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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敬愛的各位會員，大家好： 

台灣神經學學會由施純仁教授、洪祖培教授等 32 位國內神經醫學之泰斗於民國六十六年

（西元 1977 年）三月六日創立，今年邁入第三十七年，可說正值青壯之期。接任理事長一職已

十個月，學會在理監事、秘書處與各學組的協助下，業務已上軌道，未來將繼續帶領秘書處團

隊朝向 3C（Change、Communication、Connection）的目標邁進。 

在此首先誠摯地邀請大家在 4 月 11 日至 13 日（星期五、六、日共三天）來高雄參加今年

由我們主辦的2014年第五屆東亞神經學論壇（East Asian Neurology Forum, 簡稱EANF），和2014

年神經學學會年會（Taiwan Neurological Society Congress, 簡稱 TNSC）。這次的節目型態有所

變革（Change）。我們希望將 2014 TNSC 凝聚融合，朝向一個大型學術會議的方向規劃！我們

也希望國內神經醫學界各個領域的專家，可以利用這三天的時間，有效率的汲取自己專精的學

術範疇之外不同領域的最實用及最新知識，並掌握其他學門的最新進展，同時也為提昇台灣神

經醫學的國際學術地位努力（Connection）。在此也謝謝高雄醫學大學劉景寬校長協助提供場地。 

其次感謝多位神經醫學界的前輩、學會理監事、以及腦中風學會理監事等的理解、包容與

努力，有關於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中有關 rt-PA 施打的內容日前已達成神經學學會與腦中風

學會的共識（Communication）。然而在最近官方的草案中卻漠視兩學會的共識，學會針對此事

再向主管機關提出鄭重聲明。 

另外，我們也要謝謝甄審委員會，對於衛福部急就章提出的新制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評鑑制

度，提出了相當詳盡的因應措施及建議，也在 3 月 9 日舉辦了第一次的專科醫師訓練計畫指導

教師認證課程。在此謝謝他們。雖然今年依舊制度評鑑，但主管機關對此政策勢在必行，學會

會適時為會員發聲，反應制度的不合理面。 

未來學會將會繼續在神經重症照護、復健治療給付、安寧緩和醫療等等議題上努力。以期

為神經科病人謀取更多福利，為神經科同仁爭取更廣闊的服務空間。 

希望大家能繼續為學會建言，團結一致，一起為台灣神經醫學界的社會地位與國際化創造

更美好的願景。 

 

台灣神經學學會第十九屆理事長 陸清松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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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會 歡 迎 詞  
 

 

第 5 屆東亞神經學論壇暨第 19 屆神經醫學聯合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 年台灣神經學學會的年會將擴大為三天，於 4 月 11~13 日(星期五~星期日)假高雄醫學

大學國際學術研究大樓(國研大樓)舉行。會議議程共分二部份：星期五為東亞神經醫學論壇 

(East Asia Neurology Forum, EANF)，星期六~日為第 19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Taiwan Neurological Society Congress, TNSC)；今年活動最重大的變革為 TNSC 將不再由各個

「學組或學會」分別在不同的場地、不同的時段切割舉行，改為邀請各個「學組或學會」的負

責人提供四個部份分為 Symposia、Plenary Session、Teaching Course、Skilled Workshop。我們

將 2014 TNSC 凝聚融合，朝向一個大型學術會議的方向規劃，希望國內各個領域的專家，可以

利用這三天的時間，有效率的汲取自己專精的學術範疇之外不同領域的最新知識，並掌握其他

學門的最新進展。 

  東亞神經醫學論壇(East Asia Neurology Forum, EANF)由韓國首爾大學李炳寅教授(Prof. 

Byang-In Lee)於 2006 年提出這個構想，希望東亞有更緊密的聯繫脈絡與溝通機會，日本的 Prof. 

Ryaji Kaji 大力支持這個想法，同年在日本京都舉行「第一屆東北亞日、韓神經學論壇」，2008

年 Prof. Ryaji Kaji、2009 年 Prof. Byang-In Lee 都邀請台灣參加此一論壇，希望進一步討論擴大

此會議規模的計畫與進程。在積極建構與持續堅持下，2014 年的 EANF 由台灣主辦，台、日、

韓、港、中的國際級講者與年經型學者將齊聚一堂，進一步將東亞地區的神經醫學界密切結合，

使臨床與基礎研究成果更貼近區域的實際狀況與需求，展現區域整合的整體提昇效能；我們期

望，EANF 能逐漸擴大規模，吸引更多的區域會員，進而與重心置於東南亞的 Ase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 (ASNA)等量齊觀，而後彼此攜手合作，將 AOAN(Asian Oceanian Association of 

Neurology)進階成為能和 EFNS 與 AAN 並駕齊驅的 AOFNS(Asian Oceanian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 

  今年 EANF 的主題是 Hot Topic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n East Asia，我們邀請具有

國際知名度的學者，共計有 13 場擲地有聲的演講，其中 5 位主講者是台、日、韓、港、中的耆

宿大老，在相關領域卓然有成；另外的 8 場議題，邀請 5 個國家的 young investigator 報告他們

個人親身參與的研究成果與 recent updates，也針對東亞地區最新的研究進程與成果提出簡短扼

要的報告。 

  我們深信，節目籌備委員們將努力呈現出讓您覺得有興趣與深度的議題，我們衷心希望您

能與會，您的出席是我們最重要的成就，而我們能保證您將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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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5th East Asia Neurology Forum (EANF) & 

The 19th Taiwan Neurological Society Congress (TNSC) 
 

會期：2014 年 4 月 11 日~4 月 13 日（星期五~日） 
會場：高雄醫學大學國際研究大樓 

 
 

＊ 繳  費 
依往例，以郵政劃撥方式事前繳納，敬請尚未繳納的會員，儘速至郵局劃撥，

以減短現場報到等候時間。 
 
 
＊ 論文投稿 

共有 175 篇壁報論文投稿，大會依照主題分類，並於 4 月 12 日上午 07:30~11:00
於高雄醫學大學國際研究大樓二樓壁報展示區張貼，規格：寬 70*高 100 
今年特地遴選三位優秀年輕學者在年會進行口頭報告並給予豐厚獎勵。人員、

時間、地點如下： 
       關渡醫院神經內科：賴冠霖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林浚仁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神經內科：曹維珈醫師 
       時間：103 年 4 月 12 日(六)16:00~16:30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B2 史懷哲廳(B2 Schweitzer Conference Hall) 
 
＊ 邀請外賓 

 Professor Yoshikuni Mizuno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Professor Emilio Perucca 
Update of treatment of epilepsy 

 Professor Craig Anderson 
Hypertension treatment of acute stroke  

    
＊ 優秀論文獎 4/12(六) 16:30~16:40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B2 史懷哲廳(B2 Schweitzer Conference Hall) 
 
＊ 倫理課程 4/13(日) 13:30~17:30 

倫理委員會今年大會規劃倫理課程，已規劃撥放電影「死亡醫師」。並有安排精采

的討論議程。 
 
＊ 晚  宴 

時間：20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17:30~21:30 
地點：高雄寒軒陽明店六樓宴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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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5th East Asia Neurology Forum (EANF) 
 
Date: April 11, 2014 
Venu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Building, B2 Mendel Conference Hall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100, Shih-Chuan 1st Road, Kaohsiung,Taiwan 

Main theme: Hot Topic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in East Asia 

Friday, April 11, 2014 

08:30~ Registration 

08:45~09:00 Welcome Ceremony and Opening Remarks 
Organizing 

Committee 

09:00~12:20 
Plenary Session I : Keynote Lectures 

Update the concept and manage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9:00~09:35 
miRNA in neurodegeneration: Limitation and 

possible application 

Manho Kim 

Korea 

Beom-Seok Jeon 

Korea 

09:35~10:10 

Spinocerebellar ataxia: A new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a cerebellar fun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Hidehiro Mizusawa 

Japan 

Yoshikazu Ugawa 

Japan 

10:10~10:45 
The impact of novel 18F-FP-(+)-DTBZ PET o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Chin-Song Lu 

Taiwan 

Ching-Kuan Liu 

Taiwan 

10:45~11:10 Coffee Break 

11:10~11:45 
Mitochondrial and synaptic dysfunction: 

Implications for Parkinson's disease 

Shu-Leong Ho 

Hong Kong 

Hideki Mochizuki 

Japan 

11:45~12:20 Th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 movement disorders 
Sheng-Di Chen 

China 

Bao-Rong Zhang 

China 

12:20~14:00 EANF 5th Board Member Meeting 

14:00~17:40 
Plenary Session II: Young Investigators Lectures 

Recent advances in researche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4:00~14:25 
Applications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hereditary neuropathies and related disorders 

Yo-Tsen Liu  

Taiwan 

Ching-Piao Tsai 

Taiwan 

14:25~14:50 

Unraveling neurodegenerative-disease 

mechanisms using patient-specific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Haruhisa Inoue 

Japan 

Ryosuke Takahashi 

Japan 

14:50~15:15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registry a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an-Joon Kim 

Korea 

Byung-Woo Yoon 

Korea 



台灣神經學學會第 76 期會訊 

 5

15:15~15:40 

Epidemiolog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the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among the elderly in 

Shanghai 

Huidong Tang 

China 

Sheng-Di Chen 

China 

15:40~16:00 Coffee Break 

16:00~16:25 Cerebro-vascular risks in Alzheimer’s disease 
Nai-Fang Chi  

Taiwan 

Shey-Lin Wu 

Taiwan 

16:25~16:50 
Molecular pathway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motor neuron diseases 

Masahisa Katsuno 

Japan 

Hidehiro Mizusawa

Japan 

16:50~17:15 
Potential role of sleep-wake cyc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lzheimer disease 

