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台灣頭痛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
暨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Dawn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in Migraine and Headache)
★提醒★
兩天會議地點不同

時間：201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08:30~18:00
地點：台糖長榮酒店_B1 桂冠一廳(台南市中華東路 3 段 336 巷 1 號)
時間
08:30~08:50

題目

主講人
Registration 報到

08:50~09:00

Opening Remarks 歡迎辭

09:00~09:35

CGRP in Migraine:
From Bench to Practice

09:35~10:10
10:10~10:30

Non-headache symptoms of
migraine

台灣頭痛學會
林高章 理事長
亞東醫院
賴資賢主任

林口長庚
台灣神經學會
陳柔賢理事長

活水診所

新光醫院

黃子洲副院長

陳威宏主任

Coffee Break 中場休息
台北榮總

台北榮總

廖翊筑醫師

傅中玲教授

中國附醫

高雄長庚

林剛旭醫師

林祖功主任

台北榮總

台北醫大

陳世彬教授

葉篤學主任

10:30~11:05

Latest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f
Migraine Rx (AHS+EHF)

11:05~11:40

Migraine Rx in other countries
(other than AHS/EHF)

11:40~12:15

Migraine Progression:
From Research to Clinical
Lunch Seminar 午餐

台大醫院

FM: Present and the Future

孫維仁教授

12:15~13:30

座長

Prof.
Khee-Siang
Chan, MD, PhD
(Malaysia)

13:30~14:00

14:00~14:50

Migraine and Bodily Pain

台北榮總

活水診所

(in English)

王署君教授

王博仁院長

Emerging acute
treatments: Gepants, Ditans
and New Treatment Paradigms

Prof. Richard
Lipton
(USA)

台北榮總

14:50~15:10

王署君教授

Coffee Break 中場休息
台北榮總

嘉基醫院

吳致緯醫師

許永居主任

高雄榮總

高雄醫大

施景森主任

盧相如主任

MOH/CM/CDH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彰化基督教

博智診所

陳彥宇醫師

陳炳錕院長

16:40~17:10

Tension Type Headache: Central or
peripheral mechanism?

輔大附醫

台北榮總

鄭又禎醫師

陳韋達教授

17:10~17:40

Neuromodulation in Headaches:
Ideal and Reality

新光醫院

奇美醫院

劉子洋醫師

楊浚銘主任

15:10~15:40

Migraine and stroke:
Red flags

15:40~16:10

Pitfalls in Organic Headaches

16:10~16:40

17:40~18:00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學分申請：台灣神經學學會、台灣神經外科學會、家庭醫學會、內科醫學會、西
醫師學分…申請中。
主辦單位：台灣頭痛學會、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奇美博物館。
協辦單位：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先進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和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華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神經學學會。

晚宴
時間：201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PM 18:00
地點：台糖長榮酒店_2F 長園中餐廳牡丹包廂
(會員免費、眷屬酌收費用 800 元/人，6 歲以下小孩 400 元/人)

時間：2019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日)，08:30~15:30
地點：奇美博物館_2F 奇美廳(台南市文華路 2 段 66 號)
時間

題目

主講人

08:30~09:00

座長

Registration 報到
奇美醫院
林高章 理事長

09:00~09:10

Opening Remarks 歡迎辭

09:10~10:10

Migraine Triggers, Prodromes and
Attack Prediction: Implications for
treatment

Prof. Richard
Lipton
(USA)

10:10~10:50

Cluster Headache: Pathophysiology
and Update Review

三軍總醫院

林口長庚

楊富吉醫師

黃錦章教授

10:50~11:10

台北榮總
王署君教授

Coffee Break 中場休息

11:10~11:50

Anti-CGRP: A New Hope for
Migraine Cur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11:50~12:30

Chronic Migraine:
Updat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12:30~13:30

13:30~13:45

台北榮總

林口長庚

王嚴鋒醫師

羅榮昇教授

光田醫院

台中榮總

楊鈞百主任

張鳴宏教授

Lunch 午餐 (1F 克里蒙納廳用餐)
理監事/學組會議 (2F 豐收廳)
博物館藏賞析介紹

奇美博物館
廖婉如副館長

奇美博物館
卓哲志經理
(Canada)

13:50~15:30

分組參訪/專人導覽

奇美博物館

15:30~

Closing Remarks
閉幕致謝詞/賦歸

林高章 理事長/
台灣頭痛學會秘書處

報名方式：請參閱 (附件) 大會須知，繼續往下閱讀….
◆ 一律採 QR Code 條碼或線上報名。
◆ 欲參加者請於 108 年 11 月 08 日前完成報名與繳費 。

