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上肢義肢研習會
2021 Symposium on Upper Limb Prostheses
目

的：提供上肢義肢之專業在職教育，包括上肢義肢處方原則、上肢義肢零組件、上肢
截肢復健、上肢義肢操控及使用訓練、上肢義肢未來新進展等相關議題。

對

象：醫師(復健科、骨科等)、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義肢裝具師及在學學生。

日

期：2021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共計 1 個全天。

預期效益：促進相關醫療從業人員對上肢截肢與上肢義肢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並強化跨領域
的專業合作。
講師與主持人（按出場序）：
連倚南 臺灣大學復健科榮譽教授、連倚南教授復健醫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林銘川 敏盛醫院復健科主任、臺大醫院復健科兼任主治醫師
陳坤鍾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義肢矯具中心主任、中山醫學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程德勝 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智光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理事長
黃小玲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臺大醫院復健科兼任職能治療師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連倚南教授復健醫學教育基金會、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合辦單位：臺大醫院復健部、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部、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台灣復
健醫學會、台灣義肢裝具學會。
研習場所：臺大景福館 1 樓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15-2 號 1 樓)
報名資訊：預估 80 人(依 CDC 公告 9/7 以後的室內容許人數為上限增減)，請於收到本會通
知後再繳費，9 月 7 日開始受理報名，10 月 4 日截止。請上網至
https://forms.gle/oiMGQ1ExRTJpoaKL6 報名或填妥下方的報名表後，傳真至

02-

23831912。若報名人數超過場地座位，以復健科主治醫師與第 4 年住院醫師以
及骨科醫師優先參加。全程參加者，於會後第二天寄發「參加證明」電子檔。
報 名 費：主治醫師 $2,000，住院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及義肢裝具師 $1,500，學
生$1,000 (不具醫師及治療師資格並檢附學生證件 email 至 lien@ntu.edu.tw 以利
查核)，2020 年贊助連倚南教授復健醫學教育基金會新臺幣 5,000 元以上者減免
1/2 費用，若多人報名可一起匯款。午餐請自理，歡迎自帶有蓋水杯響應環保。
繳費方式：ATM 或臨櫃匯款(繳款後未能參加或中途退出者，恕不退款。)
銀行：合作金庫銀行(代碼 006)台大分行，帳號：1346-717-032745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連倚南教授復健醫學教育基金會
聯絡方式：電話：02-23123456 分機：67319；傳真：02-23831912；e-mail：lien@ntu.edu.tw
地址：臺北市常德街 1 號 臺大醫院復健部 4 樓 406 室
連倚南教授復健醫學教育基金會。網站：http://homepage.ntu.edu.tw/~lien/
教育積分：台灣復健醫學會 6 積分、台灣義肢裝具學會 8 積分、骨科醫學會 3 積分、公務人
員繼續教育時數 6。
注意事項：參加者請戴口罩方可進入會場並全程使用；報到時測量額溫，超過 37.5 度及有上
呼吸道症狀者請勿進入會場。

2021 上肢義肢研習會 報名表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電子信箱

工作機構

專業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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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第
復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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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師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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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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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具醫師及治療師資格者請提供學生證影本)
臨櫃匯款 至基金會辦公室繳納

願意收到本會的活動訊息(以 email 方式寄送)
附註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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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上網填寫報名表或填妥上表後傳真至 02-23831912。
會中及會後要求修改收據者需: 1.寄回原收據並註明修改後的抬頭 2.附回郵信封。基金會於收到後將儘
快寄還更改後的收據。

課程表 Agenda
時間 Time

講題 Subject

08:30-09:00

報

09:00-09:10

致開幕詞
Opening remark
上肢截肢及上肢義肢處方
Upper limb amputation and prosthetic prescription
上肢義肢之套筒及懸吊
Socket and suspension of upper limb prostheses
茶
敘 Tea break

連倚南
I-Nan Lien, MD, Prof
林銘川
Ming-Chuan-Lin, MD
陳坤鍾
Kun-Chung Chen, PT
陳坤鍾
Kun-Chung Chen, PT
程德勝
Tak-Shing Ching, Prof

12:10-12:30

上肢義肢之肩、肘、腕關節
Prosthetic shoulder, prosthetic elbow and prosthetic wrist
上肢義肢之終端裝置及控制系統
Terminal device and control system of upper limb prostheses
討
論 Discussion

12:30-13:30

午間休息 Lunch break

13:30-14:10

上肢截肢併發症及處理
Management of complications of upper limb amputation
上肢截肢之職能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 for upper limb amputee
茶
敘 Tea Break

陳智光
Chih-Kuang Chen, MD
黃小玲
Sheau-Ling Huang, OT
黃小玲
Sheau-Ling Huang, OT
程德勝
Tak-Shing Ching, Prof

16:30-16:50

上肢義肢之使用示範及檢測
Demonstration and check-out for upper limb prosthetic use
先進上肢義肢介紹及未來發展
Cutting-edge upper limb prosthetic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討
論 Discussion

16:50-17:00

致閉幕詞 Closing remark

連倚南
I-Nan Lien, MD, Prof

09:10-09:50
09:50-10:30
10:30-10:50
10:50-11:30
11:30-12:10

14:10-15:00
15:00-15:20
15:20-15:50
15:50-16:30

講者 Lecturer

到 Registration

交通方式
地點：臺大景福館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15-2 號 1 樓)

捷運路線
藍線(板南線)：從臺北車站 M8 出口至地面層後左轉直行 2 分鐘(途經健保署)
紅線(淡水線)：從臺大醫院站 3 號出口至地面層後右轉直行 4 分鐘

臺北車站 M8 出口

景福館

紅線 臺大醫院站 3 號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