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107 年繼續教育課程 報名簡章 

主題：老年期常見的 3D 診斷與治療：談路易氏體失智症、譫妄及老年憂鬱症 

時間：107 年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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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合辦單位：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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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分/B 類 3 學分、 

      台灣精神醫學會：4.5 學分、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申請中)、台灣神經學學會(申請中) 

課程表：(說明：文獻導讀：22mins 報告/8mins 評論；個案報告：20mins 報告/20mins 評論) 

時間  講題  主講者  主持人 /評論者  

09:00-09:20 報到 秘書處 

09:20-09:30 開場 

黃宗正理事長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白明奇理事長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09:30-10:00 

文獻導讀 1: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Fourth consensus report of the DLB Consortium. Neurology. 

2017 Jul 4;89(1):88-100. 

陳文豪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白明奇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神經部 

10:00-10:30 

文獻導讀 2:Goodarzi Z, Ismail Z.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Parkinson disease and dementia. 

NeurolClinPract. 2017Apr;7(2):128-140. 

莊禮安醫師 

為恭紀念醫院 

黃照醫師 

為恭紀念醫院 

10:30-10:45 Break 

10:45-10:50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年會壁報得獎頒獎 
黃宗正理事長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詹佳達副秘書長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10:50-11:20 

文獻導讀 3:Delirium and 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 distinct 

diagnoses or part of the same spectrum?J NeurolNeurosurg 

Psychiatry.2015 Jan;86(1):50-9. 

周亞欣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李淑花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1:20-12:00 個案報告：路易氏體失智症的診斷與治療 

張丰醫師 

臺北市立醫院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 

楊詠仁/王培寧醫師 

衛福部草屯療養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30 

文獻導讀 4:Clinical practice with anti-dementia drugs: A revised 

(third) consensus statement from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Psychopharmacology.JPsychopharmacol. 2017Feb;31(2):147-168. 

許碩恩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陳高欽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3:30-14:00 

文獻導讀 5: Cherbuin N, Kim S, Anstey KJ. Dementia risk estimates 

associated with measures of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J Open. 2015 Dec21;5(12):e008853.  

張俊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鄭晴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4:00-14:30 

文獻導讀 6: Haigh EAP, Bogucki OE, Sigmon ST, Blazer DG.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A 20-Year Update on Five Common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Am J Geriatr Psychiatry. 2018 ;26:107-22. 

徐勝駿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黃偉烈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14:30-14:45 Break 

14:45-15:15 
文獻導讀 7: Kok RM, Reynolds CF 3rd. Management of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A Review. JAMA. 2017;317:2114-22. 

陳昱安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廖以誠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15:15-15:45 

文獻導讀 8: Holvast F, Massoudi B, Oude Voshaar RC, Verhaak PFM.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for depressed older patients in primary 

car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LoS One. 2017 Sep 

22;12(9):e0184666. 

鄭智銘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蔡佳芬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15:45-16:00 總結 
歐陽文貞醫師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107 年繼續教育課程 報名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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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報名方式：報名時間為即日起至 6 月 4 日(一)，名額有限，額滿為止。請於 6 月 4 日(一)前完成報 

名及繳費手續，未於規定期限完成報名及繳納報名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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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繳款人專區之機關處選擇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

醫學會，帳號為身份證字號，密碼為西元出生年月日(共八碼)，登入後點選「繳費資料

查詢」即可列印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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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進與刷退手續，學分才得以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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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 

時間：107 年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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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a i l  

收據開立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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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