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復健醫學會 112年度會員大會暨聯合學術研討會節目表 
 

時間：民國 112年 3月 4日（星期六）上午 08：20至 3月 5日（星期日）下午 16：20 

地點：台灣中油公司國光廳、501、507、513會議室 

合辦單位：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科技學會、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台灣肌痛學會、台灣肌肉骨骼神經超音波醫學會、台灣運動醫學醫學會 

【神經疾病之整合性復健】 時間：3/4 (六) 08:20-17:30 地點：國光廳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08:20-08:25 致歡迎詞 李紹誠 理事長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的治療新展望 

08:25-08:30 致歡迎詞 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 吳欣治 理事長 

08:30-09:00 
神經調節技術於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的應用 

Neuromodulation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鄭雅薇 特聘教授 
吳欣治 理事長 

09:00-09:30 
小鼠模型導向精準營養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nd Precision Nutrition in Mouse Models 

中央研究院 

分子生物研究所 

薛一蘋 特聘研究員 

09:30-10:00 
益生菌治療 

Gut Microbiota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國立成功大學 

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吳偉立 教授 
楊翠芬 醫師 

10:00-10:15 討論 所有講者  

10:15-10:40 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年會及會員大會 

10:40-11:00 茶敘、壁報論文展示 

11:00-11:30 中風偏癱後之心肺復健 黃書群 主任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陳嘉炘 教授 

11:30-12:00 心肺復健與 AI 及穿戴裝置之應用 蔣尚霖 主任 高崇蘭 教授 

12:00-13:20 五樓餐廳：Luncheon symposium 

13:20-14:10 肌少症吞嚥障礙、呼吸肌少症和復健營養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okyo Women's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Prof. Hidetaka 

Wakabayashi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 

醫學學會 

王亭貴 理事長 

14:10-14:40 
非侵入式吞嚥與呼吸協調功能檢測： 

過去、現在與未來 

林口長庚醫院復健科 

王錦滿教授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 

醫學學會 

鄧復旦 教授 

14:40-15:00 茶敘、壁報論文展示 

Master's Forum 大師講壇 

15:00-15:50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How to be a successful Physiatrist 
Dr. David X. Cifu 呂綸 教授 

15:50-16:40 經驗與觀點：如何做一個成功的復健科醫師 
台大醫院復健部 

賴金鑫 教授 
陳適卿 教授 

16:40-16:50 總結與評述 王亭貴 教授 

16:50-17:00 總結與評述 黃美涓 教授 

17:00-17:30 復健論壇 李紹誠 理事長 

18:00- 晚宴(彭園餐廳)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2023年年會會員大會暨聯合學術研討會】 時間：3/4 (六) 08:00-17:00地點：513室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08:00-08:20 【上 午 場：工 作 坊】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學員報到(台灣中油公司 513會議室外) 

08:20-08:55 重症患者擺位及早期活動介入 

鐘靖惠/黃秀品/荊裕偉/蔡宜珊 

物理治療師 

林侑萱 職能治療師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周偉倪 理事長 

08:55-09:30 呼吸技巧與呼吸肌訓練臨床應用實務 

陳柏宇/蔡宜珊/鐘靖惠 物理治

療師 

林侑萱 職能治療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復健醫學部 

張幸初 部長 

09:30-10:05 呼吸核心肌群訓練應用於及重症患者 
黃秀品/荊裕偉/陳柏宇/鐘靖惠/

蔡宜珊 物理治療師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學術委員會主委 

林克隆 

10:05-10:40 
心肺運動測試後的運動處方與居家生活

改造 

林侑萱 職能治療師 

蔡宜珊/荊裕偉/黃秀品/陳柏宇 

物理治療師 

童綜合醫院 

復健醫學部 

李敏輝 部長 

10:40-11:00 Q&A(513室) 及 茶敘(一樓) 

12:30-13:25 【下 午 場：綜 合 性 學 術 活 動 】 

13:10-13:30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學員報到（台灣中油公司 513室外） 

13:30-13:40 周偉倪理事長 致詞 

13:40-14:10 
心臟急重症加護的最新進展－與復健科

醫師的對談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陳世明 主任 

奇美醫學中心 

陳欽明 教授 

14:10-14:40 急性心肌梗塞全期復健實務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學術委員會主委 林克隆 教授 

台中慈濟醫院 

蔡森蔚 教授 

14:40-15:10 茶敘(一樓) 

15:10-15:40 AMI台灣版心肺復健指引 
康澤復健體系總院長 

陳冠誠 醫師 

亞洲大學復健部 

周立偉 教授 

15:40-16:10 AMI復健社區實務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林卓逸 醫師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陳信水 主任 

16:10-16:30 綜合討論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周偉倪 理事長 

16:30-17:00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會員大會 心肺復健秘書處 

11:00-12:00 兩場特別演講在國光廳舉行 

08:00-11:00『工作坊課程需報名』詳情請見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官網 

 

【台灣肌痛學會工作坊】 時間：3/4 (六) 09:00-12:00 地點：507室 

【在臨床實踐中，透過關鍵營養及運動介入於老化過程中提升肌肉量】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08:40-09:00 報到 

