李明陽 主任  
中醫大北港附醫  林欣榮 院長 

10/18 
台灣癌症病患之「癌因
性疲憊症」流行病學調

查研究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吳錦榕理事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 
饒坤銘 主任 
台北馬偕醫院 血液腫瘤科  
謝瑞坤任 

10/23 癌因性疲憊症講座 
台灣癌症基金會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血液腫瘤科 
呂長賢主任 

10/24 癌因性疲憊症講座 
台灣癌症基金會 
國泰綜合醫院 

國泰綜合醫院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主任 

10/26
~ 

10/28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G2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in 

cancer-related fatigue 
and immune 
modulation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良順 教授 
雙和醫院教學研究部 葉淇臺 博士  

10/31 癌因性疲憊症講座 
台灣癌症基金會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婦癌科 
呂建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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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15年懷特血寶注射劑 (PG2 injection)學術研討會列表 

日期  
(月/日) 

主題 主辦/協辦單位 參與專家 

10/31 
你的疲累，其實可
以解決-如何擊退

癌疲憊 

奇美醫學中心 
長長久久聯誼會 

署立台中醫院腫瘤內科 陳駿逸醫師 

11/14~ 
11/15 

癌因性疲憊症 
(Cancer-Related 
Fatigue, CRF) 的
介紹與藥物治療現

況 

臺灣醫學會 

臺大醫院 家庭醫學部 姚建安 主任 
台中慈濟 血液腫瘤科 李典錕 主任  
台大雲林分院 腫瘤醫學部  
陳若白 主任  
萬芳醫院 賴基銘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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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14年懷特血寶注射劑 (PG2 injection)學術研討會列表 

日期 (月/
日) 

主題 主辦/協辦單位 參與專家 

02/20 
癌因性疲憊症 
CRF防治課程 

亞太旅遊醫學會 
台灣社區醫學醫學會 

台灣社區醫學醫學會 謝瀛華理事長 
台灣家庭醫學學會會 李汝禮 秘書長 
台北醫學大學萬芳醫院中醫科 
黃中瑀主任 

03/29 
高雄區CRF專家學

者研討會 

台灣胸腔及心臟血管 
外科學會 

台灣放射腫瘤學會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 

醫學會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邱宗傑理事長 
高雄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邱泰然醫師 
衛福部雙和醫院教學研究部 
葉淇臺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所長 黃奇英 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 王良順 教授 

04/19 
家醫科CRF全人照

護研討會 
(台北區)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邱泰源理事長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蔡世滋 理事長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劉文俊 醫師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蔡兆勳 醫師 
台北榮總家庭醫學部 黃信彰 主任 
台北馬偕醫院放射腫瘤科 
賴允亮教授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李龍騰 醫師 

04/26 

長庚院際胸腔科
CRF專家學者研討

會 
  

美吾華懷特生技集團 

嘉義長庚醫院 蔡熒煌 院長 
衛福部雙和醫院 葉淇臺 博士 
中山醫學大學 曹昌堯 副校長 
國立陽明大學所長 黃奇英 教授 
高雄長庚 林孟志 副院長 
基隆長庚 葉光揚 部長 
嘉義長庚 李冠德 副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 王良順 教授 
桃園長庚 楊政達 副院長 

05/02~ 
05/04 

第十九屆台灣癌症
聯合學術年會 

台灣癌症醫學會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邱宗傑理 事長 
衛福部雙和醫院教學研究部 
葉淇臺 博士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良順 教授 
基隆長庚癌症 中心王正旭 主任 
彰基血液腫瘤科 張正雄 醫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 院侯明鋒 院長 

05/17 
家醫科CRF全人照

護研討會 
(台中區)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台灣醫學會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 林正介 院長 
中醫大附設醫院家醫科 何致德 醫師 
中醫大附設醫院家醫科 劉秋松醫師 
台大醫院家醫部 蔡兆勳 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周希誠 醫師 
衛福部台中醫院血液腫瘤科 
陳駿逸醫師 
彰基血液腫瘤科 張正雄 醫師 
衛福部台中醫院 李孟智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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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14年懷特血寶注射劑 (PG2 injection)學術研討會列表 

日期 (月/日) 主題 主辦/協辦單位 參與專家 

06/14 
家醫科CRF全人照護研

討會─高雄區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高醫大附設醫院家醫科 黃洽鑽主任 
高雄長庚家庭醫學部 黃志芳 主任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蔡兆勳 醫師 
奇美醫院家庭醫學部 蘇世斌 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放射腫瘤科 
賴允亮教授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家醫科 
張家禎主任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蔡世滋理事長 

07/08 
CRF臨床治療與發展研

討會 
台大醫院外科部 

台大醫院外科部 陳炯年 教授 
衛福部雙和醫院教學研究部 
葉淇臺 博士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良順 教授 

07/29 
癌症心理照護國際研討

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科技部 
長庚大學 

規劃單位: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 
合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護理
系、台灣腫瘤護理學會、中
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台灣心
理腫瘤醫學學會 

台灣腫瘤護理學會 簡淑慧理事長 
台北馬偕醫院血液腫瘤科張義主任 

09/12~ 
09/14 

亞太腦中風會議 台灣腦中風學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內科  
劉崇祥主任 
光田醫院 神經內科 孫明輝主任 
三軍總醫院神經科部 李俊泰 主任 

09/17 
台灣癌症病患「癌因性
疲憊症」流行病學調查

研究 

台灣癌症安寧 
緩和醫學會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邱宗傑 理事長 
台北馬偕醫院血液腫瘤科  
謝瑞坤主任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孫秀卿 副教授 

09/27~ 
09/28 

The current approach 
of botanical immune-
moderator in Cancer-
related Fatigue (CRF) : 
from bench to clinic 

台灣胸腔及 
心臟血管外科學會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良順教授  
臺大醫院胸腔外科  李章銘主任 
台北馬偕醫院血液暨腫瘤科  
林炯森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胸腔外科 黃文傑 主任 

11/09 

The current approach 
of botanical immune-
moderator in Cancer-
related Fatigue (CRF) : 
from bench to clinic 

台灣癌症安寧 
緩和醫學會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血液腫瘤科  
張正雄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良順教授  
台北馬偕醫院 血液腫瘤科  
謝瑞坤任 

11/21~ 
11/22 

Cancer-related 
Fatigue and 

Emotional Distress 

台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 
長庚大學醫學系 

台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方俊凱 理事長 
台北馬偕醫院血液暨腫瘤科  
林炯森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