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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 請 函    invitation…. 

 

     各位先進大家好： 

 

        謹訂於中華民國一 0 八年四月二十日(週六)10:00～17:00，假本院 12 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神經脊椎外科論壇 2019 春季學術研討會」，針對神經脊椎醫學

研究相關議題有深入鑽研，誠摯邀請您撥冗參與。耑此 

  

 

敬頌   時祺 

                                   聯 新 國 際 醫 院 

                                   脊椎醫療中心 主任  徐文星 

                                   神經外科     主任  陳宏龍 敬上 

 

 

 

 

 

◎報名方式： 

（一）神經脊椎外科論壇 2019春季學術研討會議程如下，此次活動免費限額 150

人，請用 google 表單或 QR cord統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fd-j2f_rquNyeKiqvzMcf6V-

owER5yRNYA9nfbY2Q0UqLw/viewform?usp=sf_link 

 
（二）如無法使用網路報名，請用邀請函上報名表報名，資料請寄至脊椎醫療中心

巫怡平信箱 yiping8506@gmail.com 

（三）完成報名登錄後，若因故需取消報名者，敬請來電告知 03-4941234 ext8712 

（四）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講題與時程之權利 

（五）本次活動將申請西醫/外科/專科護理師等相關專業學分認證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fd-j2f_rquNyeKiqvzMcf6V-owER5yRNYA9nfbY2Q0UqL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fd-j2f_rquNyeKiqvzMcf6V-owER5yRNYA9nfbY2Q0UqLw/viewform?usp=sf_link
mailto:yiping85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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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0:00

10:10~12:10 Sectiona A. Pioneers forum

10:10-10:30
A1  Scope for Spine:如何安全有效地

開始脊椎內視鏡手術

博正醫院

謝榮豪院長

台北榮總

黃銘超教授

10:30-10:50
A2  the application of SPECT/CT in SI

joint dysfunction

台中慈濟醫院

神經外科黃伯仁主任

國泰醫院

外科部張志儒副主任

10:50-11:10
A3  iPSC-based intervention  for spinal

cord injury- systemic review

聯新國際醫院

骨科何京澤醫師

門諾醫院

外科部廖正智主任

11:10-11:30
A4  Pathology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基隆長庚醫院

神經外科陳懋煜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外科部鄭均洹主任

11:30-11:50
A5  How to make the righ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syringomyelia

亞洲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林志隆主任

聯新國際醫院

神經外科陳宏龍主任

11:50-12:10 Q&A

12:10-13:30 Lunch seminar

13:30~15:00 Section B. Experts forum

13:30-13:50 B1  From MEL to PELD
輔大醫院

骨科江毅彥主任

聯新國際醫院

醫療二部侯咸仰副部長

13:50-14:10

B2  Degenerative cervical myelopathy:

Definition, Recognition and Treatment…

A Systemic Review

光田醫院沙鹿分院

陳子勇院長

三軍總醫院

雷大雅教授

14:10-14:30
B3  Durability of Interspinous Process

Devices

義大大昌醫院

盧康副院長

長庚醫院

魏國珍教授

14:30-14:50
B4 The myth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s

聯新國際醫院

張賴昇平教授

三軍總醫院

馬辛一教授

14:50-15:00 Q&A

15:00-15:20

15:20-16:50 Section C. Focusing forum

15:20-15:40
C1  Adjacent segmental degeneration

after spine surgery

雙和醫院

神經外科曾元昀副教授

高雄醫學院

神經外科林志隆教授

15:40-16:00
C2 upper cervical fixation: Linkou Chang

Gung Experience

林口長庚醫院

脊椎神經外科

黃盈誠主任

羅東博愛醫院

王文斌副院長

16:00-16:20
C3  Infective spondylodiskitis: role of

endoscopy and instrumentation

林口長庚醫院

脊椎神經外科

張庭瑋醫師

羅東博愛醫院

王文斌副院長

16:20-16:40
C4 The role of prolotherapy in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of spine

聯新國際醫院

復健科朱怡妍醫師

聯新國際醫院

復健科陳妙旼主任

16:40-16:50 Q&A

16:50-17:00 Closing Remarks

18:00-20:00

主持人--王文斌副院長

主持人--王文斌副院長

神經外科      陳宏龍主任

Dinner     (晚宴地點:南方莊園經典美食)

主持人--黃銘超教授(榮譽理事長)

主持人--黃銘超教授(榮譽理事長)

脊椎醫療中心  徐文星主任

主持人--雷大雅教授

主持人--雷大雅教授

Break Time

日期 :ㄧO八年四月二十日(六)    地點:聯新國際醫院12樓國際會議廳(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報到

10:00-10:10 Opening Remarks
聯新國際醫院  黃忠智院長

脊椎醫療中心  徐文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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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聯絡電話：（M）： 

          （O）：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  

 

 

用餐登記(午餐-餐盒):     不用餐   用餐       餐食嗜好  □ 葷  □素            

參加場次:   全程參與   上午場次   下午場次 

住宿需求(本院可協助代訂房間服務, 請填妥下列資料) 

住宿地點:南方莊園(附早餐)  

住宿房型 訂房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手機 

雙人房(5000 元)      

家庭房(7000 元)      
 

【備註】 

1. 請於 4月 10日中午前完成報名，俾便統計人數。 

2.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與聯新國際醫院脊椎醫療中心巫怡平小姐聯繫 03-4941234

分機 8712，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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壢新國際醫院  交通路線地理位置 

◼ 上課地點：聯新國際醫院 12 樓國際會議廳（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 交通方式：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traffic/map.php 

一、 開車： 

 中山高：中山高北上/南下方向可於新屋/平鎮交流道下(至醫院約 5 分鐘) 

 北二高：國道 3/66 快速道路/中豐路交流道出口匝道下(至醫院約 10 分鐘) 

二、 高鐵： 

 於高鐵桃園站下車轉搭計程車至本院，計程車車資約 290 元。    

 於高鐵桃園站下車轉乘桃園客運或中壢客運至中壢總站後，再轉乘客運。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traffic/ma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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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SOUTH GARDEN  交通路線地理位置 

◼ 住宿地點：南方莊園渡假飯店(桃園縣中壢市樹籽路 8 號) 

◼ 交通方式：www.southgarden.com.tw 

                    http://www.southgarden.com.tw/zh_TW 

 

http://www.southgarden.com.tw/
http://www.southgarden.com.tw/zh_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