Jee-Hoon Roh 

Korea 

Manho Kim 

Korea 

17:15~17:40 

Functional studies of neuronal mitochondrial 

uncoupling proteins: Implication in the pathology 

of Parkinson’s disease 

Wing-Lok Ho 

Hong Kong 

Shu-Leong Ho 

Hong Kong 

17:40~ Closing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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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Taiwan Movement Disorder Society Video Session 
 
Date: April 11, 2014 
Venue: Hanshin Arena Shopping Plaza, 9F 

777, Boai 2nd Road, Kaohsiung,Taiwan 
 

Friday, April 11, 2014 
18:00~21:50 2014 Video Session 

18:00~19:00 Buffet 
19:00~19:10 Opening 

19:10~21:50 Video Session/Comment of the Experts 

 

Call for Abstracts 
活動說明 
1. 請大家依投稿格式(說明如後)撰寫案例摘要，並於 2/28 日前以 E-mail 寄到學會信箱： 

mds.taiwan@gmail.com，標題請以「Letter of Intent- Video Session:」為開頭。 
2. 每位報告者的口頭報告時間為 8 分鐘(含 video show)，開放討論 7 分鐘，全程共討論 8-10 個

案例。若投稿超過 10 位，學會將根據投稿內容選出較具教育性的 8-10 個案例，並以電話或

E-mail 回覆投稿者。 
3. 全程以 PowerPoint 檔案進行報告，播放的影片格式建議採用 MPEG 或 WMV；請報告者配

合控制時間，準備之檔案以不超過 12 張投影片、影片不超過 3 分鐘為原則(可參考範例，如

後)。 
4. 活動現場備有 Notebook 與投影機，請將檔案(含影片)存在隨身碟或光碟，於 18:40 前交付工

作人員；報告者亦可自行攜帶 Notebook，惟請事前注意連接投影機的功能正常。 
5. 台灣動作障礙學會會員免費參加，非會員收取費用 500 元，當日加入會員只收入會費及常年

會費共 2000 元，個案報告者免費入場。為鼓勵住院醫師參加，僅收取參加費用 300 元(需提

出相關的身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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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th Taiwan Neurological Society Congress (TNSC) 
 
Date: April 12~13, 2014 
Venu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Building,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100, Shih-Chuan 1st Road, Kaohsiung, 80708, Taiwan 
B2 Mendel and Albert Schweitzer Conference Hall 
 

Saturday, April 12, 2014 

07:30~ Registration 

Advances in Neur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 2013 Taiwan Neurological Society 

08:30~12:00 Themed Session A: Schweitzer Conference Hall 

08:30~09:00 
New insight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arkinson’s disease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吳瑞美醫師 

竹山秀傳醫院 

林瑞榮醫師 

09:00~09:30 

Biomarkers in Huntington's disease: 

Transcriptomics, proteomics, and 

metabolomics 

林口長庚醫院 

陳瓊美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 

林祖功醫師 

09:30~10:00 Update on the genetics of migraine 
林口長庚醫院 

葉篤學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醫

盧相如醫師 

10:0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00 
Genetic view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宜中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宋秉文醫師 

11:00~11:30 
Update of clinical and basic research in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蔡力凱醫師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楊智超醫師 

11:30~12:00 The circadian rhythm and its disorders 
高雄醫學大學附醫 

徐崇堯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醫

劉景寬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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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il 12, 2014 

07:30~ Registration 

Advances in Neur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 2013 Taiwan Neurological Society 

08:30~12:00 Themed Session B: Mendel Conference Hall 

08:30~09:00 

Aberrant plasticity in Parkinson’s disease:  

Translation between brain slices, humans 

and animals 

林口長庚醫院 

黃英儒醫師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郭鐘金醫師 

09:00~09:30 

Pathophysiology of Alzheimer's 

disease—new insights into tau oligomers at 

neuronal synapses 

台灣大學化工學系 

戴桓青教授 

成功大學附醫 

白明奇醫師 

09:30~10:00 
NIA-AA 2011 criteria: What happen after 

these criteria? 

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培寧醫師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邱銘章醫師 

10:0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00 
The growing field of neurocritical care and 

review of hypothermia 

USA  

Gene Sung 

台南奇美醫院 

鄭天浚醫師 

11:00~11:30 
Resection within rolandic cortex in pediatric 

epilepsy surgery: Report of 10 cases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信宏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陳倩醫師 

11:30~12:00 Limbic encephalitis 
林口長庚醫院 

林光麟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王煇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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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il 12, 2014 

12:00~13:30 Lunch/Poster Tour/Exhibition 

12:30~13:30 

Lunch Seminar  

衛采 

國研大樓 B2 

禮來 

階梯教室 201 

諾華 

階梯教室 301 

百靈佳 

階梯教室 401 

13:30~15:30 Plenary Session: B2 Schweitzer Conference Hall 

理事長榮譽講座 President Lecture 

13:30~14:10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Yoshikuni 

Mizuno 

Japan 

陸清松醫師 

台灣神經學學會理事長

施純仁教授榮譽講座 

14:10~14:50 Update of treatment of epilepsy 
Emilio Perucca 

Italy 

關尚勇醫師 

台灣癲癇醫學會理事長

洪祖培教授榮譽講座 

14:50~15:30 Hypertension treatment of acute stroke 
Craig Anderson 

Australia 

李宗海醫師 

台灣腦中風學會理事長

15:30~16:00 Coffee Break 

16:00~16:30 Top three of young scholar award  

台北榮民總醫院 

單定一醫師 

16:00~16:10 Gold medal: To be elected after voting by committee 

16:10~16:20 Sliver medal: To be elected after voting committee 

16:20~16:30 Bronze medal: To be elected after voting committee 

16:30~17:30 會員大會 

17:30~21:30 Gala Dinner 高雄寒軒美饌會館 陽明店 六樓宴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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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13, 2014 

07:30~ Registration 

Teaching Course 

08:30~12:00 Session A: Schweitzer Conference Hall 

08:30~09:00 
Hypertens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stroke  

高雄醫學大學附醫 

趙雅琴醫師 

台南晉生慢性醫院 

柯德鑫醫師 

09:00~09:30 
Optimize stroke prevention in atrial 

fibrillation with novel oral anticoagulants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傅維仁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胡漢華醫師 

09:30~10:00 Recent advances in neurogenetics 
台北榮民總醫院 

宋秉文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葉篤學醫師 

10:0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00 Epilepsy and quality of life 

弘前大學 

Sunao Kaneko/

兼子 直 

台北榮民總醫院 

關尚勇醫師 

11:00~11:30 健保署急性後期 PAC 照護計畫介紹 
高雄長庚醫院 

張谷州醫師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陳晉誼醫師 

11:30~12:00 
從日本長期照護創新商業模式看台灣未

來走向 
雲境科技公司 

陳玠甫先生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陳晉誼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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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13, 2014 

07:30~ Registration 

Teaching Course 

08:30~12:00 Session B: Mendel Conference Hall 

08:30~09:00 
Overview of non-motor symptoms in 

Parkinson’s disease 

中國醫藥大學附醫

黃匯淳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醫 

蔡崇豪醫師 

09:00~09:30 
Autonomic disturbances of patients with 

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 

關東中央病院 

織茂智之醫師/ 

Orimo Satoshi 

歧阜醫療科學大學 

間野忠明教授/ 

Tadaaki Mano 

09:30~10:00 New classification of headache  
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署君醫師 

台南活水神經科診所 

王博仁醫師 

10:0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00 
Acute necrotising encephalopathy of 

childhood(ANEC) 

林口長庚醫院 

林建志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王煇雄醫師 

11:00~11:30 
Cerivical root injury: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ive treatment 

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銘超醫師 

台南安南醫院 

林欣榮醫師 

11:30~11:45 
Pitfalls & mimics of emergent 

neuroradiology 

台南奇美醫院 

陳泰源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賴炳宏醫師 

11:45~12:00 

Imaging of emergent neuroradiology 

involving the territory of vertebrobasilar 

system 

台北榮民總醫院 

張豐基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賴炳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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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13, 2014 

12:00~13:30 Lunch/Exhibition 

12:30~13:30 

Lunch Seminar 

大塚 

階梯教室 201 

拜耳 

階梯教室 301 

吉泰 

階梯教室 401 

晟德 

階梯教室 501 

Skilled Workshops I :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usage of rating scales and diagnosis criteria 

13:30~16:30 Session I: 階梯教室 201 

13:30~14:00 

How to assess cognitive function in 

neurodegeneratives? A computerized    

neuropsychological approach 

林口長庚醫院  

徐榮隆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徐文俊醫師 

14:00~14:30 
Update on molecular and genetic 

alterations in high-grade gliomas 

台南成功大學附醫 

李宜堅醫師 

衛福部雙和醫院 

張丞圭醫師 

14:30~15:00 
microRNA let-7g in treating vascular 

diseases 

高雄醫學大學附醫 

卓夙航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 

藍旻瑜醫師 

15:0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30 罕見疾病醫療補助專案簡介 
資拓宏宇有限公司 

蔡安津小姐 

高雄長庚醫院 

藍旻瑜醫師 

 

Sunday, April 13, 2014 

12:00~13:30 Lunch/Exhibition 

Skilled Workshops II : Instrumental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reating neurological disorders 

13:30~15:00 Session I: 階梯教室 301 

13:30~14:00 

Therapeutic practice and perspective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中國醫藥大學附醫 

呂明桂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醫 

蔡崇豪醫師 

14:00~14:30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pain evoked 

potentials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趙啟超醫師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張楊全醫師 

14:30~15:00 語言治療與神經性溝通障礙患者 
台灣聽語治療會 

蘇心怡老師 

林口長庚醫院 

陳柔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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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13, 2014 

12:00~13:30 Lunch/Exhibition 

Skilled Workshops II : New facilities and techniques in diagnosis and therapy  

13:30~15:00 Session I: 階梯教室 401 

13:30~14:00 
How to develop a modern clinical 

autonomic unit? 
台中澄清醫院 

葉守正醫師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謝松蒼醫師 

14:00~14:30 
How to develop and run a sleep lab by 

neurologists in Taiwan 
高雄醫學大學附醫 

謝正芳醫師

高雄義大醫院 

許世斌醫師 

14:30~15:00 Can sleep medicine cure dizziness? 

