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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17：30 

會議地點：台北蘇杭餐廳振興店(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 45號 2樓) 

主 持 人 : 理  事  長  陳震宇 

出    席 : 榮譽理事長  郭萬祐 

           理      事  羅兆寶  林偉哲  黃浩輝  鄧木火  張豐基  李國維   賴炳宏 

                       凌憬峯  蔡元雄  林重榮  嚴寶勝 

           監      事  陳啟昌  吳樹鏗  郭葉璘  許世偉 

           秘  書  長  謝立群 

           秘      書  許芷維 

請    假 : 理      事  廖漢文  陳啟仁  崔祐堃 

           監      事  賴彥君 

           副 秘書 長  陳威良  高鴻文  陳盟翔 

 

一、 會議開始。 
 

二、 理事長致詞。 
 

三、 報告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及處理： 

1. 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認證辦法，對於國外訓練課程與資格學會不予核定，

一切按照國內標準流程進行，而針對其他學會舉辦的各項課程，需要在課程舉辦

前事先向學會提出申請，由神經介入治療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才能給予訓練學分認

可。目前已向學會申請報備 IA thrombectomy訓練名單(附件一)。決議:有幾位尚

未提出申請報備再請指導醫師告知學生儘快提出申請。 

2. 腦中風經動脈取栓術健保給付爭取進度追蹤(附件二)。決議:未來希望各醫學中心

皆口徑一致按照附件二學會所列之各項條件傳達給健保署，表達大家的同一立場。 

3. 全新版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證書已設計完成(附件二)，承上次會議決議，

鼓勵已有 INR 認證的醫師再向學會申請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證書，請主動

與秘書處連絡。決議:會再將證書稍做修改並增補英文名稱。 

4. 台灣神經血管外科與介入治療醫學會提出 INR 訓練辦法，希望本會一同修正，本

會已推派黃浩輝理事於 04/15 與台灣神經血管外科與介入治療醫學會溝通傳達本

會立場，該會議最終決議有幾點與本會現行辦法不同，特列於下: 

 受訓人需具備神經加護病房訓練兩個月之經歷。 

 臨床訓練(第二階段)：內容包括術前評估，各類診斷------至少參與 50 例之實際操作（報告上必需要有指導醫師

及受訓醫師之姓名），其中至少包括.......急性中風取栓手術五例（國外訓練者亦同，見規範八）以及腦動脈瘤

夾閉與顱內動靜脈畸形手術觀摩十例(必須檢附證明)。 

 取得指導老師資格認證者，需每三年於國內、外相關醫學專業雜誌發表有關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治療論文至少一

篇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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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表決本會是否將現行辦法修正為與台灣神經血管外科與介入治療醫學會相同。

決議:目前先行暫緩修正本會辦法，將待神經介入治療委員會與理監事更多思考討

論修正辦法後再做決議。 

5. 學會網站改版進度報告(附件三)。決議:會再加入站內搜尋的功能以讓會員更方便

尋找各項資料並和友好的學會加入彼此網站連結增加能見度。 

6. 根據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中提案，懇請全體會員共襄盛舉慷慨解囊捐款支持本

會主辦 2018世界神經放射線醫學會議。感謝各位已經捐款支持的理監事們，學會 

   已擬妥募款信件，將於下週寄給放射線醫學會所有會員(附件四)。信用卡及電子 

   支付平台上線預告，未來捐款及相關收費將讓會員更為方便。決議:匯款方式及信 

   用卡電子支付方式都會保留讓未來捐款模式更多方面進行。 

7. 2018 SNR籌備會議事項報告(附件五)。 

8. 申請入會會員名單:陳彥廷醫師、楊士弘醫師、倪承賦醫師、廖建彰醫師、張勝為 

   醫師、蔡以貞醫師(共 6位)。決議:通過。申請入會準會員名單:黃虹瑜醫師、林 

   子超醫師、陳志豪醫師(共 3位)。決議:通過。申請神經血管內治療專長認證名單: 

   黃俊肇醫師、黃敬雯醫師、周文進醫師、黃厚期醫師、柯景中醫師(共 5位)。決 

   議:通過。 

9.  今年預定舉辦活動事項: 

