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神經創傷學會  

103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大會時間：103年 9月 13日(星期六)         主辦單位：台灣神經創傷學會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臺北醫學大學神經損傷及再生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外傷防治暨災難醫學研究基金會 

大會地點：台北醫學大學教研大樓 1樓 3102教室 

Time Topic Speaker 

08：10~08：30 Registration 

08：30~08：35 Opening remark 張丞圭理事長  蔣永孝理事長 

                Moderator-- 張丞圭理事長  蔡瑞章主任 

08：35~08：50 Biomarker of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蔣永孝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08：50~09：05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Sig-1R, ZNF179, and Sp1 on 
hydrogen peroxide-induced cell death 

莊健盈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 

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09：05~09：20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emergency air medical transport 蔡行瀚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暨營養學院 

09：20~09：35 Functional MR Imaging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陳啟仁副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署立雙和醫院 

影像醫學部 

                Moderator-- 劉榮東主任  黃銘超主任 

09：35~09：50 Spectral Analysi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redicts Higher Risk for Late Recurrence 
of Anxiety or Depression 

王家儀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 

生理學科 

09：50~10：05 Amyloid Accumulation in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胡朝榮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署立雙和醫院 

神經科 

10：05~10：20 Microcirculation impairment after SDH: In vivo animal model of 
microcirculation study 

王國川醫師 

台大醫院 

神經外科 

10：20~10：35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1/2 is involved in a 
tamoxifen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 in a lateral fluid percussion 
injury rat model 

郭進榮副教授  

財團法人奇美醫學中心 

神經外科 

10：35~10：50 Coffee break 

Plenary session  Moderator-- 蔡行瀚院長  陳啟仁副院長 

10：50~11：15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histone deacetylase (HDAC) inhibitors 
for brain injury 

莊德茂院士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精神衛生研究所 

11：15~11：40 N Acetyl cysteine in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from bedside to 
bench 

Barry J. Hoffer, MD, PhD 

Scientist Emeritus, NIH 

Adjunct Professor of Neurosurger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1：40~12：05 New remedies to decrease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mice 
following TBI 

Prof. Chaim G. (Chagi) Pick 

Dept. of Anatomy and Anthropology 

Sackler School of Medicine  

Tel-Aviv University 

12：05~12：30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stem cells protects against 
Neurotrauma in rodents 

林茂村教授 

財團法人奇美醫學中心 

醫研部 

12：3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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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Neurotrauma Society 

Annual Meeting -- 2014/09/13 

                Moderator-- 李道真主任  蔡明達主任 

13：30~13：45 Biomarkers an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陳明德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 

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加護病室 

13：45~14：00 The monitoring of cerebral blood flow: Is it informative or 
redundant? 

邱正迪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14：00~14：15 Updat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ffuse axonal injury 顏俊銘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 

神經外科 

14：15~14：30 Chronic Subdural Hematoma in the Elderly: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a 10-year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鄭聖于醫師 

台北馬階醫院 

神經外科 

                Moderator-- 張志儒主任  陳武福主任 

14：30~14：45 Translational Imaging Biomarker for Therapeutic strategy of 
mTBI: A Proposal 

陳震宇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影像醫學部 

14：45~15：00 Novel consensus of management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廖國興醫師 

萬芳醫院 

神經外科 

15：00~15：15 Applications and Preliminary Rresults of Brain Tissue Oxygen 
Pressure (PbtO2) 

林明錦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署立雙和醫院 

神經外科 

15：15~15：35 Trends in management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 Alan Hoffer, M.D.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University Hospitals of Cleveland 

15：35~15：50 Coffee Break 

                Moderator-- 蔣永孝主任  陳明德主任 

15：50~16：05 The neuroprotective agents for spinal cord injury 陳武福主任 

高雄長庚醫院 

神經外科 

16：05~16：20 Posterior lateral mass and pedicle screwing fixations for 
atlanto-axial instability – The recent six-year experiences i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洪裕昌主任 

成大醫學中心 
外科部神經外科 

16：20~16：35 The complications of spinal manipulation : the experience of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謝政達醫師 

國泰醫院 

神經外科 

                Moderator-- 林欣榮院長  黃金山主任 

16：35~16：50 Neuroprotective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of some 
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 in a 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 rat 
model 

陳俊逸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神經外科 

16：50~17：05 Persistent back pain after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李梁伯儔副教授 

義大醫院 

神經外科 

17：05~17：20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Plane Crash 鐘子超醫師 

三軍總醫院 

神經外科部 

17：20~17：35 Dopamine Release Impairment in Striatum after Different Levels 
of Cerebral Cortical Fluid Percussion Injury 

陳元皓主任 

三軍總醫院 

神經外科部 

17：35~17：40 Closing remark 邱文達部長 

17：40~18：20 會員大會 & 理監事改選 

18：30~ 大會晚宴（彩碟宴餐廳 4樓紅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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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經創傷學會  

103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報名表 

時間：103年 9月 13日(星期六)    地點：台北醫學大學教研大樓 1 樓 3102教室 

姓    名  傳真  

服務單位  電話 市話： 

手機： 

報 名 費 □會員$600   

□非會員$1,000 

午    餐 □葷  □素  □不用餐 

晚    宴 彩碟宴─□參加  □不參加 

 

★ 報名表及繳費收據影本請傳真或 mail 至本會秘書處，聯絡人：陳燕芬。 

★ 電話及傳真：02-28927701，0936-104717, E-mail: kirifen@yahoo.com.tw  

★ 繳費方式─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敦南分行，帳號：163-54020299-1 戶名：台灣神經創傷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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