名古屋市立大學 

中山明峰醫師/ 

Meiho Nakayama 

台中逢甲大學 

邱創乾教授 

 

Sunday, April 13, 2014 

倫理課程：You Don’t Know Jack 死亡醫師  

13:30~17:00 Session: B2 Mendel Conference Hall 

13:30~13:40 引言 
高雄長庚醫院 

陳順勝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宋秉文醫師 

13:40~14:50 影片"死亡醫師"前段 

14:50~15:00 評論 
成功大學 

趙可式教授 

15:00~16:00 影片"死亡醫師"後段 

16:00~16:10 評論 
恩主公醫院 

陳榮基醫師 

16:10~17:00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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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會 重 要  

會 議 紀 錄  

台灣神經學學會第十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時間：2013年11月3日（星期日）10:00~12:3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B會議室 
 
出席人員：陸清松、單定一、鄭天浚、林永煬、林恭平、胡朝榮、蔡崇豪、賴達昌 

葉建宏、陳柔賢、施曉雅、周碩彬、黃文柱、戴志達、徐崇堯、羅榮昇 
許燿東、巫錫霖、柯德鑫、黃錦章、陳献宗。 

列席人員：葉篤學、陳威宏、胡漢華、鄭建興、陳安芝、李宗海、邱銘章、王博仁 
陳 龍、林衛邑、詹庭羽、甯竹英。 

議程： 

壹、主席報告 

一、頒獎，感謝前任理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對學會的貢獻。 

二、為廣徵各方意見，8/23 邀請多位神經學界前輩為神經學學會未來展望建言。會中大家

熱烈討論急性腦中風處置評鑑及神經科「末期疾病」安寧緩和醫療等議題。感謝各位

神經學界前輩的參與及意見。未來將不定期邀集專家就特定議題為學會建言。 

三、rt-PA 緊急醫療能力評鑑學會共識，已與台灣腦中風學會達成共識，稍後討論。(見提

案一)。 

            

貳、秘書處報告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第十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二、秘書長報告 

1. 因應衛福部要求，學會秘書處敦請倫理委員會宋秉文醫師召集成立安寧緩和醫療

小組，著手推動安寧緩和醫療。 

2. 2014 年的年會因主辦 EANF 將擴大為三天，假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學術研究大樓(國

研大樓)舉行。在此感謝劉景寬校長提供高雄醫學大學場地，請大家共襄盛舉。 

3. 學會網站更新預計在年底前完成。新的網頁設計將會增加學會與會員間的互動，

以及資訊的交流。 

三、財務報告。 

至九月底總收入 8,007,040 元，總支出 5,675,574 元，支出已達七成無需扣稅問題。學

會主要支出為會議、研討會、人事費及辦公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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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年以上單據已超過需保留之年限，將予以碎紙銷毀。 

四、節目委員會 陳柔賢醫師報告。 

1. 各位理監事已於 10/21 收到年會相關資訊(七個附件)，明年年會為期三天，其中東

亞神經學論壇(EANF)於星期五舉行，星期六、日舉行神經學會年會(TNSC)。會議

節目主要改變為 Congress 是不像往年每個學會/學組各佔一個時段及場地，星期六

~日課程分為 Symposia、Plenary Session、Teaching Course、Skilled Workshop，請

各學會/學組幫忙提供一整年度 Update 的 Symposia、Teaching Course 共各三個講

題，也請提供講師及座長人選，節目委員會將再行開會協調，請各位於 12/15 前

完成附件六的表格。周六下午 Skilled Workshop 能讓會員了解一整年度臨床上實際

的操作細節，在醫院中有什麼器材或儀器是可以執行或有疏忽使用的可於 Skilled 

Workshop 時段中讓會員更清楚的了解，因此明年年會將合併這三大類辦理

Congress。因為目前各學會都有辦理自己的年會，此一變動也已與小兒神經醫學

會、神經外科醫學會、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協調，皆認同學會於年會的改變。 

2. 請各位幫忙推動及宣傳參與周五的 EANF，因應神經學前輩希望能擴大辦理，請

大家踴躍參加，同時也鼓動年輕醫師參與此會議，星期五早上 Young Investigator 

lecture，由每個國家推薦兩位年輕的學者演講一些自身參與的經驗在此節目委員

會請各學組推薦台灣地區的年輕學者代表，推薦條件為 45 歲以下，有ㄧ些相關論

文發表及親身的經驗，請各位將推薦人選提供給學會，學會秘書處將再行開會決

定台灣的代表。下午時段從由台日韓港中推薦一位知名的學者各講一個題目，理

事長及秘書處決議人選為韓國 Beom Jeon (韓國神經學會理事長)、日本 Mizusawa 

(EANF 創辦人)、台灣陸清松教授(台灣神經學學會理事長)、香港 Ho Shu-Leong

及大陸 Chen Sheng-Di，以上為 EANF 節目規劃，希望各學會/學組 4/11 周五就能

暫時放下繁忙的臨床工作參與 EANF 會議，共襄盛舉。 
          

叁、各委員會報告 

一、甄審委員會                         陳威宏 醫師 

1. 今年評鑑民國 103 年度的神經科訓練醫院認定計畫，需實地訪視的醫院共 33 家醫

院，所有評鑑作業已於 8 月底完成，通過 43 間訓練中心，秘書處將待衛福部核定

名單後提供今年評鑑建議供參考。 

2. 民國 103 年度神經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招收需待衛福部 12 月公告後才可進行，預

計將比照前兩年採群組方式招收，群組分配稍有變動，招收容額及群組分配將待

公告後再發文通知。 

3. 今年度神經科專科醫師甄審，共 45 名考生報名筆試(包含 6 位重考)，6 位筆試不

及格；43 位口試(包含 4 位重考)，6 位口試不及格。民國 102 年度神經科專科醫

師甄審通過率約 82% (37/45)，【筆試通過率 86% (39/45)，口試通過率 86% (37/43)】。 

4. 因應住院醫師擬納入勞基法，勞工委員會討論後決議，住院醫師每週工時不得超

過 88 小時。 

5. 為因應容額減少問題與提升訓練醫院水準，提案討論提高評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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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提案三) 

陳威宏醫師：今年考生滿努力的，本次甄審選出的題目有難度而應屆考生全數通

過，考生的水準是很好的。 

柯德鑫醫師：甄審考試未通過皆為重考生，甄審的公平性是否有維持住，應在考

題的風氣上做一些調整。 

陳威宏醫師：首先明年邀請出題會做一些調整，而重考生分數偏低與標準分數有

很大的落差。 

陸理事長：請甄審委員會整理出重考生未通過題目分析。 

柯德鑫醫師：針對容額分配問題應與衛生福利部詢問是否增加容額，這樣一些地

區醫院才敢招收住院醫師。 

林恭平醫師：每年醫學院畢業人數約 1300 人，分配至各科為平均分配。 

巫錫霖醫師：衛福部將容額分配至內外婦兒四大科，但四大科皆招收不足，才會

讓其他專科招收人數維持在 50 位。 

陸理事長：容額分配若各位有意見可提案討論，與秘書長討論過先前有和林奏延

副部長提過希望增加神經科容額，目前還沒有到需要調整的階段，若有需要調整

將在與衛福部提出。 

二、教育委員會                            鄭建興 醫師 

1. 2014 年 1 月中旬開始舉辦神經學會住院醫師臨床能力提升個案討論會，第一場由

三總神經部主辦，時間 14:30~16:30 三總醫師大樓 601 會議室，邀請所有神經科

R1~R3 醫師參與，若參加成果不錯計畫每兩個月舉辦一次，詳細資訊將再行公告

於學會網站，同時將 E-mail 給各中心主任幫忙宣傳。 

2. 與次專科醫學會共同舉辦新進住院醫師教育訓練課程，預計於 103 年 8 月底或 9

月初舉行，讓住院醫師更能了解神經科未來的方向。 

3. 計畫於學會網站建立住院醫師專區，往後有相關資訊可讓醫師更加了解未來三年

之神經科教育訓練課程。 

葉秘書長：網站上重新整合過後請各訓練中心主任可提供一些相關教育訓練活動及資

料給住院醫師參考。 

三、執業委員會           蔡松彥 醫師(請假)   

四、醫學倫理委員會         宋秉文 醫師 

1. 2013/9/23 與秘書長一同前往衛福部參與「建立末期病人疾病嚴重評估指標及末期

病人緩和醫療」會議，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 

2. 葉秘書長：衛福部希望各學會能成立安寧緩和醫療推動小組，主要是針對非癌症

八大類之末期疾病，如洗腎病人若有嚴重失智是否停止洗腎、呼吸器使用的病患

若有可逆疾病是否終止相關維生器材議題，學會將於 11 月中針對議題召開會議做

詳細的討論。 

               許燿東醫師：在網站上已可以搜尋到相關內容，在內容上需家屬同意。 

               葉秘書長：102 年初公告非八大類之末期疾病可以做立安寧緩和醫療，八大類與

神經科相關為嚴重失智 CDR=5、小腦萎縮等可申請健保給付醫師或護理人員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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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陳榮基教授建議若嚴重中風病人是否可建議家屬做腦死判定讓病患自然死

