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106年繼續教育課程 報名簡章
一、時間：106年 6月 25日(星期日) 09：00 ~ 16：00
二、地點：臺灣大學醫學院 103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三、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四、合辦單位：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

五、學分：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8學分、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A類 2學分 & B類 1學分、

台灣精神醫學會：4學分、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乙類4學分、台灣神經學學會：4.66 學分

六、課 程 表：

時 間 講 題 主講者 主持人 /評論者

09:00-09:25 報 到

09:25-09:30 開 場
黃宗正 理事長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09:30 -10:05
文獻導讀 1: Scheltens P, et al. Alzheimer's disease. Lancet.
2016;388:505-17.

張丰 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陳坤波 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10:05-10:40
文獻導讀 2: Ahmed RM, et al. Biomarkers in dementia: clinical
utility and new directions.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14 ;85:1426-34.

林偉豪 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

藍祚鴻 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

10:40-10:55 Break

10:55-11:30

文獻導讀 3: Reus VI, et al.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ractice Guideline on the Use of Antipsychotics to
Treat Agitation or Psychosis in Patients With Dementia. Am J
Psychiatry. 2016;173:543-6.

蔡佑俞 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謝明鴻 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11:30-12:10 個案報告：失智症合併幻覺與憂鬱症狀
陳苡芃 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

楊詠仁/陳達夫 醫師

草屯療養院/台大神經部

12:10-13:10 午 餐 休 息

13:10-13:45
文獻導讀 4: Knöchel C, et al. Treatment-resistant Late-life
Depression: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Curr Neuropharmacol.
2015;13 :577-91.

黃智婉 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李淑花 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3:45-14:20
文獻導讀 5: Schulz R, et al. End-of-life care and the effects of
bereavement on family caregivers of persons with dementia.
NEJM. 2003;349:1936-42.

林博彥 醫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陳正生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14:20-14:35 Break

14:35-15:10
文獻導讀 6: Morimoto SS, et 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late life. Ann N Y Acad
Sci. 2015 ;1345:36-46.

高廉程 醫師

三軍總醫院

曾念生 醫師

三軍總醫院

15:10-15:50 個案報告：老年憂鬱合併焦慮症狀之評估與治療
范廣元 醫師

敏盛醫院

歐陽文貞 醫師

嘉南療養院

15:50-16:00 總 結
黃宗正 理事長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106年繼續教育課程 報名簡章

七、費用：1.本會會員及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會員：800元，非會員：1,000元，費用含講義、午餐與學

分證書費。

2.各科住院醫師（須出示職稱證明文件或識別證）免費，但若需講義、午餐與學分證書者，

須另行繳交 400元。

八、報名：

報名方式：報名時間為即日起至 6月 12日(一)，名額有限，額滿為止。請於 6月 12日(一)前完成報

名及繳費手續，未於規定期限繳納報名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1)線上報名：http://www.tsgp.org.tw/
(2)傳真報名：04-2471-5124，傳真後煩請務必來電確認。

繳費方式：

(1)郵政劃撥帳號：19921981，戶名：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2)本會會員亦可登入玉山銀行代收網列印繳費單至超商、ATM繳費。

代收網網址：http://goo.gl/mvWNb 由繳款人專區機關處選擇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後，

登入帳號為身份證字號，密碼為西元出生年月日(共八碼)，登入後即可列印繳費單。

九、注意事項：1.近兩年度年會、季會及 CME 講義皆列入專科醫師甄審考試筆試考題範圍。

2.請務必攜帶身份證進行簽到與簽退手續，學分才得以認證。

十、聯絡窗口：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秘書處林雅慧小姐 電話：04-2471-6239 傳真：04-2471-5124
————————————————————————————————————————————

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106年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

時間：106年 6月 25日(星期日) 09：00 ~ 16：00

地點：臺灣大學醫學院 103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採用身份證字號登錄方式報到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開立收據抬頭

收據寄送地址

用餐習慣 □葷食 □素食

備 註

是否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或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會員：

□是，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書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http://www.tsgp.org.tw/
http://goo.gl/mvWN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