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中西結合神經醫學會
會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61 號 4 樓
秘書處：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 195 巷 5 號 3 樓
電話&傳真：02‐28927701 E‐mail: kirifen@yahoo.com.tw
網址：http://www.tcwmna.org.tw

107-109 年中西醫結合神經醫學專科醫師訓練課程
時間：107/8-109/11（週日 1-5pm，如下頁課表）
地點：YWCA 403 教室
(台北市中正區青島西路 7 號 4 樓，台北車站 M8 出口)
台北基督教女青年會 (正對面台大兒童醫院停車場 50 元/時)
課程費用：40 堂課
□本會會員或舊學員、或 PGY 醫師學員(需檢附證明) $30,000
□非本會會員或非舊學員 $32,000
課程費用：半年 8 堂課、1 年 16 堂課
□本會會員或舊學員
□8 堂課$6,800 □16 堂$13,000
□非本會會員或非舊學員 □8 堂課$7,800 □16 堂$15,000
其他資格收費折扣擇一
□醫師證書 5 年內之醫師：各類價位再打六折（需檢附證明）。
□參加本會目前週五三總班(含函授)已全額繳費者各類價位再打四折。
□本會永久會員：各類價位再打六折。
□單堂報名一律$1,000（請於報名表備註上課日期）
積分費用另計：4 點／堂課（可單堂申請)
函授課程費用：依上述類別費用 8 折優惠，含上課影音光碟、講義
單堂、零星函授課程費用：各課程的單次上課學費＋處理費 200 元
★新學員報名 40 堂課贈書：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第五版

姓名

報 名 表
中醫師證書字號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手機

E‐mail

(申請積分者必填)
(申請積分者必填)
(寄發講義電子檔必填)

通訊地址 □□□‐□□
備註
繳費方式─c華南銀行公館分行帳號：118‐10‐011411‐8
d郵政劃撥帳號：19876446
戶名：中華民國中西結合神經醫學會
備註：報名表及劃撥收據請傳真或 mail 至秘書處，方完成報名手續，傳真&電話：02-28927701
E-mail: kirifen@yahoo.com.tw 網址：http://www.tcwmna.org.tw
聯絡人：陳燕芬小姐

107-108 年中西醫結合神經醫學-專科醫師訓練課程
日期

西醫講題 13:00-15:00

107/08/05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一

107/08/19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

107/09/02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

107/09/16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四

107/10/07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五

107/10/21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六

107/11/04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七

107/11/18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八

107/12/23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九

108/01/20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

4/7 清明連假

師

中醫講題（15:00-17:00）

講

師

張成富醫師
中西醫結合神經病學方法學
鄭淑鎂醫師
謝政達醫師
張成富醫師
第六章 周圍神經疾病
林慶恆醫師
謝政達醫師
張成富醫師
第七章 脊髓疾病-截癱
程維德醫師
謝政達醫師
張成富醫師
第七章 脊髓疾病
黃碧松醫師
謝政達醫師
第八章 中樞神經系統感染性疾病張成富醫師 單純皰疹病毒性腦炎、結核性腦膜
李政育醫師
謝政達醫師 炎、化膿性腦膜炎、流行性腦脊髓
膜炎
第八章 中樞神經系統感染性疾病張成富醫師
隱球菌性腦膜炎、腦蛛網膜炎、腦 林坤成醫師
謝政達醫師
囊蟲病
張成富醫師
第九章 腦血管疾病腦-出血
何秀琴醫師
謝政達醫師
張成富醫師 第九章 腦血管疾病--腦缺血、血栓
郭奕德醫師
謝政達醫師 形成性腦梗死、腦栓塞

會員大會

108/01/06

108/04/14

講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一

108/04/28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二

108/05/05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三

108/05/19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四

108/06/02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五

108/06/16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六

張成富醫師
第十章 頭痛
謝政達醫師
張成富醫師
第十一章 睡眠障礙
謝政達醫師
張成富醫師
第十二章 癲癇及癲癇綜合征
謝政達醫師
張成富醫師 第十三章 脫髓鞘性疾病-多發性硬
謝政達醫師 化、吉蘭巴雷綜合征
張成富醫師 第十四章 神經肌肉接頭疾病-重症
謝政達醫師 肌無力
張成富醫師
第十五章 肌肉疾病-週期性癱瘓
謝政達醫師
張成富醫師 第十五章 肌肉疾病-進行性肌營養
謝政達醫師 不良症、多發性肌炎和皮肌炎
張成富醫師
第十六章 顱腦外傷後綜合征
謝政達醫師