亡或移除維生器。 

3. 2014 年神經學年會計畫於 4/13 下午倫理課程播放電影("死亡醫生"或其他影片)

並討論，內容將為有關安寧緩和醫療議題，請協助宣傳讓會員留下來參與。 

4. 衛福部希望神經學學會成立安寧緩和醫療小組，因此本學會倫理委員會將在

11/17(日)15:00 台北榮總中正樓 16 樓神經內科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相關事宜，歡

迎有興趣的理監事/會員出席。 

五、台灣神經學雜誌         胡漢華 醫師 

1. Acta 今年已收到 40 篇的投稿，包括伊朗、泰國、中國、希臘、日本的投稿，除

增加稿源的豐富性，也表示 Acta 先前的努力見效，雜誌的能見度已提高。 
2. 我們已於 101 年底向 SCI 提出申請，評估時間約 6 至 18 個月，請各位理事和監

事繼續給予支持，並多多鼓勵同仁投稿，讓 Acta 能維持良好的品質。 

六、國際事務委員會         劉景寬 醫師(請假) 

巫錫霖醫師：9 月與劉校長及蔡清標醫師前往維也納參加 WFN 年會選舉，原先學會

支持的人選皆落選，往後還需要各位一同於國際上努力。 

肆、各學組報告 

一、神經外科學組         馬辛一 醫師(請假) 

二、癲癇學組          關尚勇 醫師(請假) 

1. 第十屆新進專科醫師癲癇訓練課程將於 102 年 11 月 10 日台北喜來登飯店二樓瑞

穗廳舉行，請轉知中心踴躍報名參加。 
2. 2013 腦波分級研習訓練課程將於 11 月及 12 月於北中南舉行，共舉辦九場，請 協

助宣傳報名參加，詳細資訊請詢問台灣癲癇醫學會秘書處。 

三、神經肌病學組         林恭平 醫師 

1. 夏季神經肌病臨床個案討論會-Inherited Demyelinating Neuropathies 於
2013-08-24 週六下午 14:00 至 17 :00 於台大 104 講堂舉行。討論熱烈，圓滿結束。 

2. 下次秋季神經肌病臨床個案討論會預計於 2013-11-30 召開，由台中榮總張鳴宏

醫師及澄清醫院葉守正醫師主辦，與講師討論中將盡快通知會員。 
3. 明年學會學術活動，神經肌病學組按照節目委員會的歸劃會將供 3-4 場的演講，

學組內部正討論研擬中。 
4. 8/23 向健保署提出修訂病理組織檢查 Specimen Examination (25001-25026) 此章

節之通則下加註「神經、肌肉、皮膚切片亦可由神經科醫師執行」。8/30 健保署

回文「貴會建議，本署留供參考」。 

四、動作障礙學組         林瑞榮 醫師(陳安芝醫師代) 

1. 此屆的重點為著重在基層醫療及新任專科醫師有關動作障礙性疾病的訓練與教

育，所以將與各地醫師公會合辦各項有關動作障礙的教育訓練，目前已和宜蘭縣、

大台中及台中醫師洽談中。 

2. 配合學會年會的新變革，動作障礙醫學會將於明年起，獨自辦理年會，約在每年

9 月或 10 月。 

3. 將於 2015 年 3 月 28 及 29 二日舉辦第二屆 TIC-PDMD 國際研討會。 



台灣神經學學會第 76 期會訊 
 

 18

4. 定期活動： 

 2013 年 12 月 14 日：在高雄醫學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南區巴金森病研討會 

 2013 年 12 月 21-22 日：動作障礙疾病青年論壇 

 2014 年 1 月 11 日：在嘉義市舉辦動作障礙研討會，主要針對新進專科醫師辦理 

的活動。 

五、 神經復健長期照護暨老年醫學學組       陳晉誼 醫師(請假) 

1. 9/16 監察院復健治療給付調查會議參加報告。 

2. 結論：非復健科醫師執行復健業務依現行健保規定辦理。 

葉秘書長：主要是復健師醫師公會將爭取復健給付的一致性，因目前神經科、神

經外科、骨科在申報給付是不相同，復健科醫師比各學會高出 6-7 成的數目，這

將影響復健師的收入，因此提出為何給付會差距很大，目前對於神經科沒有太大

的變動，若需要提高給付可能還需要再做努力或與復健醫學會做溝通。 

3. 10/18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開會 - 研商調整申請外籍看護工資格之特定身心障礙

項目會議。 

4. 結論： 1)不開放重度殘障直接申請外勞。 

2)開放罕見疾病加上第一、第七類重度殘障申請外勞。 

5. 10/19 台灣醫院協會 102 年第 2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 建議醫療糾紛鑑定將邀請

各專科醫學會參與。 

結論：將詢問邀請各專科醫學會參與醫療糾紛鑑定意願。 

6. 10/23 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計畫」(PAC) 說明會。 

結論：PAC 試辦計畫將於 102-11-30 截止申請, 於 103-1-1 開始試辦。 

葉秘書長：上次理監事會已請張谷州醫師詳細說明，若各位有需要資訊將請張谷

州醫師提供。 

巫錫霖醫師：給付真的很低，在各醫院有在做但其實不合乎成本，請學會爭取給

付，因為各醫院還是要執行主要擔心病人流失。醫院沒有復健科醫師的情況下神

經科醫師可以執行這是很好的事情，感謝李宗海醫師及陸理事長的爭取。 

陳柔賢醫師：PAC 為試辦研究計畫，建議應由院方出面協調，林口長庚醫院在執

行 PAC 是有困難和壓力，醫學中心在病人轉院時會有轉不出去的情況，第一點

建議院方提供一個共同的計畫再由神經學會及腦中風學會發函至醫院，第二點神

經科醫師判定時可拿到應有的給付。 

陸理事長：醫院若沒有將管道暢通，病患轉不出去時神經科醫師會很難去執行。 

賴達昌醫師：第一點費用會比原先拿的低很多真的無法賺錢，第二點急性床給慢

性床的費用，而評估費用 18 個項目僅有 400 元。 

柯德鑫醫師：與各醫院院長告知此情況，神經學會告知院方在執行上的問題及困

難一同爭取應有的費用。 

巫錫霖醫師：彰基各分院皆在進行，雖然分院院長不想執行，但是地區醫院皆認

同是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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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柔賢醫師：由醫院院長來承接此業務提出計畫給學會，這樣才能爭取神經科醫

師的合理給付。 

7. 12/8 星期日於台北喜來登大飯店二樓瑞穗園舉辦「2013 Union symposium - 

Perturbation of gait and balance in neurology disorders: From clinical phenomena to 

basic mechanisms」。此學術活動主題將說明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許多類別中，步態

異常與平衡障礙的臨床表徵、檢查評估和復健的應用。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8. 未來學組計畫辦理神經復健訓練認證課程，加強神經科醫師開立復健處方的能

力。 

六、神經心理暨神經精神學組       邱銘章 醫師 

1. 與台灣臨床失智症協會 11/16~17 共同主辦年會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請轉知醫

院踴躍參加。 

2. 交通部計畫定義失智症患者在交通駕駛上的議題。 

3. 非癌症的給付費用 6000 多元為提供安寧病房補助，在神經科病房為 2 百~3 百

元，建議爭取在地安寧的給付費用。   

七、頭痛學學組          王博仁 醫師 

1. 地區診所在復健的執行由神經科或復健科醫師開立費用不同，很多中風病人在家

治療，需要加強及重視神經科醫師復健訓練。 

陳柔賢醫師：首先神經科醫師可開立輕度、中度可開一半、複雜項目不行開立，

需要復健科掛牌的神經科醫師才能開立，12/8 辦理的研討會就是為了爭取復健複

雜項目開立，至少爭取步態與平衡障礙由神經科醫師可以開立。 

2. 2013年台灣頭痛學會年會暨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訂於 11月 9日(星期六) 至 11

月 9 日(星期日),在台南成大會館舉行.歡迎大家踴躍參加，詳情請參閱台灣頭痛

學年會網站: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3. 頭痛最新分類標準:國際頭痛疾病分類第三版-beta 版 (ICHD3-beta)，已公佈於台

灣頭痛學年會網站，歡迎大家參閱。 

八、神經基因學組         藍旻瑜 醫師 

1. 基因學組秋季學術研討會於 10 月 26 日在板橋罕見疾病醫療補助專案辦公室舉

行。與會者對於罕病分子診斷的醫療補助、基因檢測諮詢之倫理議題與特殊個案

報告皆有詳盡且熱烈的討論。 

2. 申請本年度『罕見疾病確立診斷實驗室』認證的資訊，已在 10 月 28 日以 e-mail

寄送給所有會員，並公佈在學會網頁上。 

3. 基因學組將於近日發函給學會理監事及各醫院神經科系主任，詢問各院神經疾病

分子檢測服務項目，以便匯整提供所有會員參考。 

九、自律神經學組         葉守正 醫師(請假) 

十、神經重症學組         鄭天浚 醫師 

1. 預計邀請 Gene Sung, M.D (President, Neurocritical Care Society )擔任重症學組節目

年會外賓。 
2. 南區 ANLS 課程將於 11/16-17 於台南奇美醫院舉辨，請各位理監事鼓勵科內醫護

人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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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案討論神經學學會是否加入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見提案四) 

十一、腦中風學組          李宗海 醫師 

1. 緊急醫療評鑑修正內容表決方案 投票者：13 人學會建議 
2. ADSC 於明年九月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請各位協助宣傳踴躍參加。 
3. 腦中風學會指引相關資訊請上台灣腦中風學會網站查詢。 

十二、睡眠醫學學組         許世斌 醫師(請假) 

   十三、臨床神經生理學組                               黃英儒 醫師(請假) 