（1） 預定 07/29辦神經血管介入治療訓練課程，由台北榮總 羅兆寶理事連絡規劃 

       (附件六)。 

（2） 預定 08/12舉辦第三屆測驗式神經放射線複習課程，由台北榮總 張豐基理事 

    連絡規劃(附件七)。 

（3） 預定 08/18-20組團參加在中國北京舉辦的 2017AOCNR。 

（4） 預定 09/16舉辦秋季學術研討會及召開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由彰化基督 

    教醫院 陳威良醫師連絡規劃(附件八)。 

（5） 預定 09/24舉辦頸動脈支架訓練課程，由台北榮總 張豐基理事連絡規劃。 

（6） 預定 10/07參加在日本大阪舉辦的 JKT Workshop。 

（7） 預定 10/28舉辦 Medical Neuroimaging summit，由北醫附醫 陳震宇理事長及 

    謝立群秘書長聯絡規劃(附件九)。 

 (9)   預定 12月舉辦冬季學術研討會，由高雄榮總 賴炳宏主任連絡規劃。 
 
四、 提案討論 : 

提 案  1:106年度專科醫師甄審結果報告。 

提 案 人:張豐基理事。 

決   議:106年度專科醫師甄審總共有十位考生，無人缺考，實際甄審人數為十位。 

         今年筆試題目有一題題序出現問題而造成一些爭議，最後經調整後十位醫師 

         皆通過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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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2: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認證辦法第 3(b)受訓人資格中，每一案例只能登 

         錄一位受訓學員，因應目前此專業人力短缺，是否考慮放寬為”每一案例只 

         能登錄一位神經放射科受訓學員及一位其他科受訓學員”(附件十)。 

提 案 人:秘書處。 

決   議:通過，將修改辦法後再行公告。 
 
五、 臨時動議。 

提 案  1:是否更新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治療專長認證訓練辦法各項規定。 

提 案 人:秘書處。 

決    議:通過，秘書處會再與神經介入治療委員會討論各項修正後再提報理監事 

  會議決議。  

 

提 案  2:為提高 2018 SNR學術論文投稿人數，是否考慮接洽出版商出刊論文事宜。 

提 案 人:林重榮理事。 

決    議:原則上支持，但需先與 WFNRS提出意願並了解出版商所有細節包含費用支 

         出、SCI等，再根據我們的財務狀況來做進一步評估。 

 

提 案  3:是否考慮將每年三月年會改於每年年中時舉辦年中會議。 

提 案 人:張豐基理事。 

決    議:將待 2018SNR會議結束後並且考量各項優劣因素再行評估是否改辦秋季會。 

 
六、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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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IA 訓練報備中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訓練醫院單位 

蔡淑雅 亞東醫院放射科     亞東醫院放射科 

林君賢 嘉義長庚神經內科   林口長庚放射科 

黃虹瑜 中國附醫神經內科   中國附醫放射科 

   陳志豪 新店耕莘神經內科  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林子超 高醫附醫神經內科   台北榮總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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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建議新增診療項目自費價格或比照現行支付標準申報診療項目調查表 

新增診療項目中文名稱：急性缺血性腦中風腦神經血管機械性血管內血栓移除術評估及治療處置費 

新增診療項目英文名稱：Fee for neurovascular mechanical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分區

別 
醫院 

自費金額 

備註 

 
技術項目 特材 包裹（技

術+特

材） 

台北

業務

組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

吳火獅紀念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

綜合醫院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

基金會醫院 

    

馬偕醫院淡水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委

託財團法人私立台北醫

學大學辦理 

    

臺北榮民總醫院 

現行健保碼

69002B (7014

點)，並不適用於

此新技術，礙於

健保給付規定，

目前只能以此碼

申報 （無另外收

取自費項目） 

現行健保碼：

Solitaire 

CMB01FRSDRV9 

Penumbra 

CMB02ACE13UF 

（無另外收取

自費項目） 

 

無另外收取

自費項目 

在目前沒有對應之診療碼的

狀況下，此困難處置的新技

術給付申請，至少應等同於

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三條血

管(33078)之給付額 76,000

點。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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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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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致各位敬愛的放射線同好們， 

 

我國很榮幸的獲世界神經放射線醫學聯盟選為第二十一屆世界神經放射線學術研討會(XXI 

Symposium Neuroradiologicum，SNR 2018)主辦國，訂於 2018 年 3 月 19 至 24 日 假 台北國際會議中

心舉辦會議。本會為四年一度的世界級大會，因而被比喻為神經放射學界的奧運會，會中預計將有超

過 80 餘國近 2000 位神經放射線領域的專家學者來台參與。目前大會已經確認有逾 100 位世界級的專

家將在會議中發表演講，其中許多是諸位耳熟能詳的大師及各位手上教科書的作者，如 Osborn, 

Barkovich, Raybaud, Harnsberger, Meng Law 等等，詳細講者名單請參考網頁：

http://www.snr2018.org/program/ 

 