09:00-10:00 
Session I: 探討中老年肌少影響因子及整體健康之
影響 

康澤復健體系總院長 

陳冠誠 醫師 

台灣肌痛學會 

周立偉 理事長 

10:00-11:00 
Session II: 肌少之臨床篩檢評估及提升肌肉功能之
關鍵策略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 

韓德生 教授 

台灣肌痛學會 

官大紳  

副理事長 11:00-12:00 Case Study:「肌少肥胖症」臨床個案討論 

註：台灣復健醫學會會員免費（須完成報名，等主辦單位確認後，方可參加）（參加人數：40人）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第 1屆第 4次會員大會】     時間：3/4 (六) 11:00-12:00地點：513室 

時間 活   動 

11:00-12:00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第 1屆第 4次會員大會 

【專題演講】 時間：3/5 (日) 08:50-16:20 地點：國光廳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08:50-09:00 致歡迎詞 李紹誠理事長 

09:00-09:30 神經疾病相關復健醫學新進展 David X. Cifu 
台大醫院復健部 

陳文翔 教授 

09:30-10:00 復健科醫師在治療腦傷與其共症之重要角色 呂綸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復健部 

蔡文鐘 教授 

10:00-10:40 

長官致詞勉勵及頒獎 

 

台灣復健醫學會「卓越研究獎」 

連倚南教授復健醫學教育基金會優秀論文獎 

衛生福利部 

薛瑞元部長 

健保署 

石崇良署長 

李紹誠 理事長 

 

王亭貴 董事長 

10:40-11:00 茶敘、壁報論文展示 

11:00-11:20 

連教授基金會優秀論文獎-新進主治醫師演講 

Effect of Perineural Injection with Different 

Dextrose Volumes on Nerve Size, Elasticity and 

Mobility in Hands with Carpal Tunnel Syndrome 

林孟廷 王亭貴 董事長 

11:20-12:00 台灣復健醫學會會員大會暨口頭及壁報學術論文頒獎 李紹誠 理事長 

12:00-13:30 五樓餐廳：Luncheon symposium 

復健工程與輔助科技在神經疾病之應用 （TREATS/ P&O/ TSNR合辦） 

13:30-13:55 以復健機器人為核心多元介入的神經復健 
羅東博愛醫院副院長

鄧復旦 教授 台灣復健工程暨輔具 

科技學會 

魏大森 理事長 13:55-14:20 科技輔具運用於腦中風治療 

長庚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吳菁宜 教授 

14:20-14:45 人工智慧技術於聽覺輔具之開發及應用 

陽明交通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賴穎暉 教授 

台灣神經復健醫學會 

陳適卿 理事長 

14:45-15:10 腦機介面在復健領域之應用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復健部   

陳嘉炘 教授 

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 

研究學會 

陳智光 理事長 

15:10-15:40 茶敘、壁報論文展示 

15:40-16:00 第四屆卓越研究論文演講-臨床研究獎演講 
李紹誠 理事長 

16:00-16:20 第四屆卓越研究論文演講-基礎研究獎演講 

16:20 賦歸 

 

 



 

 

【口頭論文報告】            時間：3/4 (六) 13:20-17:20       地點：501、507室 

時間 講題 類別 地點 座長 

13:20-15:10 Oral 1 英文：神經復健、兒童復健 501室 康峻宏、陳柏旭、高崇蘭 

13:20-14:50 Oral 2 中文：兒童復健、神經復健 507室 林裕晴、蔡素如、曾頌惠 

15:20-17:20 Oral 3 
英文：心肺復健、骨關節、 

超音波、病例、其他 
501室 裴育晟、蔡泊意、孟乃欣 

15:00-16:40 Oral 4 中文：心肺復健 507室 陳思遠、周正亮、程遠揚 

每位報告 8分鐘，問答 2分鐘。 

【口頭論文報告】 時間：3/5 (日) 08:30-10:00    地點：501、507室 

時間 講題 類別 地點 座長 

08:30-10:00 Oral 5 中文：新科技、資料庫、其他 501室 王鈺霖、陳思甫、潘信良 

08:30-10:00 Oral 6 中文：骨關節、超音波 507室 官大紳、許智欽、李佳玲 

每位報告 8分鐘，問答 2分鐘。 

【高爾夫身體檢測、疲勞監測、運動強化工作坊】  

【台灣運動醫學醫學會 TASM合辦】           時間： 3/5 (日) 13:10-16:00     地點：513室 

時間 講題 講者 座長 

13:10-13:30 報到 

13:30-14:00 高爾夫球常見運動傷害 
聯新國際診所 院長 

林頌凱 醫師 

周適偉 醫師 14:00-15:00 針對高爾夫失能姿態的邏輯檢測與矯正運動 
康富物理治療所 院長 

蔡忠憲 物理治療師 

15:00-16:00 針對高爾夫運動表現的監測與體能強化 
Golf Gym Taiwan 創辦人 

呂美賢 教練 

註：台灣復健醫學會會員免費（須完成報名，等主辦單位確認後，方可參加）（參加人數：4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