繳費方式：請參閱

(附件) 大會須知，繼續往下閱讀…

◆劃撥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08 日。
◆並請於劃撥單通訊欄備註 各項繳費項目 。
◆郵政劃撥帳號：19941337，戶名：台灣頭痛學會。

2019 台灣頭痛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
大 會 須 知
時間：2019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六)，08:30~18:00
地點：台糖長榮酒店_B1 桂冠一廳(台南市中華東路 3 段 336 巷 1 號)
時間：2019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日)，08:30~15:30
地點：奇美博物館_2F 奇美廳(台南市文華路 2 段 66 號)
PS：【行李寄存】
11/16 請至長榮桂冠酒店一樓「待公告….」，告知是與會人員即可寄存。
11/17 請至奇美博物館一樓「待公告….」，告知是與會人員即可寄存。

繳費項目：
(1) 108 年度常年會費：
會

員 500 元。

準會員 500 元。
(2) 108 年度年度學術研討會議報名費：
台灣頭痛學會會員(準會員/大會講師/主持人)：免費
鼓勵神經科住院醫師參加，需完成線上報名才能免收報名費。
台灣神經學會會員： 500 元
非會員：800 元
PS：據台灣頭痛學會於 101 年 3 月 18 日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決
議案意旨，缺繳常年會費之會員，需補繳至少前兩年常年會費，
始得繼續享有會員權利，若您有缺繳年費，提醒您撥冗補齊。
若有不清楚您的繳費狀況，歡迎詢問 李瑞琦 秘書。
＊Line ID and TEL：0911-307-000
＊學會信箱：taiwan.head@msa.hinet.net

歡迎晚宴(會員/眷屬)：
時

間：10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晚上 6:00

地

點：台糖長榮酒店_2F 長園中餐廳牡丹包廂

費

用：1.與會會員免費。
2.眷屬每人 800 元（6 歲以下小孩 400 元/人）
。

旅遊活動(眷屬)：
費用：眷屬每人費用 800 元 (12 歲以下 400 元)。
費用包含：車資、門票、導覽、保險、午餐…等。
(一) 時間：10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09:30-17:30
集合：上午 09:30 台南長榮桂冠酒店_1 樓大廳
 上午奇美食品觀光工廠

 下午十鼓文化園區

09:30 長榮飯店集合出發

14:00 十鼓文創園區/園區導覽

10:00 奇美食品觀光工廠

17:30 返回台糖長榮酒店

11:00 包子形象館導覽解說

18:00 台糖長榮酒店享用晚宴

12:30 奇美幸福工廠享用午餐
(二) 時間：10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上午 8:30-15:30
早上集合發車時間如下：候車地點_台糖長榮酒店酒店 1 樓大廳
 A 早上發車至奇美博物館時間：

 B 下午奇美博物館行程(會員/眷屬)：

08:00 會員出發時間

12:30 奇博館 1 樓克里蒙納用餐

08:30 會員出發時間

13:30 奇博館館藏賞析介紹

09:00 會員出發時間

13:45 奇博館參觀及專人導覽

10:30 眷屬出發時間

15:30 賦歸

11:00 眷屬出發時間

★11/17 日奇美博物館行程★
所有與會會員及眷屬，學會免費招待門票參觀
奇美博物館館藏及享用當日午餐。
註:眷屬參加兩日活動者，11/17 博物館參訪
及午餐免費，如果只參加博物館活動者，午餐
自理或餐費 200 元/人。

(三) 結束二天台南文化知性之旅，發車前往仁德高鐵站時間如下：

第一梯次：14:00，第二梯次：14:30
第三梯次：15:00，第四梯次：15:30

報名方式：
◆ 一律採 QR Code 條碼或線上報名：https://reurl.cc/yyZ28a
◆ 欲參加者請於 108 年 11 月 08 日前完成報名與繳交所有費用。

繳費方式：
◆劃撥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08 日。
◆並請於劃撥單通訊欄備註： 各項繳費項目 。
◆郵政劃撥帳號：19941337 ，戶名：台灣頭痛學會。

QR Code 條碼報名

附件：
住宿資訊： (請參閱附件 訂房表)
旅遊活動： (請參閱附件行程表及大會須知)
交通資訊： 待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