1. 台灣連臨床神經生理學會 11 月 24 日於高醫附設醫院啟川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辦

2013 台灣臨床神經生理學會研討會 - 臨床神經生理好好玩，請各位轉知各醫院醫

師踴躍參加。 

2. 2014 年 3 月 19-23 日國際臨床神經生理學會議 3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ICCN) 將於德國柏林舉行。 

3. 2014 年 5 月 18 日為台灣臨床神經生理學學會年會預定在台北舉行。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rt-PA 緊急醫療能力評鑑事項共識決議。 

說 明：經學會與腦中風學會協商，腦中風學會多數理監事已贊同以下主張， 

1. rt-PA為神經內科治療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的工具之一，該落實執行，而列屬

於評鑑項目，應為勢之所趨。 

2. 評鑑項目所要求的2.2.1、2.2.2 和2.2.4即便試評階段完成，於正式評鑑階段

時，仍然以資料呈現的方式，接受評核。 

3. 評鑑項目的2.2.3於試評或正式評鑑階段，學會共識為 

A. 重度級醫院一小時完成率為20%  

B. 中度級醫院不要求一小時完成率的百分比，但是至少需呈現有施打rt-PA

運作機制 

4. rt-PA的注射應依醫院專科醫師人力適當規劃，得由神經科和急診專科醫師

共同分擔，但注射後即須轉入加護病房，由具有ANLS資格的神經科醫師照

護。 

陸理事長：在此感謝學會醫師及腦中風學會的努力。 

決 議：修正內容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擬設立年會大會 Plenary Session 榮譽講座並訂定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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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建議名稱定為施純仁教授榮譽講座及洪祖培教授榮譽講座。 

        陳柔賢醫師：前任巫錫霖理事長已成立理事長講座，在此感謝神經學會創始

前輩的貢獻，同時榮耀兩位神經內外科前輩對於神經學會的努力成立施純仁

講座及洪祖培講座，至於往後名稱的變更再行討論由學會修改。 

決 議：通過成立施純仁教授榮譽講座及洪祖培教授榮譽講座。 
 
提案三 

提案人：甄審委員會 

案 由：調整申請神經科訓練醫院主治醫師人數 

說 明：為因應容額減少問題與提升訓練醫院水準，提案討論提高評鑑標準。修正現

行四位神經專科醫師成立訓練中心，調升為五位專科醫師，修正現行四位神

經專科醫師成立訓練中心，調升為五位專科醫師，同時原先三位專科醫師可

招收一位住院醫師的比例調整為四位專科醫師可訓練一位住院醫師，目前已

通過但不滿五位專科醫師之訓練中心將無容額，需提聯合訓練計畫與一家主

訓醫院聯合訓練，始可收住院醫師。另外也將訓練醫院依評鑑結果依等第區

分為 ABC 三級。C 級訓練醫院將無法獲得訓練容額，若要收住院醫師訓練，

必須擬定訓練合作計畫與 A 級訓練醫院合作，每年至少三個月前往合作醫院

接受訓練。B 級訓練醫院維持為每四名專科醫師訓練一位住院醫師。A 級訓練

醫院除核准容額外，可以與 C 級訓練醫院合作，增加代訓住院醫師。各中心

主治醫師數與調整後訓練容額 

        陳威宏醫師：主要原則是 A 級醫院可與 C 及醫院合作，除了 A 級醫院可增加

招收容額外，C 級醫院也可藉此方式爭取到應有的容額，其中忠孝醫院、聖馬

爾定醫院、彰基雲林分院受到訓練容額分配的影響可藉由衛福部計畫和 A 級

及醫院一同合作招收住院醫師，而 A 級醫院可提高招收人數，對於 C 級醫院

採用輔導招收方式達到一個共有的平衡。 

決 議：同意通過改為四位醫師訓練一位住院醫師，下次評鑑時改為五位主治醫師才

能成立為訓練醫院基本上同意，請甄審委員會開會後提出最後結論。 
 
提案四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討論台灣神經學學會是否加入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說 明：由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

學會，成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簡稱聯合甄審委員會)；共

同辦理國內「重症醫學專科醫師」甄審。神經外科已於今年正式加入，討論

我們是否跟進。 

       陸理事長： ANLS 加入連甄會對學會是好的，這樣對未來 ANLS 才能 爭取學

會的權利。 

決 議：同意第八條乙：2-3 應改為神經內外科，學會爭取加入聯甄會詳細內容 11/6

重症醫學會會議討論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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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提案人：王博仁 醫師 

案 由：請討論協辦各學組(相關學會)研討會之補助原則 

說 明：各學組所舉辦之研討會通常也是學會之相關業務，難免會有與本學會協辦之

情事，在之前之理監事會曾有提及，但尚未有正式討論及結論，請訂定協辦

各學組(相關學會)研討會之審查機制及補助標準，以利彼此業務之發展。 

決 議：由於時間關係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陸、臨時動議 

入會申請審核 

新進會員：高望榮、吳致緯、張慧騏、賴韻如、楊博丞、蔡君儀、嚴介聰、黃虹瑜、 

敖 瑀、王韋竣、許筠忻、郭馥瑄、王建程、廖年晨、林孟昕、吳佩翰、 

李嵐忻、吳鵑伶、李佳儒、李建興、廖科儒、高志堅、張君瑋、陳允中、 

陳沛儒、鄭琍文、錢 駿等27位。 

決  議：資格符合，同意入會。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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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經學學會 
第十九屆第二次甄審委員會 

 

時    間： 102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15：00 

地    點：台大醫學院204講堂 
主    席：陳威宏 
出    席：廖翊筑、徐崇堯、胡朝榮、傅中玲、黃文柱、彭家勛、周碩彬、林祖功、林聖皇 
          呂榮國、蘇真真 
請    假：蔡崇豪、黃英儒、楊智超、施曉雅 
列席人員：詹庭羽、甯竹英 
 
議  程： 

一、主席報告到會人數，宣佈開會。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p.2）。 

三、依據專科醫師筆試加分共有 7 位，其中一位投稿一篇原著論文可加 5 分，其餘分別加

3 分。另討論 Acta 加分限制，是否僅接受第一年報考加分。 

決議：僅接受第一年報考加分。 

四、分配通過筆試之考生口試地點、時間。 

五、確定 102 年度評鑑結果，103 年度神經科住院醫師容額共 51 名，討論容額分配。 

決議：確定 103 容額分配。 

六、問卷內容確定，將連同會考試卷一併寄出。 

七、臨時動議 

1. 因為未來住院醫師工時減少，爭取神經科為 PGY 必修，已詢問醫事司，需提供修正計

畫，包含神經科受訓時間及理由。 

決議：秘書處將先整理現行課程資料，請各委員提供修正意見。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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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公 文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推動醫療法第

59 條及第 60 條修正草案之醫界共識溝通會

議。(102.12.13) 

◎ 衛生福利部  新增 Atypical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 等 5 項疾病為罕見疾病，

業經本部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以部授國字第

1020411816 號公告，茲檢送公告 1 份，請 查
照。 (102.12.13) 

◎ 衛生福利部 專科醫師訓練認定計畫基準實

施相關事宜。 (102.12.20) 

◎ 衛生福利部 所送 103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醫

院認定結果乙案，復請  查照。(102.12.23) 

◎ 衛生福利部 公告 103 年度神經科專科醫師

訓練醫院認定合格名單、資格效期及訓練容

量。(102.12.23)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為提升醫療

審查之ㄧ致性及合格性，本會關話 103 年召

開 2 次「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

查注意事項修訂會議」，並暫定 103 年 3 月

召開第 1 次修訂會議，惠請 貴學會於 103
年 1 月 31 日前提供「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

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建議修訂條文，

並填具所附審查注意事項修訂意見表回

復，請查照惠復。(102.12.30) 

◎ 內政部 本部農民健康保險監督委員會為聘

任內科系神經科審查醫師 1 名，敬請 貴會推

薦專科醫師 3 名，以供本部選聘，對貴會協

助，敬致謝忱，請 查照。(103.01.03) 

◎ 衛生福利部  檢送本部 102 年 12 月 26 日召

開「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實施相關事

宜」會議紀錄 1 份，請 查照。(103.01.06) 

◎ 衛生福利部 本部訂於103年1月22日及103
年 1 月 28 日舉辦「103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

畫認定作業說明會」，請依說明段辦理，請  查
照。(103.01.07) 

◎ 台灣復健醫學會 召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無

須重新鑑定 b1 小組會議。(103.01.08)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3 年臺灣庫賈氏

病及人類傳播性海綿樣腦症病例審查」案採購

評選委員會。(103.01.09)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檢送本署 102
年 12 月 26 日召開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

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復健治療支付標準

第一次研修會」會議紀錄，請查照。

(103.01.09)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檢送本會推

動醫療法第 59 條及 60 條修正草案之醫界共識

溝通會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103.01.13)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惠請 貴會

提供「104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醫療支付費用

目標成長率及其內涵建議」，併於 103 年 2
月 9 日前惠示卓見，詳如說明，請 查照惠

復。(103.01.14) 

◎ 衛生福利部 所送 102 年度神經科專科醫師

訓練醫院認定計畫工作成果報告書，業經審查

合格，准予備查，復請 查照。(103.01.15)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本會預定於 103
年2月22日舉辦「醫療糾紛調解機制各地經驗分

享」研討會，惠請轉知活動訊息並鼓勵所屬會員

踴躍報名參加，尤其務請負責處理醫療調解業務

之幹部報名參加，共同汲取寶貴之調解經驗、提

升調解之品質以促進醫病和諧，請  查照。

(103.01.16) 

