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骨鬆肌少關節防治學會 

2020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日期： 2020 年 9 月 13 日 

時間： 8：30 – 17：10 

地點：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1 會議廳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8：30 開始報到 

09：00 - 09：05 Opening 

09：05 - 09：15 貴賓致詞 

09：15 - 10：00 

Plenary session： 

Epigenetic Control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Osteoporosis and 

Osteoarthritis 

王逢興教授 

10：00 - 10：30 
Revised 2019 ESCEO algorithm for the manage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曾文逸醫師 

10：30 - 10：50 Break  

10：50 - 11：20 國際骨鬆診斷治療指引的最新發展 蔡嘉仁醫師 

11：20 - 11：50 認識個資法─以醫療為中心 朱富美檢察官 

11：50 - 12：10 會員大會(優秀論文頒獎) ALL  

12：10 - 12：50 
Lunch Symposium：Sequential therapy for Osteoporosis – 

Anabolic and antiresorptive agents 陳文鈐醫師  

12：50 - 13：00 Panel Discussion 

13：00 - 13：10 Break 

13：10 - 13：40 
Application of Bone Markers for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Fracture in Taiwan 
陳芳萍理事長 

13：40 - 14：10 
Recognizing and Correct Reporting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s 
陳榮邦教授 

14：10 - 14：40 
Make the first fracture the last: Role of orthopedic surgeon in the 

management of postoperative osteoporosis patients 
陳秋涼副部主任 

14：40 - 15：10 Prevent rebound effect after RANKL mAb cessation 傅紹懷醫師 

15：10 - 15：30 Break  

15：30 - 16：00 New IOF algorithm and role of MHT 黃泓淵教授 

16：00 - 16：30 
Post-acute care for fragility fracture  

(脆弱性骨折急性後期照護) 
韓德生教授 

16：30 - 17：00 Introduction to Augmented bone materials 賴伯亮主任   

17：00- 17：10 Closing 

**投票時間：10：00 - 15：00   **活動免費，需事先報名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ojumQLDsP8UbnZNj9 



TBMJ 台灣骨鬆肌少關節防治學會 

講師基本資料《本表資料內容僅做為學分申請使用》 

 

講師姓名 朱富美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healthy@mail.moj.gov.tw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學校：國立台灣大學 

科系：法律學研究所法學博士 

學位： 法學博士 

畢業年度:2003年 

 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期間 

現    職 最高檢察署 檢 察 官 2008年迄今 

經    歷 
（至多 5項） 

衛福部 醫療糾紛鑑定委

員會委員 

 

 

2003左右-2008  

行政院 參事兼組長 2001-2008 

司法官學院 司法官班偵查實

務講座 
2013-2015 

同上 檢察事務官班講座 2019 

法務部檢察司、骨鬆、急診等醫

學會、台北牙醫師公會 

醫療糾紛講座 
2015-2019 

專    長 刑法、刑訴法、政府採購法、個人資料保護法、醫師法等衛生醫療法

規 

 

 

療法規 

特殊成就  

 

講師姓名 陳文鈐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Surgeonmonster@gmail.com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學校：台北醫學大學  

科系：醫學系 

學位： 學士 

畢業年度:民國 88 年 

 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期間 

現    職 土城醫院骨科 主 任 2020~ 

經    歷    



（至多 5項）    

   

   

  
 

專    長 脊椎 

特殊成就  

 

講師姓名 陳芳萍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fangping@cgmh.org.tw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學校：台北醫學院 

科系：醫學系 

學位：醫學士 

畢業年度: 民國 76 年 

 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期間 

現    職 長庚大學 教 授 2015/2~迄今 

經    歷 
（至多 5項） 

基隆長庚醫院 教授級主治醫

師 

2006/~迄今   

台灣骨鬆肌少關節防治學會 理事長 2016/03~迄今 

基隆長庚醫院骨質疏鬆照護防治

中心 

主任 2014/3~迄今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醫學會 理事長 2013-2015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 理事長 2011-2013 

專    長 婦產科生殖內分泌學、骨質疏鬆症、內視鏡手術 

特殊成就 八十四年度基隆市傑出青年 

 

