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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111 年度青少年健康照護研討會簡章 

 

    為提升醫護人員在第一線照護青少年時所需具備的專業核心能力，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與中區

兒科聯誼會聯合舉辦這場內容豐富的青少年健康照護研討會，鼓勵全國關切青少年友善服務議題的人

士積極參與，全面了解新冠疫情之後，青少年所面臨的身心變化以及臨床上我們如何介入網路成癮、

菸檳酒癮、性別平等議題，在建立信任關係後，達到治療目標。 

  

一、 活動時間及地點 

時間 地點 

11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 

08:00-17:0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癌症中心大樓一樓 

階梯會議室(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6 號) 

二、 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三、 協辦單位：中區兒科聯誼會 

四、 參加對象：對青少年健康照護有興趣者之醫師、護理、臨床研究人員等。 

五、 報名資訊： 

1、積分認證：依現場積分為準，兒科醫學會/青少年、性平倫理、兒童青

少年精神科、臨床心理師、感染症醫學會、感染管制醫學會、新生兒醫學

會、家庭醫師學會、西醫師、護理師/專科護理師學分申請中。 

2、 網路報名：https://www.beclass.com/rid=2748cb4636a042f5edb2 

            實體與視訊課程各 150 人，額滿為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掃上方 QR code 報名。 

3、 承辦窗口：兒童醫院辦公室郭小姐(04)22052121 # 4633。A29267@mail.cmuh.org.tw 

4、 視訊連結：當日手機掃右方 QR code 或以 google chrome 開啟           

        TEAMS 視訊會議連結https://reurl.cc/915agv。   

六、 注意事項： 

1、 視訊學員須以正確姓名完成線上簽到與課後簽退，全程參與始可取得學 

    分；惟不含兒科醫學會青少年學分認定。 

2、 實體課學員敬請全程配戴口罩。室內禁止飲食。請自理午餐、自備水杯。 

3、 個人報名資訊僅供本活動使用，資料須以正楷填寫正確，若有錯誤或無法辨識而影響自身權 

    益，恕不負責。 

4、 主辦單位保有變更本活動之權力，以及對本活動之所有事宜做出解釋或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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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111 年度青少年健康照護研討會 

日    期 | 11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  08:00~17:00 

              主辦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地    點 |中國附醫癌症中心大樓一樓階梯會議室(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主持人 

08:00~08:30 報到 

08:30~08:35 開場 Opening remarks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王志堯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謝凱生 副院長 

08:35~08:40 貴賓致詞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曾梓展局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王志堯 院長 

08:40~09:30 
青少年後新冠症候群 

兒科的新挑戰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王志堯院長 

大台中診所協會  

陳俊宏 理事長 

09:30~10:20 
中醫大兒童醫院青少年後新冠 

症候群的經驗分享 

中醫大兒童醫院兒童心臟科 

謝凱生副院長 

臺灣兒科醫學會 教育委員會  

麥建方 主任委員 

10:20~10:30 Break 

10:30~11:10 
青少年後新冠症候群 

感染症新思考 

中醫大兒童醫院兒童感染科 

許玉龍醫師 

中區兒科聯誼會  

王弘傑 會長 

11:10~12:00 青少年後新冠症候群的中醫觀點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兒科 賴琬郁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張東廸 副院長 

12:30~13:00 Lunch 

13:00~13:50 青少年網路成癮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葉品陽 助理教授  

台中都診所協會  

蘇主光 理事長 

13:50~14:40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with 

chronic ill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台北榮民總醫院 

黃凱琳醫師 

臺灣兒科醫學會  

林釗尚 常務監事 

14:40~15:00 Break 

15:00~15:50 青少年菸檳酒使用 
彰基兒童醫院  

兒童心智科陳力源 主任 

台中市診所協會  

曾崇芳 理事長 

15:50~16:40 

未預期懷孕事件中男性角色的需

要-泰國與台灣民眾對青少年父

親的知覺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孫旻暐 副教授 

兒童青少年心智科  

林秀縵 主任 

16:40~17:00 閉幕 Closing remarks 
兒童青少年親善照護委員會 

總幹事 林秀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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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講者簡介 

一、王志堯醫師 

現 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院長 

學經歷 
英國牛津大學生化免疫學博士 

亞太過敏氣喘及臨床免疫學會 理事長 

二、謝凱生醫師 

現 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結構/先天性心臟病及超音波中心 副院長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 醫學士 

台灣兒童重症暨加護醫學會 理事長 

三、許玉龍醫師 

現 職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童感染科 主治醫師 

學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童感染科研究醫師 

四、賴琬郁醫師 

現 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兒科 主任 

學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博士候選人 

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兒科主治醫師 

五、葉品陽教授 

現 職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學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健康照護所臨床心理組 博士 

署立屏東醫院 兒童心智暨成人精神科 臨床心理師 

六、黃凱琳醫師 

現 職 臺北榮民總醫院 精神部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主治醫師 

學經歷 
陽明醫學大學 醫學系 醫學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精神學科 助理教授 

七、陳力源醫師 

現 職 彰基一般精神科及兒童醫院兒童心智科 主任 

學經歷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士 

彰基/鹿基 精神醫學部 主治醫師 

八、孫旻暐教授 

現 職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副教授 

學經歷 
英國伯明罕大學 社會心理學 博士 

亞洲大學 醫學暨健康學院 副院長/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