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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2018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上午 102 講堂節目表 

  時    間：107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地    點：臺大醫學院 102 講堂（台北市仁愛路一段一號）(Room 102 / 168 seats) 

主辦單位：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合辦單位：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 

邁向未來的憂鬱症防治：新機轉、新觀念、新世代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主  持  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Opening 廖士程  理事長 

09：05～09：10 名譽理事長致詞 李明濱  名譽理事長 

09：05～09：20 

長官致詞 

長官致詞 

長官致詞       衛生福利部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諶立中 司長 

09：20～09：50 What caused depression? Dr. Jonathan Flint Professor,  

Psychiatry and Biobehavioral 

Sciences Brain Research 

Institute UCLA 

本會常務理事 

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台灣憂鬱防治聯盟創始人 

行政院政務顧問 

賴德仁 教授 

09：50～09：55 Q&A 

09：55～10：25 青少年憂鬱之發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 

陳坤虎 教授 

本會理事 

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部北一區大專校院 

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 

陳秀蓉  召集人 
10：25～10：30 Q&A 

10：35～10：50 coffee break 

10：50～11：20 精神疾病、精神醫學與跨文化敏感度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 

蔡友月 副研究員 

台大醫學院精神科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 

吳建昌 理事長 11：20～11：25 Q&A 

11：25～11：55 
超越憂鬱 

剖析澳洲 Beyond Blue 

本會常務理事 

台灣精神醫學會秘書長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精神科 

張家銘 主任 

本會常務理事  

衛生署前副署長 

台灣老年醫學會理事長 

台北仁濟院附設醫院 

李龍騰 院長 
11：55～12：00 Q&A 

12：00～13：00 Lunch (同時舉行第九屆理監事選舉) 

13：00～13：30 會員大會 (同時舉行第九屆理監事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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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02 講堂節目表 
  時    間：107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地    點：臺大醫學院 102 講堂（台北市仁愛路一段一號）(Room 102 / 168 seats) 

主辦單位：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合辦單位：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 

【會場 A】校園憂鬱症與自殺防治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主  持  人 

13：30～13：35 Opening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廖士程 理事長 

13：35～13：40 名譽理事長致詞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李明濱 名譽理事長 

13：40～14：05 
大學校園自殺防治： 

台大經驗 

前台灣大學心輔中心主任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台大精神部 黃宗正 主任 
本會理事  

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部北一區大專院校輔導 

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召集人 

陳秀蓉 主任 

14：05～14：30 
回看人類的自毀: 從容格

分析心理學理解自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輔組 

洪素珍 組長  

14：30～14：55 來心輔，學幸福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陳高欽 副學務長  

14：55～15：00 Q & A 

15：00～15：15 coffee break 

15：15～15：40 
新時代憂鬱症防治宣傳：網紅出任務 

(短片欣賞) 

本會監事 

董氏基金會心理中心 

葉雅馨  主任 

15：40～16：05 
陽明大學心理諮商中心經

驗分享 

國立陽明大學 

心理諮商中心 

白雅美 主任 

本會理事 

馬偕精神科暨自殺防治中心 

方俊凱 主任 

16：05～16：30 
校園憂鬱症自殺 

初級預防經驗分享 

台北醫學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前主任 

韓德彥 教授 

本會理事 

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吳佳儀 教授 

16：30～16：55 綜合討論 

本會理事 

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部北一區大專校院 

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 

陳秀蓉  召集人 

16：55～17：00 Closing 
本會理事長 

台灣大學心輔中心  廖士程  主任 

賦 歸︰明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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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03 講堂節目表 

  時    間：107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地    點：臺大醫學院 103 講堂（台北市仁愛路一段一號）(Room 103 /124 seats) 

  主辦單位：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合辦單位：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法國施維雅藥廠台灣分公司 

 

【會場 B】憂鬱症生物性治療新進展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主  持  人 

13：30～
13：50 

Opening  

本會理事 

馬偕精神科暨自殺防治中心 

方俊凱 主任 

13：50～
14：30 

Managemen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Impact on Functional 

Recovery 

行天宮恩主公醫院 

林立寧 醫師 

本會理事 

馬偕精神科暨自殺防治中心 

方俊凱 主任 

14：30～
14：40 

Panel Discussion 

14：40～

15：20 

CHEER T in Clinical 

Practice; Case Sharing I 

臺北榮民總醫院 

劉英杰 醫師 
亞東醫院 潘怡如主任 

15：20～
15：30 

Panel Discussion 

15：30～
15：50 

Coffee Break 
 

15：50～
16：30 

CHEER T in Clinical 
Practice;   Case Sharing II 

三軍總醫院 

張勳安 醫師 
亞東醫院 潘怡如主任 

16：30～
16：50 

Panel Discussion 

16：50～
17：00 

Closing 亞東醫院 潘怡如主任 

賦 歸︰明年再見 
 

 

 

 

https://wd.vghtpe.gov.tw/vghpsy/Fpage.action?muid=4174&fid=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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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04 講堂節目表 

  時    間：107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地    點：臺大醫學院 104 講堂（台北市仁愛路一段一號）(Room 104 /124 seats) 

  主辦單位：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合辦單位：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和安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會場 C】Rethink about Depression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主  持  人 

13：30～13：50 Opening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賴德仁 教授 

13：50～14：30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patient 

selection with vortioxetine 耕心療癒診所 

林耕新 院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張家銘 主任 

14：30～14：40 Q&A 

14：40～15：20 

Results of a real-world study on 
vortioxetine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South East 

Asia (REVIDA) 

Chief Psychiatrist 

Adam Road Medical 

Centre 

Singapore 

Dr. Ken Ung 

本會常務理事 

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台灣憂鬱防治聯盟創始人 

行政院政務顧問 

賴德仁 教授 15：20～15：30 Q&A 

15：30～15：50 Coffee Break 

15：50～16：30 
types of depression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馬偕紀念醫院 

李朝雄 醫師 

安南醫院 

唐心北 主任 
16：30～16：40 Q&A 

16：40～16：50 Panel Discussion 

16：50～17：00 Closing 

台灣精神醫學會秘書長 

本會常務理事 

張家銘 教授 

賦 歸︰明年再見 

 

http://www.mmh.org.tw/taitam/psych/dr/41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