講師姓名 陳榮邦 
身份證字

號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wingchan@tmu.edu.tw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學校：臺北醫學大學 

科系：醫學系 



學位：醫學士 

畢業年度: 74 

 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期間 

現    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放射線學科 教授 99年2月迄今 

臺北醫學大學市立萬芳醫院影像醫學部 主任 86年2月迄今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理事長 108年4月9日迄今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醫學會 理事長 108年10月27日迄今 

國際臨床骨密檢測學會(ISCD) 亞太地區主席 109年1月31日迄今 

經    歷 
（至多 5項） 

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住院醫師、總

住院醫師 
 

舊金山加州大學放射線部 

Research 

Fellow、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放射診斷科 主治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線科 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 

副院長、教師

發展中心主

任、國際事務

中心主任 

 

專    長 磁振造影診斷、骨肌系統醫學影像診斷、脊椎醫學影像診斷、癌症醫學影像診斷 

特殊成就 第十屆原子能安全績優個人獎、教育部 102 年師鐸獎 

 

講師姓名 陳秋涼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111111@cch.org.tw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學校：亞洲大學 

科系：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學位：博士 

畢業年度: 2015 

 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期間 

現    職 彰化基督教醫院骨科部 副 部 主 任  

經    歷 
（至多 5項） 

教育部  部定助理教授  

彰化基督教醫院骨科部脊椎外科

主任 

主 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骨科部 病房主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骨科部 臨床導師  

大葉大學護理系 助理教授 
 

專    長 脊椎外科手術 

脊椎微創手術 

脊椎骨折微創及灌漿手術 

各類背痛，腰痛及坐骨神經痛 

各類骨折手術 

各類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退化關節病變手術 

運動傷害 

骨質疏鬆之治療 

特殊成就  

 

講師姓名 傅紹懷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b90401045@gmail.com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學校：台灣大學  

科系：醫學系 

學位：學士 

畢業年度:97 年 

 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期間 

現    職 台大雲林分院骨科部 主 治 醫 師 104.07 迄今 

經    歷 
（至多 5項）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骨科部 兼任講師 107.07 迄今 

教育部部定講師  107.07 迄今 

   

   



  
 

專    長 
骨創傷、骨盆骨折、骨質疏鬆、老年脆弱性骨折、腫瘤骨科、腫瘤骨轉移 

特殊成就 2016 AAOS Highlight Poster (Florida, USA),     2016中華民國骨鬆醫學會論文比賽第三名 

2017 ISPE Spotlight Poster (Montreal, Canada), 2019中華民國骨鬆醫學會論文比賽第一名 

 

講師姓名 黃泓淵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hongyuan@cgmh.org.tw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學校：中山醫學大學 

科系：醫學系 

學位： 醫學士 

畢業年度:1987 

 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期間 

現    職 林口長庚醫院 婦產部 教授   

經    歷 
（至多 5項） 

林口長庚醫院 婦產部 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品質管理中心 執行長  

長庚大學醫學院 婦產科 教授  

台灣生殖醫學會 理事長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 理事長 
 

專    長 婦產科學、生殖醫學、醫療品質管理 

特殊成就 
科技部 2019未來科技突破獎 

李鎡堯教授基金會 2016優秀論文獎 

李鎡堯教授基金會 2001優秀論文獎 

 

講師姓名 韓德生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dshan1121@yahoo.com.tw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學校：台灣大學醫學院 

科系：臨床醫學研究所 

學位：博士 

畢業年度:2011 

 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期間 

現    職 醫療部 主任  2005/7-迄今 



經    歷 
（至多 5項） 

台大醫學院 臨床副教授 2018/8-迄今 

台灣復健醫學會 理事 現任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理事 現任 
世界復健醫學會 教育委員會  

  
 

專    長 
復健醫學、老人醫學、分子生物學 

 
特殊成就 

2005/12獲「連倚南教授復健醫學教育基金會第六屆住院醫師優秀論文獎」 

2015/8獲「中華民國骨質疏鬆學會口頭論文獎第一名」 

2016/10獲「中華民國骨質疏鬆學會口頭論文獎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