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聯合春季學術研討會暨腦刺激工作坊 

2019 Joint Spring Congress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workshop 

 

Time : 2019.4.27 (SAT)  

Place : 成功大學醫學院 1 樓第一講堂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成杏校區) 

 

April 27th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Opening 
楊延光 臺灣生物精神醫學暨神經精神藥理學學會理事長 

Yen-Kuang Yang 台灣思覺失調學會理事長 

106 & 107 年度論文獎得獎人：保羅楊森研究論文獎 

09:10-09:30 

TNFAIP3, a negative 

regulator of the TLR 

signaling pathway, is a 

potential predictive 

biomarker of response to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高雄長庚醫院 精神部 

洪一永 教授 

Yi-Yung Hung 

高雄長庚醫院 精神部 

黃條來 教授 

Tiao-lai Huang 

09:30-09:50 

Transformation of excess 

mortality in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in Taiwan. 

亞東紀念醫院 精神部 

潘怡如 教授 

Yi-Ju Pan 

馬偕紀念醫院 精神部 

李朝雄 教授 

Chau-Shoun Lee 

09:50-10:10 

To use or not to use? 

Compulsive behavior and its 

role in smartphone 

addition. 

臺大醫院 精神部 

林煜軒 教授 

Yu-Hsuan Lin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成癮防治科 

黃名琪 教授 

Ming-Chyi Huang 

10:10-10:30 

Decreased mRNA 

expression for the two 

subunits of system Xc- 

SLC3A2 and SLC7A11, in 

WBC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hypo-glutamatergic 

hypothesis of 

schizophrenia. 

高雄長庚醫院 精神部 

林潔欣 教授 

Chieh-Hsin Lin 

臺灣大學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郭柏秀 教授 

Po-Hsiu Kuo 

10:30-10:50 Tea Break 

  

  

  



April 27th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07 年度論文獎得獎人：張文和理事長研究論文獎 

10:50-11:20 

Dose-Related Effects of 

Adjunctive Ketamine in 

Taiwanese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振興醫院 精神部 

蘇東平 教授 

Tung-Ping Su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精神部 

藍先元 教授 

Hsien-Yuan Lane 

11:20-12:10 Lunch Symposium 

12:10-13:00 理監事會議(2F, Room 208)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workshop 

13:00-13:10 報到 

13:10-13:50 

(必) 

TMS 安全性及 

難治療憂鬱症中樞機轉 

台北榮民總醫院 精神部 

腦神經刺激小組召集人 

李正達 教授 

Cheng-Ta Li 

振興醫院 精神部 

蘇東平 教授 

Tung-Ping Su 

13:50-14:30 

(必) 

TMS 技術性操作及 

新型腦部刺激 TBS 

林口長庚醫院 神經部 

黃英儒 教授 

Ying-Zu Huang 

林口長庚 精神部 

劉嘉逸 教授 

Chia-Yih Liu 

14:30-15:10 

(必) 

tDCS/tACS 安全性及 

神經精神醫學應用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阮啟弘 教授 

Chi-Hung Juan 

台北榮民總醫院 精神部 

白雅美 教授 

Ya-Mei Bai 

15:10-15:30 Tea Break 

15:30-16:10 
rTMS 在其他臨床疾病的 

應用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鄭智銘 主治醫師 

Chih-Ming Cheng 

臺灣生物精神醫學暨 

神經精神藥理學學會 

楊延光 理事長 

Yen-Kuang Yang 

16:10-16:50 
台灣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申請案說明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粧組 

陳德軒 審查員 

Te-Hsuen Chen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林式穀 教授 

Shih-Ku Lin 

16:50-17:20 
rTMS 後的一年 

臨床對話 

振興醫院 精神部 

蘇東平 教授 Tung-Ping Su 

臺大醫院 精神部 

謝明憲 教授 Ming-Hsien Hsieh 

振芝心身醫學診所 

洪敬倫 院長 Chin-Lun Hung 

台北榮民總醫院 精神部 

李正達 教授 

Cheng-Ta Li 

April 27th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7:20-17:40 
Exams for training 

certification 

台北榮民總醫院 精神部 

李正達 教授 

Cheng-Ta Li 

林口長庚 精神部 

吳冠毅 教授 

Kuan-Yi Wu 

 



主辦單位: TSBPN (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會) 

合辦單位: TSCN (台灣臨床神經生理學會)、The 1s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of Bridging Asia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iatry (REBAM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台灣思覺失調症研究學會 

腦刺激工作坊完成簽到及通過測驗者  核發本會 6小時訓練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