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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復健醫學會 111 年度會員大會暨聯合學術研討會節目表 
 

時間：民國 111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09：00 

至 111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下午 16：00 

地點：台灣中油公司國光廳、501、507、513 會議室 

合辦單位：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台灣運動醫學學會、台灣肌肉骨骼神經超音波醫

學會、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台灣兒童復

健醫學會、台灣肌痛學會 

活動時間表  

【新冠肺炎後疫情時代之復健】 時間：3/12 (六) 09:00-18:00 地點：國光廳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09:00-09:10 致歡迎詞 李紹誠理事長 

09:10-09:40 COVID-19 疫情與防治簡介 
台大醫院 

王振泰教授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周偉倪理事長 

09:40-10:10 為何 COVID-19 需要 PAC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周偉倪理事長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國

際事務處 

陳思遠處長 10:10-10:40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復健治療指引 
台中榮民總醫院 

程遠揚主任 

10:40-11:00 茶敘、壁報論文展示 

11:00-11:20 
COVID-19 整合式服務的復健科角色 

台大復健部經驗分享 

台大醫院 

莊泓叡醫師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學

術委員會 

林克隆主任委員 

11:20-11:40 
COVID-19 整合式服務的復健科角色 

北榮復健部經驗分享 

台北榮民總醫院 

周正亮醫師 

11:40-12:00 
COVID-19 整合式服務的復健科角色 

北醫附醫復健部經驗分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林昀毅醫師 

12:00-13:20 五樓餐廳：Luncheon symposium 

13:20-14:15 
後疫情時代的隊醫、運動員及防護師 

經驗分享 

台灣運動醫學學會 

林杏青副秘書長 

台北榮民總醫院 

楊怡強醫師 

羽毛球運動員 

王子維選手 

足球運動員 

王湘惠選手 

女子足球防護師 

鍾聖惠老師 

台灣運動醫學學會 

林瀛洲理事長 

14:15-14:40 復健科專科醫師「斜槓」帕拉運動分級師 
台大醫院 

謝正宜醫師 

14:40-15:00 茶敘、壁報論文展示 

15:00-16:00 
Application of ultrasound in detecting 

pharyngeal residue and aspiration 

東京大學 

Prof. Yuka Miura 
台灣肌肉骨骼神經超音

波醫學會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

學會 

王亭貴理事長 

16:00-16:30 
Ultrasound evaluation of hyolaryngeal 

movement 

台大醫院 

蕭名彥醫師 

16:30-17:00 
Dynamic ultrasound exam of swallowing 

function – techniques and clinical pearls 

超越復健診所 

王薏茜醫師 

17:00-18:00 復健論壇 李紹誠 理事長 

18:00- 晚宴(彭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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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痠痛研究工作坊】 時間：3/12 (六) 13:20-17:20    地點：513 室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13:20-13:30 歡迎詞 

李紹誠理事長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陳志成副所長 

13:30-13:50 痠覺神經生物學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陳志成副所長 
李紹誠理事長 

13:50-14:10 痠覺語言學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蘇以文教授 

台大醫院 

王亭貴副院長 

14:10-14:30 痠痛復健的分子生物學機轉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 

韓德生主任 

台大醫院 

陳文翔主任 

14:30-14:50 
腰痠？腰痛？硬膜外粘連解離術後的症狀

變化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疼痛中心 

溫永銳主任 

台大醫院麻醉部 

孫維仁教授 

14:50-15:10 
臺北醫學大學脊椎痠痛資料庫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Spine Sng Pain Registry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林建和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蔣永孝研究副院長 

15:10-15:30 綜合討論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陳志成副所長 

15:30-15:40 茶敘 

15:40-16:00 Prolotherapy in the Management of Sng. 
台灣增生療法醫學會 

王偉全理事長 

台北榮民總醫院 

周正亮主任 

16:00-16:20 
Ultrasound Guided Intervention for Sng and 

Pain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 

張凱閔醫師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蔡文鐘副院長 

16:20-16:40 要痠才有效？從針灸及乾針談起 
台灣肌痛學會 

周立偉理事長 

台灣肌痛學會創會暨 

榮譽理事長 

洪章仁教授 

16:40-17:00 神經發炎：纖維肌痛症治療的可能標的 
臺北醫學大學醫工學院院長 

康峻宏院長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 

陳適卿理事長 

17:00-17:20 綜合討論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 

蘇以文教授 

註：本工作坊需事先報名。 

【口頭論文報告】 時間：3/12 (六) 13:20-16:50    地點：501、507 室 

時間 講題 類別 地點 座長 

13:20-14:50 Oral 1 英文 501 室 孟乃欣、陳良城、裴育晟 

13:20-14:40 Oral 2 小兒，神經復健 507 室 陳嘉玲、吳欣治、林裕晴 

15:10-16:50 Oral 3 英文 501 室 高崇蘭、陳柏旭、陳嘉炘 

15:10-16:40 Oral 4 心肺，老人，其他 507 室 陳思遠、林克隆、李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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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復健，神經復健專題演講】 時間：3/13 (日) 08:25-17:00 地點：國光廳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08:25-08:30 歡迎詞 
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 

