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聯合春季學術研討會暨腦刺激工作坊 

2021 Joint Spring Congress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workshop  

Time : 2021.2.27 (SAT)  

Place : 台北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 10F(Room 1001) 

Feb 27th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40-09:20 報到 

09:20-09:30 Opening 楊延光理事長 

108&109年度論文得獎人研究報告 

09:30-09:45 

108年度張文和理事長研究論文獎： 

Effects of adjunctive fluvoxamine on 

metabolic parameters and 

psychopathology in clozapine-treat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 12-

week,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台北醫學大學

萬芳醫院 

精神科 

盧孟良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

萬芳醫院 

精神科 

沈武典教授 

09:45-10:00 

108年度保羅楊森研究論文獎： 

Structural Correlates of Trait 

Impulsivity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Healthy Controls – A 

Surface-Based Morphometry Study. 

台北榮民總醫

院精神醫學部 

杜培基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

流行病學與預

防醫學研究所 

郭柏秀教授 

10:00-10:30 Break & 海報展示說明 

10:30-10:45 

108年度保羅楊森研究論文獎： 

Perceived Occupational Stress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Cortical 

Activity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A 

Multichanne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Study. 

中國醫藥大學

新竹附設醫院

身心科 

周伯翰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

精神部 

黃條來教授 

10:45-11:00 

108年度保羅楊森研究論文獎： 

Application of plasma levels of 

olanzapine and N-desmethyl-

olanzapine to monitor metabolic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台北醫學大學

萬芳醫院 

精神科 

盧孟良教授 

彰化基督教醫

院精神科 

張正辰主任 

11:00-11:15 

109年度保羅楊森研究論文獎：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精神科 

陳錦宏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

院神經及精神

醫學研究中心 



New Use for Old Drug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Risperidone on Colorectal 

Cancer. 

劉玉麗研究員 

108&109年度論文得獎人研究報告暨憂鬱症治療最新進展 

11:15-11:30 

109年度張文和理事長研究論文獎： 

Antidepressant Efficacy of Prolonged 

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Monotherapy for Recurrent Depression 

and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Coil 

Positioning: A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Sham-Controlled Study. 

台北榮民總醫

院精神醫學部 

李正達教授 

彰化基督教醫

院鹿東分院 

邱南英院長 

11:30-11:45 

109年度保羅楊森研究論文獎： 

Maintenance of antidepressant and 

antisuicidal effects by D-cycloserine 

among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who responded to low-dose 

ketamine infusion: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 study. 

台北榮民總醫

院精神醫學部 

陳牧宏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

院精神科 

陳柏熹教授 

11:45-12:00 

109年度保羅楊森研究論文獎： 

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omorbi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兒童

精神科 

張倍禎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

精神醫學部 

李朝雄教授 

12:00-13:00 

  Lunch Symposium 1 (Room1001) 

What do Taiwan's patients want in 

the treatment of MDD? 

 Speaker：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 

          張家銘醫師        

 

Lunch Symposium 2 (Room1002) 

鬱症的認知功能障礙及治療 

Speaker：義大醫院精神科 

      顏永杰 主任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workshop 

Focus on Effects of rTMS in Treating Various Psychiatric Disorders 

聚焦重覆經顱磁刺激在不同精神疾病的臨床效應 

13:00 開場 opening 楊延光理事長 

13:00-13:30 
重覆經顱磁刺激術(rTMS)的基本原理

及安全性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神經部 

呂明桂 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

院精神部 

李正達 教授 



13:30-14:00 
重覆經顱磁刺激術(rTMS)在憂鬱及疼

痛的治療效應 

台北榮民總醫

院精神部 

鄭智銘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

院精神部 

白雅美 教授 

14:00-14:30 
重覆經顱磁刺激術(rTMS)在成癮疾患

的治療效應 

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 

張祜銘 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

院松德院區 

黃名琪 主任 

14:30-15:00 
重覆經顱磁刺激術(rTMS)在自閉疾患

的治療效應 

林口長庚醫院 

精神部 

倪信章 醫師 

台灣大學 

附設醫院精神部 

謝明憲 醫師 

15:00-15:15 Exams for training certificate 
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 

李正達 教授 

15:15 closing 
財團法人振興醫院精神部 

蘇東平 教授 

15:15-15:30 Break & 海報展示說明 

15:30-16:30 

CINP 2021 Plenary Lecture： 

Big data analyses for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Harnessing big data gives rise to 

evidence of a common neural 

substrate across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振興醫院精神部 

蘇東平 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

萬芳醫院 

精神科 

沈武典 教授 

16:30-16:40 Closing 楊延光理事長 

16:40-17:40 理監事會議 

18:00-21:00 

Dinner Symposium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廳) 

Updates in the Management of Schizophrenia  

Speaker：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醫學部 劉英杰醫師 

Current Concerns in the Care of Bipolar Disorders 

Speaker：成大醫院精神部  張維紘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