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 

第 12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12/3 (星期六) 

08:00-09:20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第五會議室 第六會議室 

09:20-09:30 場地更換 

  第一國際會議廳 第二國際會議廳 

09:30-:9:55 開幕致詞   

09:55-10:20 
杜永光 (WFNS理事長)/  

座長:陳敏雄 (北榮), 張丞圭 (雙和) 
  

10:20-10:45 
Uğur Türe (土耳其)/ 

座長:杜永光 (台大), 施養性 (北榮) 
  

10:45-11:05 Coffee Break 

11:05-11:30 
Uğur Türe (土耳其) 

座長:杜永光 (台大), 陳敏雄 (北榮) 

Andrew Maas (比利時) 

座長:蔡明達 (新光), 李道真 (成大) 

11:30-11:55 
謝松蒼 (台大) 

座長:馬辛一 (三總), 李宜堅 (成大) 

Gavin Jell (英國) 

座長: 鄭宏志 (北榮), 林修竹 (嘉長) 

11:55-12:20 
吳勁松 (大陸) 

座長:許秉權 (北榮), 王緯歆 (北榮) 

Huan Wee Chan (英國) 

座長: 陳子勇 (光田), 林修竹 (嘉長) 

12:20-:13:20 Lunch Symposium 1,2,3,4 

13:20-13:45 
蔣永孝 (台北醫大) 

座長:邱仲慶 (奇美), 鄭均洹 (彰基) 

李宜堅 (成大醫院) 

座長:陳元皓 (國防), 李旭東 (中榮) 

13:45-14:10 
黃棣棟 (台北醫大) 

座長:郭夢菲 (台大), 王定中 (嘉長) 

潘宏基 (雙和醫院) 

座長:邱琮朗 (花慈), 張進宏 (奇美) 

14:10-14:35 
沈烱祺 (台中榮總) 

座長:許永信 (亞大), 莊啟政 (林長) 

林慶波 (陽明大學) 

座長:蔡瑞章 (台大), 許秉權 (北榮) 

14:35-15:00 
王緯歆 (台北榮總) 

座長:魏國珍 (林長), 劉榮東 (中山) 

王以舟 (林口長庚) 

座長:蔡承嘉 (馬偕), 崔源生 (中榮)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5:45 
許秉權 (台北榮總) 

座長:蘇泉發 (花慈), 劉安正 (仁愛) 

李明學 (嘉義長庚) 

座長:張志儒(國泰), 黃金山 (國泰) 

15:45-16:10 
何治軍 (高雄長庚) 

座長:許書雄 (高榮), 鍾文裕 (北榮) 

陳子勇 (光田醫院) 

座長:賴達明 (台大), 鄭敏雄 (高長) 

16:10-16:35 
張承能 (林口長庚) 

座長:鄭宇凱 (中國), 方文貴 (嘉基) 

黃金山 (國泰醫院) 

座長:黃銘超 (北榮), 雷大雅 (萬芳) 

16:35-17:00 
張進宏 (奇美醫院) 

座長:蕭勝煌 (仁愛), 陳武福 (高長) 

盧康 (義大醫院) 

座長:林志隆 (高醫) , 張正修 (中山) 

17:00-17:25 
陳品元 (林口長庚) 

座長:吳杰才 (林長), 陳金城 (大林慈濟) 

鐘文宏 (林口長庚) 

座長:張承能 (林長), 曾漢民 (台大) 

18:30 大會晚宴 (故宮南院) 



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 

第 12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12/4 (星期日) 

08:00-09:20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第五會議室 第六會議室 

09:20-09:30 場地更換 

  第一國際會議廳 第二國際會議廳 

09:30-:9:55 
Hee-Won Jung (韓國) 

座長: 杜永光 (台大), 洪純隆 (高醫) 

Sebastien Froelich (法國) 

座長: 高明見(台大) , 許永信 (亞大) 

09:55-10:20 
關皚麗 (高雄醫大) 

座長:鄭文郁 (中榮), 陳淑美 (萬芳) 

Sebastien Froelich (法國) 

座長: 高明見(台大) , 許永信 (亞大) 

10:20-10:40 Coffee Break 

10:40-11:05 
周德陽 (中國醫大) 

座長:陳翰容 (義大), 馬辛一 (三總) 

李安民 (大陸) 

座長:沈烱祺 (中榮) 

11:05-10:30 
林欣榮 (花蓮慈濟)-1 

座長:馬辛一 (三總), 劉安祥 (高醫) 

桂松柏 (大陸) 

座長:陳建民 (彰基), 林乾閔 (雙和) 

11:30-11:55 
林欣榮 (花蓮慈濟)-2 

座長:馬辛一 (三總), 劉安祥 (高醫) 

洪濤 (大陸) 

座長:林乾閔 (雙和), 程萬春 (嘉長) 

11:55-12:20 會員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