吳欣治理事長 

08:30-09:05 語言發展的大腦奧秘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所 

周泰立主任 

台大醫院復健部 

盧璐醫師 
09:05-09:40 兒童語言障礙與音韻處理缺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劉惠美教授 

09:40-10:15 
從執行功能談學前兒童居家語言 / 閱讀

活動建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 

羊蕙君助理教授 

10:15-10:40 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年會暨會員大會 

10:40-11:00 茶敘、壁報論文展示 

11:00-11:30 
台灣復健醫學會會員大會 

學術論文頒獎及卓越研究獎頒獎 
李紹誠理事長 

11:30-11:40 優秀論文獎頒獎典禮 連倚南教授 

11:40-11:55 

卓越研究獎得獎論文-基礎研究特別演講

Use of Platelet-Rich Plasma Plus Suramin, an 

Antifibrotic Agent, to Improve Muscle Healing 

After InjuriesUse of Platelet-Rich Plasma Plus 

Suramin, an Antifibrotic Agent, to Improve 

Muscle Healing After Injuries  

蔡文鐘醫師 

台大醫院復健部 

潘信良醫師 

11:55-12:10 

卓越研究獎得獎論文-臨床研究特別演講 

An amygdala-centered hyper-connectivity 
signature of threatening face processing predicts 
anxiety in youths with autism spectrum conditions 

鄭雅薇醫師 

12:10-12:25 

連教授基金會優秀論文獎特別演講-  

Volume Matters in Ultrasound-Guided Perineural 
Dextrose Injection for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ed, Three-Arm Trial 

林孟廷醫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劉燦宏醫療副院長 

12:25-12:40 

連教授基金會優秀論文獎特別演講- 

Predicting the surgical reparability of 
large-to-massive rotator cuff tears by B-mode 
ultrasonography: a cross-sectional study 

陳柏成醫師 

12:40-13:30 五樓餐廳：Luncheon symposium 

13:30-13:40 神經復健發展－學術與教育觀點 
台北榮民總醫院 

蔡泊意主任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適卿教授 

13:40-14:10 
腦波人機介面為基礎之復健系統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based rehabilitation 
system 

中央大學電機系 

李柏磊教授 

臺大醫院復健部 

陳文翔主任 

14:10-14:40 Precision medicine of Parkinson's disease 
台北榮總神經內科 

劉祐岑副教授 

高雄榮民總院 

張幸初主任 

14:40-15:10 神經復健於上肢運動治療的新發展 
雙和醫院復健醫學部 

陳弘洲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豐原分院復健科 

周立偉主任 

15:10-15:25 茶敘、壁報論文展示 

15:25-16:05 小腦萎縮症的復健與善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畢柳鶯教授 
李紹誠理事長 

16:05-17:00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年會暨會員大會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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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毒桿菌注射工作坊】 時間：3/13 (日) 08:30-11:00 地點：513 室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08:00-08:30 報到 

08:30-08:35 Opening Remarks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 

陳適卿理事長 

08:35-08:50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for spasticity 

羅東博愛醫院 

鄧復旦副院長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 

陳適卿理事長 

08:50-09:10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for cerebral palsy 

(including drooling) 

肉毒桿菌素處理腦性麻痺(含唾液分泌過多) 

成大附醫復健部 

林裕晴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 

官大紳副教授 

09:10-09:30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for poststroke 

complication (including dysphagia) 

肉毒桿菌素處理中風後併發症(含吞嚥障礙)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復健部 

康峻宏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曾頌惠教學副院長 

09:30-10:10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for poststroke upper 

limb spasticity (live demonstration) 

中風後上肢痙攣之肉毒桿菌素注射 

(現場演示) 

台大北護復健部 

吳威廷醫師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 

學術委員會 

蔡泊意主任委員 

10:10-10:45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for poststroke lower 

limb spasticity (live demonstration) 

中風後下肢痙攣之肉毒桿菌素注射 

(現場演示)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興分院 

林傳朝院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復健醫學部 

魏大森教授 

10:45-11:00 Discussion &closing remarks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蔡文鐘副院長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教育委員會 

周立偉主任委員 

註：本工作坊需事先報名，報名網址：https://rb.gy/t1wifu 

【口頭論文報告】 時間：3/13 (日) 08:30-10:30    地點：501、507 室 

時間 講題 類別 地點 座長 

08:30-10:20 Oral 5 基礎研究、新科技、其他 501 室 孫淑芬、梁蕙雯、李思慧 

08:30-10:30 Oral 6 骨骼肌肉、超音波、系統回顧 507 室 姜義彬、陳智光、韓德生 

 

https://rb.gy/t1wif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