◎ 交通部公路總局 研商「失智症用路安全保

障」第 2 次會議。(103.01.20)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請協助推廣並

轉知所屬會員踴躍連結本署「藥物食品安全

週報」網站，點閱參考相關安全資訊，請 查
照(103.01.20) 

◎ 台灣復健醫學會 召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無

須重新鑑定 b7 小組會議。(103.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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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有關台灣神經學學會申

請組織或團體憑證案，經查該會係由 鈞部許

可立案，函轉該會申請相關資料 1 份，請逕依

權責卓處，請  查照。(103.01.24) 

◎ 衛生福利部 為辦理藥害救濟業務，請就

valproic acid用於腦部(開顱)手術後預防癲癇發

作，是否符合當時醫學原理及用藥適當性，是

否為國內、外專科學會所建議之治療指引?是
否用要選擇?並請提供參考文獻及說明理由為

何，至紉公誼。(103.02.07)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有關本署委託貴會

辦理之「103 年臺灣庫賈氏病及人類傳播性海

綿樣腦症病例審查」案，請於召開病例審查會

議時，函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列席，

請 查照。 (103.02.07)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貴會擬申請組織與團體

正卡憑證申請書 1 份，請依說明補正辦理，復

請  查照。(103.02.07)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研商專科

醫師訓練計畫認定事宜會議。(103.02.10) 

◎ 衛生福利部 研商103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畫

認定基準實施相關事宜。(103.02.11)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有關本署辦理「103
年臺灣庫賈氏病及人類傳播性海綿樣腦症

病審查(案號：CB102049)」之決標結果，詳

如說明，請  查照。(103.02.11) 

◎ 台灣復健醫學會 召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無須

重新鑑定 b1 小組第二次會議。(103.02.11) 

◎ 台灣復健醫學會 召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無

須重新鑑定 B7 小組第二次會議。(103.02.11) 

◎ 交通部公路總局 檢送本局 103 年 1 月 22 日

召開研商「失智症用路安全保障」第 2 次會議

紀錄 1 份，請 查照。(103.02.13)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有關

Zaleplon、Zopidem 及 Zopiclone 成分之藥品給

付規定修訂乙案，惠請 貴學會提供相關評估建

議，請  查照惠復。(103.02.14)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惠請 貴單位就高雄榮

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內容所記載病患患有

「缺氧性腦病變」，此是否會導致病患有頭

暈、平衡感變差、昏迷、休克等現象說明，

請 查照。(103.02.14) 

◎ 衛生福利部 本部102年12月23日衛部醫字

第 1021682917K 號公告 103 年度神經科專科

醫師訓練醫院認訂合格名單、資格效期及訓練

容量一案，公告事項二及附件註二國立台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等 32 家醫院資格效期誤植

為自 100 年 7 月 1 日至 103 年 6 月 30 日止，

應更正為自 103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勘誤表如附，請惠予更正，請  查照。

(103.02.19)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為審議管制藥品

相關案件之需要，請惠予推薦貴學惠專家學者 1
至 2 名，俾便辦理本署「醫療使用管制藥品審

核會」委員之遴聘事宜，請  查照惠復。

(103.02.20) 

◎ 衛生福利部 檢送本部 103 年 2 月 13 日召

開「研商 103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

準實施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1 份，請 查照。

(103.02.21) 

◎ 內政部 有關「台灣神經學學會」擬申請組

織與團體憑證 1 案，轉請 貴會核辦，請 查
照。(103.02.24) 

◎ 台灣復健醫學會 有關「新制身心障礙鑑定」

相關執行事宜，復如說明，請  惠復。

(103.02.27)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檢送台灣神經學學會

庫賈氏病工作小組審查疑似庫賈氏病通報病例

之結果乙份，供貴單位列管，請  查照。

(103.03.10)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敬請 貴會

於 103 年 3 月底前提供有助提升醫療品質且

在基層執行所屬專科之「促進病人健康之醫

療服務內容」項目，詳如說明，請  查照惠

復。(103.03.10)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惠請 貴惠

協助提供全民健康保險已收載成分藥品各

類別臨床常用規格量，其收載明細表詳如附

件，請 查照惠復。(103.03.11) 

◎ 台灣癲癇醫學會 函覆 貴部健保醫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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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34299 號函有關「神經刺激術」及「神經

刺激術-參數調整」之 2 項診療項目乙案，請  查
照。(103.03.11)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103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委員會內科組 2
第一次會議。(103.03.13)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提升急性後期

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103 年第 1 次專家諮詢會

議。(103.03.13) 

◎ 衛生福利部 有關103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認定作

業，請依說明段辦理，請查照。(10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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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會 秘 書 處 與 各 學 組 公 告  
 

一、2014 年神經醫學聯合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4 年 4 月 11~13 日(五~日)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國際研究大樓 

    大會網站：http://www.neuro.org.tw/active_5th/ 

    請至網站參考年會相關資訊 

 

二、台灣神經學學會網站更新 

    台灣神經學學會網站已於 2 月底重新更新完成，請各位會員至網站登入您的會員 

     網站：http://www.neuro.org.tw/ 

     會員帳號：會員編號四碼(如 0001) 

     密碼：西元出生年月日八碼(此為預設，請自行修改) 

    

三、102 年度專科醫師甄審口試第二次通過名單 

    王韋翔、洪煒斌、許哲維、陳明華、陳萬叡、葉建治。(依姓氏筆劃排列) 

 

四、2014 年神經學會主辦住院醫師臨床技能提升課 
親愛的醫師 您好： 

很榮幸邀請您參加「神經學會主辦住院醫師臨床技能提升課程」。 

期盼能透過本次課程，提升年輕住院醫師對於「神經學理學檢查技巧」之臨床技能提升。 

竭誠歡迎您的參與並感謝您的支持！  敬祝 醫安 

時間：103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六) 14：30 ~16：35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療大樓 11F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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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活 動  

各區神經學月會輪值表 

（依神經科專科醫師甄審辦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函報台灣神經學學會認定之）。 

北區神經學雙月會 
＊預定雙月第一週的星期二下午 5：00 - 7：00，確定時間、地點請與主辦單位聯絡。 

年 / 月 主辦醫院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2014/06 
馬偕醫院 
亞東醫院 

周碩彬 
朱耀棠 

 (02) 2809-4661#2004 
 (02) 8966-7000#4653 

 (02) 2809-7916 
(02) 8966-5567 

2014/08 
新光醫院 
市立忠孝醫院 

葉建宏 
黃啟訓 

 (02)2833-2211 #2595 
 (02)2786-1288 #8882 

 (02)2834-4906 
 (02)2788-8492 

2014/10 
台北榮民總醫院 
耕莘醫院 

王署君 
王國慶 

 (02) 2875-7578 
 (02) 2219-3391#5224 

 (02) 2875-7579 
(02) 2219-1361 

2014/12 
林口長庚醫院 
市立和平醫院 

吳禹利 
蔡士智 

 (03) 328-1200#8340 
 (02) 2388-9595#8328 

 (03) 328-7226 
(02) 2388-9591 

2015/02 
市立仁愛醫院 
國泰綜合醫院 

甄瑞興 
陳仁澤 

 (02) 2709-3600#3711 
 (02) 2708-2121#3190 

 (02) 2704-6356 
(02) 2707-4949 

2015/04 
台大醫院 
台北慈濟醫院 

郭鐘金 
林信光 

 (02) 2312-3456 #62144 
 (02) 6628-9779#5702 

 (02) 2341-8395 
 (02) 6628-9009 

2015/06 
三軍總醫院 
振興醫院 

李俊泰 
賴達昌 

 (02) 8792-3311#16868 
 (02) 2826-4400#2325 

 (02) 8792-7174 
 (02) 2826-7454 

2015/08 
市立陽明醫院 
署立台北醫院 

詹金烈 
莊毓民 

 (02) 2838-9178 
 (02)2276-5566 

 (02) 2838-9178 
  

 

中區神經學雙月會 

103 年中區雙月會定於偶數月份舉辦，各醫院月會通知的發出由中國附設醫院神經部統籌。 
確定時間、地點請與主辦單位聯絡。04-2205-2121#5039 邱美惠小姐 

主辦醫院 負責人 月份 
台中榮民總醫院 
署立省豐原醫院 

張鳴宏
陸建民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彰化秀傳醫院 

辛裕隆
葉宗勳

6 

彰化基督教醫院 
竹山秀傳醫院 

陳大成
林瑞榮

8 

澄清醫院 
沙鹿童綜合醫院 

葉守正
楊自強

10 

光田醫院 
大里仁愛醫院 
台中慈濟 

孫明輝
廖嘉稜 
曾啟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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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地區 103 年神經學月會 
各醫院月會通知的發出由成大醫院統籌。 

表列月份及負責的醫院為預定，確定時間仍以當時通知為準。 
若有疑問可電洽 06-2766187 蘇小姐, 或 Fax 06-2374285 或     

e-mail:em75482@email.ncku.edu.tw 
主辦醫院 月份 備註 

Break(台灣神經學年會) 4  

郭綜合醫院 5  

柳營奇美醫院 6  

成大醫院 7  

 
南區（高屏地區）神經學月會 

   原則上為每月第三個星期六下午舉行；若主辦單位為區域或地區醫院時， 
   則另有指定之醫學中心協辦。時間、日期、主辦地點有變更時，將於兩週前另行通知。 

年 / 月 主辦醫院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2014/04 台灣神經學學會年會 

2014/05      

2014/ 06 高雄榮總 盧玉強 07-3468088 07-3468087 yklo@isca.vghks.gov.tw 

2014/ 07 義大醫院 許世斌 07-6150011#2979 07-6155352 
sphsu@ms4.hinet.net 
ed100639@edah.org.tw 