羅晉專醫師
黃月順醫師
羅瑞陽醫師
林久乃醫師
林寶華醫師
方志男醫師
簡鸞瑤醫師
鍾世芳醫師

108-109 年中西醫結合神經醫學-專科醫師訓練課程
日期

西醫講題 13:00-15:00

講

師

中醫講題（15:00-17:00）

講

師

第十八章 運動障礙性疾病-帕金森
陳俐蓉醫師
病、肝豆狀核變性

108/08/04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七 張成富醫師

108/08/18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八 張成富醫師 第十七章 顱內腫瘤

108/09/08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十九 張成富醫師

黃碧松醫師

第十八章 運動障礙性疾病-小舞蹈
黃英傑醫師
病、亨廷頓舞蹈病
第十八章 運動障礙性疾病-抽動與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十 張成富醫師
林寶華醫師
抽動穢語綜合征、Meige 綜合征

108/09/22
108/10/06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一 張成富醫師 第十九章 癡呆-阿爾茨海默病

何秀琴醫師

108/10/20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二 張成富醫師 第十九章 癡呆-血管性癡呆

郭奕德醫師

108/11/03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三 張成富醫師

鍾世芳醫師
及變性疾病-腦性癱瘓
第二十章 神經系統先天性、遺傳性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四 張成富醫師 及變性疾病-遺傳性共濟失調、多系蘇三稜醫師
統萎縮

108/11/17

108/12

會員大會

109/01/05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五

109/01/19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六

109/04/12
4/5 清明連假

109/04/26
109/05/10
5/3 勞動連假

第二十章 神經系統先天性、遺傳性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七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八

第二十章 神經系統先天性、遺傳性
張成富醫師 及變性疾病-先天性腦積水、運動神施志隆醫師
經元病
第二十一章 自主神經系統疾病-雷
張成富醫師
黃月順醫師
諾病、紅斑性肢痛症
第二十一章 自主神經系統疾病-神
張成富醫師
黃英傑醫師
經血管性水腫、自發性多汗症
第二十二章 繼發性腦病-高血壓腦
張成富醫師
程維德醫師
病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二九 張成富醫師 第二十二章 繼發性腦病-肺性腦病 林慶恆醫師

109/05/24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十 張成富醫師 第二十二章 繼發性腦病-肝性腦病 羅仕榮醫師

109/06/07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一 張成富醫師

109/06/21

第二十二章 繼發性腦病-尿毒癥腦
王政結醫師
病
第二十二章 繼發性腦病-糖尿病腦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二 張成富醫師
簡鸞瑤醫師
病

109 下半年中西醫結合神經醫學-專科醫師訓練課程
日期
109/08/02

西醫講題 13:00-15:00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四

109/09/06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五

109/09/20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六

10/4 中秋連假

師

中醫講題（15:00-17:00）

講

師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三 張成富醫師 第二十二章 繼發性腦病-低血糖腦病 羅晉專醫師

109/08/16

109/10/11

講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七

第二十二章 繼發性腦病-慢性酒精中
張成富醫師 毒性韋尼克腦病、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蘇三稜醫師
後遲發性腦病
第二十三章 其他疾病引起的神經系
張成富醫師
羅瑞陽醫師
統損害-糖尿病周圍神經系統損害
第二十三章 其他疾病引起的神經系
張成富醫師 統損害-頸椎病神經系統損害、腕管綜邱榮芳醫師
合征
第二十三章 其他疾病引起的神經系
張成富醫師 統損害-系統性紅斑狼瘡神經系統損 陳俐蓉醫師
害
第二十三章 其他疾病引起的神經系
張成富醫師 統損害-真性紅細胞增多症神經系統 林久乃醫師
損害
第二十四章 精神障礙疾病-抑鬱症、
張成富醫師 焦慮症
方志男醫師
第二十五章 慢性疲勞綜合征

109/10/25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八

109/11/08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三九

109/11/22

圖解神經醫學及神經外科學四十 張成富醫師 中西結合如何思考及辨證論治？

講師簡介 (依姓氏筆劃排序)

張成富-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神經外科主任/國防醫學院醫科所博士
方志男-國興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王政結-清華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碩士
何秀琴-何合安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中醫博士
李政育-育生中醫診所院長/政治大學文學士
林久乃-康乃馨中醫診所院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士
林坤成-德昌中醫診所院長/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
林慶恆-百漢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中醫博士
林寶華-林寶華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博士
邱榮芳-天莘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碩士
施志隆-大直北安中醫診所院長/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
郭奕德-佳德中醫診所院長/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博士
陳俐蓉-培真中醫診所醫師/遼寧中醫藥大學
程維德-程維德中醫診所院長/廣州中醫藥大學碩士
黃月順-永和明師中醫診所院長/廣州中醫藥大學碩士
黃英傑-明醫中醫聯合診所院長/北京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黃碧松-醫道堂中醫診所院長/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
鄭淑鎂-培真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中醫博士
鍾世芳-世芳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博士
簡鸞瑤-劉桂蘭中醫診所醫師/國立中興大學碩士
羅仕榮-誠德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中醫博士
羅晉專-羅晉專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藥大學碩士
羅瑞陽-仁有堂中醫診所院長/遼寧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臨床博士
蘇三稜-三稜中醫診所院長/福建中醫學院碩士

鄭淑鎂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