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兩岸四地衛生法學與生命倫理”研討會 
The Third Conference on “Cross-Strait Four Regions’ Health Law and Bioethics” 

 
日期/Date: 2015.04.23-24 

地點/Venue: 澳門大學劉少榮樓 E4-G062 演講廳 E4-G062, Anthony Lau Building 
 

聯合主辦/Organizers： 
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法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Macau 
中國衛生法學會•南方醫科大學衛生法學國際研究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Law of China Health Law Society and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會議議程 Conference Programme 

2015.04.23（星期四/ Thursday）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09:00-09:30 

主持人：魏  丹（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法律研究所主任、教授） 
介紹嘉賓 
 
開幕致辭 
1、林穎曾（臺灣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唐曉晴（澳門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3、賴來焜（中華國民健康政策與法律學會理事長） 
4、姜  虹（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南方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中國衛生法學會·南方醫科

大學衛生法學國際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第一專題：醫療糾紛性質研究 Session I 

09:30-10:05 

主持人：魏  丹（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法律研究所主任、教授） 
 
講  者：林穎曾（臺灣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題  目：醫患法律糾紛的適當、正確性 
與談人：蘇號朋（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 
 
講  者：楊遂全（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 
題  目：醫療事故和醫鬧的罪與責 
與談人：陳志華（北京陳志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 



10:05-10:15 茶  歇 Coffee Break 
第二專題：醫療糾紛比較研究 Session II 

10:15-10:50 

主持人：賴來焜（中華國民健康政策與法律學會理事長） 
 
講  者：莊錦秀（臺灣開南大學助理教授） 
題  目：醫療糾紛處理模式新思維——以臺、日民事醫療訴訟實證研究為中心 
與談人：李  惠（上海政法學院教授） 
 
講  者：滿洪傑（山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題  目：披露、溝通與道歉——美國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新發展及其啟示 
與談人：徐喜榮（廣州醫科大學副教授） 

第三專題：醫療糾紛法治化處理研究 Session III 

10:50-11:25 

主持人：鄧坤金（中國衛生法學會•南方醫科大學衛生法學國際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 
 
講  者：沈秀芹（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 
題  目：完善醫療損害標準立法——解決醫療糾紛的可能路徑 
與談人：袁  安（廣東江山紅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 
 
講  者：程文玉（四川瀘州醫學院教授） 
題  目：構建醫療糾紛法治化解決新常態研究 
與談人：鄭雪倩（北京華衛律師事務所主任） 

第四專題：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一） Session IV 

11:25-12:00 

主持人：艾林芝（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導師） 
 
講  者：王  輝（廣東和諧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 
題  目：第三方調解和醫責險相結合高效化解醫療糾紛 
與談人：杜仕林（廣東省法學會衛生法學研究院秘書長、南方醫科大學衛生法學研究中心主

任） 
 
講  者：楊淑娟（吉林大學公共衛生系主任、教授） 
題  目：非訴訟方式解決醫療糾紛的思考與建議 
與談人：李玉聲（醫學與法學雜誌編輯部主任） 

第五專題：醫療糾紛與生命倫理 Session V 

12:00-12:35 

主持人：田  侃（南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講  者：何  山（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衛生法學會•南方醫科大學衛

生法學國際研究院院長、教授） 
題  目：冷凍胚胎案例研究 
與談人：徐豪駿（中華國民健康政策與法律學會理事） 
 
講  者：張  濤（南通大學附屬醫院黨委書記） 
題  目：“八胚胎”事件引發的倫理思考 
與談人：嚴金海（南方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講  者：梁靜姮（澳門大學法學院） 
題  目：侵害生命權請求賠償的權利主體分析 



與談人：肖柳珍（南方醫科大學法學系副教授） 
第六專題：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二） Session VI 

14:30-15:35 

主持人：許  昌（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 
 
講  者：林恩瑋（臺灣醫療衛生研究會秘書長、東海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題  目：論醫療仲裁與醫療紛爭之優越性：以風險管理觀點為中心 
與談人：蔡佩芬（臺灣亞洲大學副教授） 
 