2014/ 08 小港醫院 林欣欣 07-8036783#3453 07-8030001 hhlin521@hotmail.com 

2014/ 09 高雄長庚 林祖功 07-731712#2283 07-7318676 tklin@adm.cgmh.org.tw 

2014 / 10 
阮綜合醫院 
高醫附設醫院 

洪國偉 
賴秋蓮 

07 -335-1121 
07-3121101#5851

07-335-4414 
07-316-2158 

dimondwave@gmail.com 
ckliu@kmu.edu.tw 

2014 / 11 
聖功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冼鴻曦 
盧玉強 

0931-926-213 
07-3468088 

07-223-4407 
07-346-8087 

gavinhsien@yahoo.com.tw 
yklo@isca.vghks.gov.tw 

2014 / 12 
屏東民眾醫院 
高雄長庚醫院 

張淑鳳 
林祖功 

08 -7325455 #109
07-7317123#2283

08-732-9242 
07-731-8676 

neurcsf@yahoo.com.tw 
tklin@adm.cg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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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會 活 動 剪 影  
 

19 屆第三次理監事會 19 屆第三次理監事會 

3/9 教師研習營-中山附設醫院 3/9 教師研習營-中山附設醫院 

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研討會 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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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癲癇醫學會腦波課程 台灣癲癇醫學會腦波課程 

2014 年住院醫師臨床技能提升課程(三總) 2014 年住院醫師臨床技能提升課程(三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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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活動 

【國內繼續教育活動】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地點 學分 聯絡電話 

2014/03/21 (五) 18:00~20:00 桃竹苗神經學雙月會 尊爵大飯店 2 經國敏盛醫院神經

科 
2014/03/22 (六) 14:00~17:40 2014 年台灣癲癇醫學會與大詩對談 台北喜來登飯店

瑞穗園 
3.33 台灣癲癇醫學會 

(02)2876-2890 玉梅

2014/03/22 (六) 14:30~18:15 2014 南部春季頭痛繼續教育 高雄榮民總醫院

第五會議室 
2.91 台灣頭痛學會 

(06)2810700 宣婷 
2014/03/22 (六) 07:30~09:00 老人衰弱症在臨床醫學與公共衛生的角色 埔里基督教醫院

八樓謝緯紀念堂 
1.5 埔里基督教醫院 

(049)2912151 #2731 
田小姐 

2014/03/22 (六) 14:30~16:45 2014 神經學會主辦住院醫師臨床技能提升

課程 
臺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第三醫療

大樓 11F 會議室 

1.66(需
報名) 

北醫附設醫院神經

科 
(02)2737-2181 
#8257 張小姐 

2014/03/22 (六) 08:45~16:50 台大雲林分院 10 周年慶急重症醫療照護：

組織重整追求更有效率之醫療服務 
台大醫院雲林分

院六樓學術講堂 
5.66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05)6330002 #8136 
劉小姐 

2014/03/23 (日) 08:00~12:00 2014 年台灣癲癇醫學會專題學術研討會第

二十屆第二次年會 
台北喜來登飯店

祿廳 
5.75 台灣癲癇醫學會 

(02)2876-2890 玉梅

2014/03/23 (日) 09:00~12:00 Zostavax 學術研討會 高雄君鴻國際酒

店 38 樓珍鑽廳 
2.33 默沙東 

(02)6631-6263  
Amy 小姐 

2014/03/24 (一) 18:00~19:40 疼痛讀書會 Pain Study Club in Tainan 台南香格里拉酒

店 
1.5 0919-633-262 林醫

師 
2014/03/27 (四) 08:00~17:30 第二屆亞洲疼痛醫學大會 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 
5 台灣疼痛醫學會 

(06)2353535 #5349 
孫小姐 

2014/03/28 (五) 18:00~19:50 台南地區神經學月會 台南遠東香格里

拉飯店 
1.8 新樓醫院神經科 

(06)2766187 蘇小

姐 
2014/03/28 (五) 18:30~20:40 靜脈血栓治療新紀元研討會 高雄君鴻酒店 42

樓琥珀廳 
1.66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02)2597-6177 #17 
黃小姐 

2014/03/28~30  
(五~日) 

08:30~17:00 
08:30~12:00 

第二屆亞洲疼痛醫學大會 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 
14 台灣疼痛醫學會

(06)2353535 #5349 
孫小姐 

2014/03/29 (六) 15:00~18:35 Southern Taiwan Movement Disorder Club 
Spring Symposium 

85 大樓皇廳 77 樓

乾清廳 
3.08 高雄長庚神經科 

(07)7317123 #3399 
陳小姐 

2014/03/29 (六) 15:30~18:50 東區神經學討論會 武暖無菜單創意

料理 
2.66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2014/03/29 (六) 14:00~16:30 靜脈血栓治療新紀元研討會 台北花園酒店 2F
國際廳 

1.66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02)2597-6177 #17 
黃小姐 

2014/03/29 (六) 07:30~09:00 病歷寫作與診斷書寫原則及案例討論-法律

觀點 
埔里基督教醫院

八樓謝緯紀念堂 
1.5 埔里基督教醫院

(049)2912151 #2731 
田小姐 

2014/03/29~30 
(六~日) 

15:30~18:30 
08:30~11:30 

Lilly Neuroscience Symposium 陽明山天籟會館 5 0978-087978 
Sandra Chiu 

2014/03/29~30 
(六~日) 

13:00~17:20 
08:30~17:15 

2014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研究研討會 台北醫學大學綜

合大樓 16 樓國際

10.25 小兒神經醫學會 
(02)2314-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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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廳 孫小姐 
2014/03/29~30 
(六~日) 

13:30~17:30 
08:00~17:00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 103 年度會員大會暨第十

二屆學術研討會 
輔仁大學國璽樓

一樓國際會議廳 
9.33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

(02)2833-2211 
#2931 劉小姐 

2014/03/30 (日) 16:00~18:30 睡眠研討會-Rozerm Scientific 台北君悅飯店 3
樓凱悅二區 

1.83 睡眠醫學學會

(02)2833-2211 
#2931 劉小姐 

2014/03/30 (日) 09:00~12:00 Zostavax Launch Symposium 台中裕園花園酒

店 B1 國際演講廳 
2.33 台灣神經學學會/台

灣皮膚科醫學會 
(02)6631-6263 Amy
小姐 

2014/04/02 (三) 12:30~13:30 TcpCO2 clinical application 義大醫院 C 棟 3
樓會議室 

1 義大醫院神經科

(07)6150011 #2979 
陳小姐 

2014/04/11 (五) 08:45~17:40 The 5th East Asia Neurology Forum (EANF) 高雄醫學大學國

際研究大樓 B2 會

議室 

5.66 台灣神經學學會

(02)2362-7626  
詹小姐.甯小姐 

2014/04/12 (六) 09:00~14:50 2014 年度春季研討會 台北寒舍艾美酒

店 
4.16 人類遺傳學會 

(02)2782-3770 #112 
黃小姐 

2014/04/12~13 
(六~日) 

08:30~17:00 The 19th Taiwan Neurological Society 
Congress (TNSC) 

高雄醫學大學國

際研究大樓 
28 台灣神經學學會

(02)2362-7626 
甯小姐.詹小姐 

2014/05/17 (六) 09:30~17:00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會前會暨繼續教育課

程 
台北醫學大學綜

合大樓前棟 4 樓

誠樸廳 

5.5 小兒神經醫學會 
(02)2314-6497  
孫小姐 

2014/05/18 (日) 08:30~17:30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第七屆第一次年會暨

第十八屆學術演講會 
台北醫學大學綜

合大樓前棟 4 樓

誠樸廳 

3.83 小兒神經醫學會 
(02)2314-6497  
孫小姐 

2014/06/14~15 
(六~日) 

09:00~17:00 一般科超音波講習課程(基礎班) 台大醫學院基礎

醫學大樓 502 講

堂 

11.58 醫用超音波學會 
(02)2381-6933 
#12#13  
陳小姐 張小姐 

更即時的學術活動可至學會網站查詢 http://www.neuro.org.tw/active/learning.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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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訓練中心師資及住院醫師 
編號 醫  院 專 科 醫 師 R5 R4 R3 R2 R1 

