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骨鬆肌少關節防治學會 

2018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日期：2018 年 3 月 25 日 星期日 09:00-16:30   
地點：台北凱撒飯店 四樓寶島廳 
地址：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38 號 

 

 

時間 講題 座長

09：00 - 09：05 陳芳萍 理事長

09：05 - 09：15 程文俊 主委

09：15 - 09：35 社區"強保老"民眾衛教活動篩檢及確診成果

09：35 - 09：40 QA

09：40 - 10：00
台灣社區中老年人骨質疏鬆症、肌少症、與衰弱

症調查暨健康促進介入成效探討

10：00 - 10：05 QA

10：05 - 10：25

10：25 - 10：45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s-current

surgical treatment and complications

management

10：45 - 10：50 QA

10：50 - 11：10 從實證醫學選擇適當的抗骨鬆藥物

11：10 - 11：15 QA

11：15 - 11：35 執行FLS的臨床重要性

11：35 - 11：40 QA

陳芳萍 理事長

趙安祥 秘書長

貴賓致詞：

翁文能 名譽院長

Optimize Osteoporosis Management 高醫骨科 林松彥 醫師

How to prevent rebound effect after

osteoporosis medicine discontinuation?
林口新代科 黃兆山 醫師

13：00 - 13：25 醫療糾紛刑事責任類型解析及因應建議

13：25 - 13：30 QA

13：30 - 13：40

講師

基隆長庚婦產科 陳芳萍 教授 宋永魁 名譽副院長

貴賓致詞

Opening

長庚大學 陳麗華 教授
許文蔚 名譽院長

張廷彰 部長

Coffee Break

林口長庚骨科 謝明凱 醫師
黃國欽 部長

傅再生 主任

高雄長庚風免科 鄭添財 主任
牛自健 副部長

黃泓淵 教授

高雄長庚新代科 陳榮福 主任
陳力輝 教授

巫瑞文 主任

11：40 - 12：00
會員大會

12：00 - 13：00

                                                   非會員：休息時間

Lunch Symposium：

翁文能 名譽院長

陳芳萍 理事長

最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
朱富美 博士 謝燦堂 院長

Coffee Break



 
 

1. 報名方式 : 請上此連結填妥資料報名:https://goo.gl/N1r8k2 

2. 申請學分 : 骨科/婦產科/內分泌學會/復健學會/風濕病學會/內科/護理師/專科護理師/醫

師公會專業學分/醫師公會法規學分   (以上各學分已申請中) 

3. 免報名費，請您盡可能事先報名，以利備手冊及餐點，謝謝!! 

時間 講題 座長

13：40 - 14：00
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therapy in early

osteoarthritis of knee

14：00 - 14：05 QA

14：05 - 14：25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治療選擇與運動方式

14：25 - 14：30 QA

14：30 - 14：50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Disorders in Knee

Joint: Emphasis on Surgical Approaches

14：50 - 14：55 QA

14：55 - 15：15

15：15 - 15：35 肌少症的工作報告

15：35 - 15：40 QA

15：40 - 16：00
高齡者之健康體適能與平衡功能評估：體感評估

系統之應用

16：00 - 16：05 QA

16：05 - 16：25 肌少症的分子機轉

16：25 - 16：30 QA

16：30 - 16：40

講師

高雄長庚骨科 周文毅 部長
林偉哲 主任

蔡景州 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 邱致皓 醫師
吳詹永嬌 主任

陳仲堯 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 吳基銓 教授
陳英州 醫師

葉文凌 主任

基隆長庚復健科 許智欽 醫師
洪禎雯 醫師

陳勇志 主任

Closing

Coffee Break

基隆長庚復健科 曾文君 醫師
林科名 主任

黃贊文 醫師

長庚大學 王鐘賢 教授
趙安祥 主任

陳榮福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