講  者：杜仕林（廣東省法學會衛生法學研究會秘書長、南方醫科大學衛生法學研究中心主

任） 
題  目：理性認知醫患矛盾，系統治理醫患糾紛——基於對廣東省醫患糾紛現狀調研與對策

思考 
與談人：王  康（上海政法法學院副教授） 
 
講  者：崔高明（前進律師事務所律師） 
題  目：醫療糾紛劇烈化的深層次原因 
與談人：陳紹城（臺灣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董事） 
 
講  者：袁  安（廣東江山紅律師事務所律師） 
題  目：中國“任性”與“醫療侵權”之我見 
與談人：田  侃（南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15:35-15:50 茶  歇 Coffee Break 

15:50-18:00 

分組討論（前往各組教室）Panel Discussions (In Faculty of Law classrooms) 

醫療糾紛組 
Medical Disputes 
召集人：田  侃 

地點：E32-G029 室 
(每人報告限 10 分鐘) 

醫療糾紛處置組 
Handling of Medical 

Malpractice 
召集人：吳光平 

地點：E32-G002 室 
(每人報告限 10 分鐘) 

生命倫理組 
Bioethics 

召集人：嚴金海 
地點：E32-G028 室 
(每人報告限 10 分鐘) 

英語專場 
English Session 

召集人：蔡佩芬 
地點/Venue：
E32-G003 室 

(每人報告限 20 分鐘) 

1. 鄭雪倩 
關於建立統一的醫療

損害技術鑒定制度的

思考 
2. 楊  娣 
論過度醫療行為的法

律規制 
3. 肖柳珍 
醫療糾紛適用《民法通

則》第一案的重新解讀

與檢討 
4. 黎  藜 
愛 滋 病 醫 患 關 係 新

探 ——基於保障醫生

權利視角 
5. 袁劍湘 
醫療事故罪之刑事和

1. 仇永貴 
醫患矛盾應依法處理 
2. 徐喜榮 
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制

度問題研究 
3. 陳志華 
中國大陸醫療侵權歸

責原則研究 
4. 吳光平 
論醫療糾紛的調解 
5. 庹明生 
完善醫患糾紛仲裁制

度 解決醫患糾紛 
6. 李玉聲 
我國醫患糾紛非訴訟

解決機制探析 
7. 程立民、崔高明 

1. 李  惠 
無錫胚胎案與人工輔

助生殖的法律思考 
2. 楊彤丹 
器官移植的困境及其

克服 
3. 游中康鎣 
從人權與基因遺傳權

角度論體外受精胚胎

的性質 
4. 王  康 
基因隱私權的司法創

設、法理闡釋及未來

期待 
5. 嚴金海 
藥物臨床試驗倫理規

範源流 

1. Vera Lúcia 
Raposo (黎慧華) 

Is the no-fault system 
a healthy remedy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2. 曾瑞聲 

(Ruisheng Ze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ransition: National 
Interests or Global 
Public Interests? 
3. 蔡佩芬 

(Pei-fen, Tsai) 
The Agreement Of 
Malpractice 



解探討、論刑事和解的

主體與適用範圍——

以刑事和解的界定為

出發點、刑事和解制度

的價值分析 
6. 張琳琳 
侵權責任法中死亡賠

償 金 賠 償 標 準 探

析——以《侵權責任

法》第 17 條為視角 
7. 喻小勇 
實證醫學的法律指引 

台海兩岸醫療糾紛比

較 

8. 黎燕 

職業病醫療糾紛原因

淺析 

6. 王廷勇 
開展臨床科學試驗的

法律困境與出路 

 
 

Arbitration 

2015.04.24 （星期五/ Friday） 

地點/Venue:澳門大學劉少榮樓 E4-G062 演講廳 E4-G062, Anthony Lau Building 

09:00-10:05 

分組向大會報告（每人報告限 15 分鐘）Report on panel conclusion  
主持人：涂廣建（澳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09:05-09:20 
醫療糾紛組召集人報告 
田  侃（南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09:20-09:35 
醫療糾紛處置組召集人報告 
吳光平（開南大學法律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09:35-09:50 
生命倫理組召集人報告 
嚴金海（南方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09:50-10:05 
英語專場召集人報告 
蔡佩芬（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10:05-10:25 領導講話 Leadership Remarks 

10:25-10:35 會議總結 
Closing 

Ceremony 

魏  丹（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法律研究所主任、教授） 

10:45-10:55 
何  山（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衛生法學會•南方醫科

大學衛生法學國際研究院院長、教授） 

11:00-11:15 合 影 Group 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