這是台灣第一次舉辦這個會議，也是 SNR 自 1939 年以來除了日本，唯一在亞洲舉辦的一次。不僅讓

平時辛苦工作無暇出國進修的同好們藉此一次飽覽世界級大師的丰采，也可以讓我們的專業知識與世

界有更緊密的接軌。在台灣外交處境日漸艱困的情況下，這更是一個可以讓全世界再次看見台灣的重

要活動。 

 

然而，要邀請到這麼多世界級的講者，自然必須付出代價。在財務委員會與會議公司經過多次的精算

後，總基本開銷目前已經達到 4 千 9 百萬台幣。我們仍在試著要節省更多支出，但我們亦不希望撙節

到最後犧牲了會議的品質，也丟掉了台灣的面子。 

 

因此，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與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希望能號召所有會員，來協助成就本次會議的成

功。請所有會員能贊助這個得來不易的主辦機會，所有捐款都會由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開立國

稅局認可的正式收據並可以抵稅。 

 

捐款方式：銀行匯款後告知學會帳號以利對帳，並告知收據開立名稱。 

匯款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1427-765-460-813」。 

                      (金融機構代號:006;跨行匯款代號及名稱:1427 石牌分行)。 

                     戶名: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信用卡線上捐款網址：Coming soon 

 

此外，學會於每季季會時亦會設立捐款櫃檯，若不便匯款者亦可直接拿到季會舉辦場地或是學會會

址。欲了解更多詳情，歡迎電洽：02-27372181#1133 轉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http://www.snr2018.org/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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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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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神經血管介入治療訓練課程 

活動時間:2017/07/29 (星期六) 13:30-17:30 

活動地點:員林基督教醫院 4樓會議室 

收費與否:否。若需訓練證明-證書費$3000 

帳戶資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1427-765-446-683」 

 (金融機構代號:006;跨行匯款代號及名稱:1427石牌分行) 

戶名: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Time Activities Speaker Moderator 

13:30~13:35 Opening 李國維院長 

                  Mini-lecture of INR 

13:35~14:00 Balloon-assisted Onyx 

embolization of DAVFs 
羅兆寶 李國維 

14:00~14:25 Update of flow diverter in 

management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 

陳威良 陳啟昌 

14:25~14:50 Update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 

embolization 
崔祐堃 陳啟昌 

14:50~15:00 QA  

15:00~15:30 Break and hospital tour 李國維 

                   Case discussion  

15:30~16:30 Aneurysm、DAVF、AVM 許世偉 歐長憲 

16:30~17:25 Stenosis and stent, thrombectomy 嚴寶勝 陳文賢 

17:25~17:30 Closing 羅兆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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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第三屆測驗式神經放射線複習課程 (2017) 

時  間：2017年 08月 12日(星期六) 

地  點：臺北振興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第二醫療大樓五樓) 

聯絡人：臺北榮總放射線部 張豐基 

** 為 50分鐘; * 為 40分鐘; 其餘為 30分鐘 
 

時間 題目 演講者 座長 

09:20-09:50 Registration / Opening 陳震宇理事長/鄧木火主任 

*09:50-10:30 Brain: Mass lesions  陳雅芳(台大) 
彭信逢 

(台大) 
**10:30-11:20 神放考試大猜題  賴威任(亞東) 

11:20-11:50 Head & Neck 林昭君(中國) 

11:50-12:30 Lunch 

*12:30-13:10 Brain: Diffuse lesions 郭冠宏(亞東) 

張豐基 

(北榮) 
13:10-13:40 Pediatric/ metabolic/ seizure 李函叡(北榮) 

**13:40-14:30 Mimics of neuroradiology 陳虹潔(中榮) 

14:30-15:10 Break 

15:10-15:40 Neurovascular/ Intervention  許世偉(高長) 

羅兆寶 

(北榮) 
*15:40-16:20 Spine  吳秀美(北榮) 

**16:20-17:10 MRS,DWI & SWI: 原理與應用 賴炳宏(高榮) 

17:10-17:30 Discussion & Closing 鄧木火主任/張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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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