1 基隆長庚醫院 
彭宗義、簡浴沂、吳嘉倫、李光永、黃雯怡

翁偉捷、蘇豐傑、何偉民、黃俞華 
 魏怡嘉 林舜文  余依靜 

2 台大醫院 

郭鐘金、吳瑞美、謝松蒼、邱銘章、鄭建興

楊智超、劉宏輝、陳達夫、蘇真真、李銘仁

戴春暉、趙啟超、林靜嫻、湯頌君、蔡力凱

潘明楷、吳孟真 

 朱海瑞

許博荏

劉翁銘

李君右

賴星融

徐康程 
 

程郁文、范恬心

柯嘉怡 
 

蔡欣熹 
郭明哲 
鄭少穎 
薛學文 

3 馬偕醫院 
周碩彬、薛一鴻、傅維仁、鄭世榮、林雅如

陳儀敏、陳培豪、周兆亮、陳律安、朱政一

黃英庭 

李卓育

崔百青

 郭書帆 
黃勇評 

謝皓揚、黃宇農 林慧琦 
陳宥儒 

4 國泰醫院 
陳仁澤、江翠如、李善敬、李美靜、廖品雯

黃柏豪 
     

5 
台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 
袁瑞昱、許昭俊、陳紀勳、何俊森、游家銘

洪啟宗、高克培、林鼎鈞 
張峻誠

梁敬業
陳怡錚  魏群人 蔡睿蘋 

6 新光醫院 
葉建宏、汪漢澄、邱浩彰、陳威宏、連立明

許維志、劉子洋、葉旭霖、張安娜 
宋兆家

 
陳桂銓

 
許家綸

廖岐禮 
許雅純、黃彥瑜

 
張哲誠 
陳弈成 

7 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署君、胡漢華、翁文章、蔡清標、姚俊興

單定一、廖光淦、林恭平、陳昌明、關尚勇

顏得楨、宋秉文、林永煬、傅中玲、王培寧

許立奇、尤香玉、陳 倩、李怡慧、鍾芷萍

陳韋達、陳世彬、李宜中、王嚴鋒、劉祐岑

陳培愷

周建成

陳廷斌

林紀穎

莊明憲

杜怡萱

李宜蓉

陳允中

吳致緯

趙化全

周政達

蕭丞宗 

姚舒之、鄭琍文

徐瑞彣 
 

林思穎 
林  煒 
陳盈豪 
錢  駿 
 

8 三軍總醫院 
李俊泰、彭家勛、林健群、許燿東、徐昌鴻

林俊杰、顏哲宏、陳俊安、宋岳峰、周中興

楊富吉 

陳明華

蔡佳霖

曾為世

顏尚易

林冠宇 丁吉新 林鈺凱 
何宗翰 

9 仁愛醫院 甄瑞興、林峰正、林怡君、王毓楨、陳珮昀     李育峻 

10 忠孝醫院 黃啟訓、楊慎絢、黃威詔、洪嘉蔚      

11 萬芳醫院 
陳晉誼、宋家瑩、翁興裕、韓宇軒、鄧浩文

李靜娥、黃志善、趙書屏 
陳兆煒

 
 林奕辰

王  寧 
陳泓儒 王建程 

12 振興醫院 
賴達昌、王崇仁、尹居浩、鄧鐘泉、陳麗美

王凱震 
   莊怡容  

13 署立雙和醫院 
胡朝榮、鄔定宇、紀乃方、陳致中、陳柏志

鍾禎智、官怡君、黃祐賢、陳 龍 

 黃立楷 李薰華 柯子翔 邱瑋婷 

14 亞東醫院 
朱耀棠、郭蔭庭、李少白、邱奕華、賴資賢

黃俐文、鄭又禎、唐志威、黃彥翔、柯孋衿

    王致翔 

15 耕莘醫院 
王國慶、葉炳強、王文奇、陳昭境、陳紹原

陳志豪、劉議謙、趙子豪、蔡忠芬(進修) 
   林宜德  

16 台北慈濟醫院 
林信光、蕭振倫、楊馥伊、蔣漢琳、蘇裕欽

劉智仰、傅斯誠、劉虹余 
    陳佩雅 

17 恩主公醫院 
孫  瑜、陳榮基、呂建榮、林正懷、劉長秀

黃杰誠、陳凱峰 
  楊博丞 范齡勻 李蘭忻 

18 林口長庚醫院 

吳禹利、劉祥仁、陳献宗、黃錦章、陸清松

宋崇元、陳柔賢、朱俊哲、張寓智、翁意欣

葉篤學、黃英儒、陳瓊珠、郭弘周、謝向堯

賴思佳、李宗海、施茂雄、羅榮昇、呂榮國

陳瓊美、張宏旭、吳逸如、徐文俊、馮漢中

莊雯莉、洪 濬、陳怡君、張健宏、張庭瑜

吳岱錚、黃國倫、鄭美雲、林衛邑、章寶倫

張國軒、林秀娜、劉濟弘、李志鴻、廖洺鋒

黃啟瑞、曾偉恩、江宜蓁、林邵臻、徐榮隆

進修中：吳秀娟 
 
 

曹維珈

郭曄嶸

 

翁儀靜

江星逸

謝宗達

鄭之光

李翰道

簡士超 
馮博裕 

林傳敏、林宜穎 吳佩翰 
張君瑋 
卓彥廷 
林姿吟 
林添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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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醫  院 專 科 醫 師 R5 R4 R3 R2 R1 

19 
台大醫院新竹分

院 
葉伯壽、郭璨銘、蔡佩君、周秉箴、李怡蓁

邱奕賓、陳凱翔、蔡坤璋、鄭文立 
  王威仁 

蔡宛真 
  

20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辛裕隆、蔡世傑、陳秋媚、呂聰明、周希諴

孔勝琳、李梅如、陳安芝 
楊聖功 范英琦 陳嘉偉  謝承穎 

21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蔡崇豪、許重義、李正淳、劉崇祥、黃偉師

徐偉成、楊玉婉、曾鈞宏、林剛旭、呂明桂

許怡婷、陳睿正、黃匯淳、蔡銘駿、郭育呈

楊程智

葉建治

 

呂潔旼

唐奇峯

王馨霈 
 

陳建志、陳惠萱

楊依倩 
 
 

敖  瑀 
王韋竣 
黃虹瑜 
 

22 台中榮總 
張鳴宏、劉祿翰、謝福源、黃金安、廖翊筑

李威儒、李毓珊、陳柏霖、周啟庠 
張嘉為

郭怡真

廖昱勛

林念穎

董  欣
吳俞萱

林鑫夆

田怡婷 

 
 

吳毓婷 
白晏瑋 

23 澄清醫院 
葉守正、吳伶俐、謝良博、江東樺、陳巍耀

李詠慧、邱映倫、陳怡文 
     

24 光田綜合醫院 
孫明輝、尤世杰、柯麗櫻、楊鈞百、林毓慧

黃楷茹 
 吳鈺慈 許麗華   

25 童綜合醫院 
楊自強、童偉輝、許弘毅、王馨範、陳崇文

連啟勛、陳淑儀 
     

26 台中慈濟醫院 
曾啟育、陳盈助、黃慶峰、張滋圃、郭啟中

凃敏謙、楊智勝、林書漢 
   黃敬棠  

27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大成、劉青山、羅敏智、王文甫、賴建旭

張振書、孫穆乾、陳彥宇、莊介森、巫錫霖

吳鴻明、蔡定倫、邱駿清、何乘彰、林志明

林君襄

李佳龍

 

林圻域

陳致霖

陳俊仰

施佑菘

林健輝 
梁均瑜、郭沛任

 
 

李建興 
李佳儒 
廖科儒 

28 嘉義基督教醫院 
宋昇峰、翁埈德、吳啟順、許永居、蘇裕翔

洪菱謙、李建欣 
     

29 慈濟大林分院 
曹汶龍、許明欽、馮清世、梁啟源、黃詠嵩

傅進華、劉瑞貞、王建瑋 
    嚴介聰 

30 嘉義長庚醫院 
李建德、黃英誌、李 孟、吳致螢、林雅慧

許環麟、黃彥筑、楊欣達、潘奕廷、林鼎鈞

林君賢

郭芷毓

 邱劭文 
 

謝東頤 林孟盺 

31 成大醫院 
林志勝、白明奇、賴明亮、蔡景仁、蔡子同

黃文柱、陳志弘、林宙晴、黃欽威、黃涵薇

宋碧姍 

洪煒斌

蔡志宏

蔡青芳

 林楙勛

簡崇曜

林典佑 

蕭元淳、謝孟倉

 
 

蔡羿德 
林煥然 

32 奇美醫院 
張嘉祐、柯德鑫、葉珀秀、林慧娟、鄭天浚

林高章、周志和、楊浚銘、沈秀祝 
黃建程  陳南丞 林冠宏  

33 高醫附設醫院 

劉景寬、賴秋蓮、戴志達、林瑞泰、徐崇堯

趙雅琴、楊淵韓、盧相如、陳俊鴻、陳建甫

張揚沛、林峯正、陳建甫、謝正芳、吳孟霓

陳柏年、林勳章、黃玲鈞 

鄞秀靜 林奇模

周品吟

蔡嘉展

 

林子超 
 

蔡猷正、李涵蓉

 
蔡君儀 
陳俞名 

34 高雄小港醫院 
林欣欣、黃柏潁、劉立民、李建勳、謝升文

周秉松、王貞婷 
    許毓昀 

35 高雄榮民總醫院 
盧玉強、李介元、林育德、何英豪、施景森

林清煌、顏正昌、梁志光 
 高望榮 鄭柏中 洪嘉苑  

36 高雄長庚醫院 

陳順勝、林祖功、劉家壽、劉嘉為、張文能

賴向榮、盧成憲、陳偉熹、張谷州、張永義

陳尚德、黃致任、莊曜聰、陳廷耀、藍旻瑜

張瓊之、曾昱龍、黃至誠、林宏昇、蘇承珊

陳淑芳、黃啟維、蔡乃文、傅睦惠、陳乃菁

陳盈發、林致祥、蔡孟翰、張雅 

許哲維

盧彥廷

林義濱

謝東頤 
 

李蓉蓉 
連家儀 
 

賴韻如 
吳鵑伶 
朱韻帆 

37 義大醫院 
許世斌、張振聲、郭弘昌、崔煥文、鄒榮吉

洪志憲、王彥棠 
戴逸承   陳彥文  

38 羅東博愛醫院 
鄧樂明、曾弘斌、劉競雄、林俊良、林鴻志

馮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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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醫  院 專 科 醫 師 R5 R4 R3 R2 R1 

39 花蓮慈濟醫院 
林聖皇、劉安邦、林冠宏、羅彥宇、劉翠蘭

高琦涵 
     

40 彰基雲林分院 蘇晉民、陳俊榮、葉世彬、張凱茗     高志堅 

41 
秀傳紀念醫院 
 

葉宗勳、潘昭雄、紀心怡、詹博棋、徐敏獻

張偉倫、吳亞縈 
     

42 聖馬爾定醫院 陳建中、王柯懿、葉柏延、蔡育泰      

43 阮綜合醫院 
洪國瑋、鄭先安、黃維邦、陳巧霓、張毓倩

陳志祥 
     

＊ 以上資料更新至 2014 年 03 月，各中心若有人事異動請務必向祕書處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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