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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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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漢文  陳啟仁 

                       凌憬峯  蔡元雄  崔祐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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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炳宏  林重榮  嚴寶勝 

           監      事  賴彥君 

 

一、 會議開始。 
 

二、 理事長致詞。 
 

三、 專題報告 : 2018 SNR籌備進度報告:目前募款總經費為$6,703,593，請各位理監
事多多幫忙募款。過去已陸續召開過幾次籌備會議，大會議程預計於明年三月定
案。 
 

四、 報告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及處理： 
1. 第八屆委員會名單(附件一)。 
2. 爭取急性中風介入治療技術費用及 DRG相關因應措施，02/27已與腦中風學會、
神經學學會、神經血管外科與介入治療醫學會共同商討出共識，已擬定兩方案
包括診療技術給付或是包裹式給付交由腦中風學會呈報給衛福部，也安排代表
羅兆寶理事及李國維理事參加 04/28特殊材料專家諮詢會議，會議記錄請見(附
件二)。目前健保署回函建議使用外科 69002B 醫令碼，本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出
的各項意見將由崔祐堃醫師匯整交由腦中風醫學會向健保署進行進一步申覆。 

3. 申請入會會員名單:陳佾昌醫師、許哲銘醫師、詹家豪醫師、顏介琪醫師、李坤
豫醫師(共 5位)。決議:通過。申請入會準會員名單:陳德遠醫師、費立宇醫師(共
2位)。決議:通過。申請神經血管內治療專長認證名單:楊宜曉醫師(共 1位)。
決議:通過。申請介入性血管指導醫師認證名單:曾櫻綺醫師(共 1位)。決議:通
過。 

4. 今年預定舉辦活動事項: 
（1） 預定 08/13(六)舉辦神經血管支架課程，由張豐基理事連絡規劃(附件三)。 
（2） 預定 08/20(六)舉辦第二屆測驗式神經放射線複習課程，由張豐基理事連絡規

劃(附件四)。 
（3） 預定 09/24(六)舉辦 Medical Neuroimaging summit，由陳震宇理事長聯絡規

劃(附件五)。 
（4） 預定 10/29-30(六-日)舉辦秋季學術研討會，目前暫訂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

辦，由陳震宇理事長及謝立群秘書長連絡規畫。並擬訂一併召開第八屆第三次理監
事會議。 

（5） 預定 12/10於高雄舉辦冬季學術研討會，由林偉哲常務理事聯絡規劃，地點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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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高雄佛陀紀念館。 
（6） 2017ASNR(2017/4/22-27)於 Long Beach 舉行，學會將組團參加，請各會員踴

躍參與並留意投稿截止時間(2016/12/09)。 
 
五、 提案討論 : 
提 案  1:105年度專科醫師甄審結果報告。 
說    明:張豐基主任委員。 
決   議:105年度專科醫師甄審總共有九位考生，一位缺考，實際甄審人數為八位。 
         今年題目經過仔細謹慎的挑選，幾乎沒有太大爭議性題目，因此八位醫師皆 
         通過甄審。 
 
提 案  2: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認證辦法修改(附件六)。 
提 案 人:羅兆寶常務理事。 
說    明:修改專長認證辦法並為因應訓練辦法擬於十月初及明年一月初舉辦兩場訓 
         練課程(附件七)，並於十二月下旬舉辦 INR之初級及進階課程。 
決   議:因對於訓練中心資格認定中施行個案數尚未有明確共識，目前僅先附上訓練 
         辦法草案(附件八)，待介入委員會收整各專家意見後於下次理監事會議追蹤 
         進度。訓練課程時間將另行公布。 
 
提 案  3:神經外科醫師申請介入治療認證辦法討論。 
提 案 人:羅兆寶常務理事。 
說    明:因應三位神經外科醫師申請介入治療專常認證是否核發證書。 
決   議:將由介入治療委員會重新審核三位醫師的申請資料，並需要按照學會規定加 
         入會員後再決議是否核發證。後續追蹤:經羅兆寶理事告知神經外科醫學會 
         本理監事會議決議，神經外科醫學會決定自行發給此三位醫師證書。學會將 
         退回對方已經繳付的證書費及所提供的審查資料。 
 
六、 臨時動議。 

 
七、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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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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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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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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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第二屆測驗式神經放射線複習課程 (2016) 

時  間：2016年 08月 20日(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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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分鐘; * 為 20分鐘; 其餘為 30分鐘 
 

 時間 題目 演講者 座長 

 9:20-9:50 Registration / Opening 陳震宇 理事長 

考

古 

**9:50-10:30 神放測驗/筆試易錯題 賴威任(北榮) 

吳秀美

(北榮) 

10:30-11:00 神內影像易錯題 吳致緯(北榮) 

溫

故 

**11:00-11:40 Solitary/unilateral lesions 陳家媛(萬芳) 

11:40-12:10 Spine 賴炳宏(高榮) 

 12:10-13:00             Lunch 

溫

故 

**13:00-13:40 Diffuse/bilateral lesions 陳雅芳(台大) 

彭信逢 

(台大) 

13:40-14:10 神外相關及神經介入放射線學 賴彥君(亞東) 

*14:10-14:30 Head & Neck 吳樹鏗(林長) 

*14:30-14:50 Pediatric  彭信逢(台大) 

 14:50-15:10             Break 

知

新 

**15:10-15:50 Emergency neuroradiology 郭冠宏(亞東) 

張豐基 

(北榮) 
**15:50-16:30 美國神放考題精選 洪聖哲(北榮) 

16:30-17:00 New/hot topics: 我猜 李函叡(北榮) 

 17:00-17:30 Discussion & Closing 鄧木火 主任/張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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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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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認證辦法 

生效日起：自中華民國 105 年 月 日起 

105/06/15 神經介入治療委員會修改 

 

為提升國內相關急性缺血性中風之醫療技術品質和維護國民健康，擬定此辦法。學員接受完整訓

練後由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發放急性缺血性中風經動脈取栓治療專長認證證書，而非單一次專

科醫師訓練。建議衛生署及相關單位以此作為品質管控、提升之辦法。 

 

一、 目標：完成訓練能使用微導管技術及相關特材，經動脈取栓治療急性缺血性中風。 

 

二、 訓練內容：  

這項訓練計劃必須包括： 

1. 神經血管疾病的臨床診斷。 

2. 該類病患的神經學理學檢查。 

3. 急性缺血性中風的自然病程與生理病理機轉。 

4. 急性缺血性中風取栓治療的適應症與禁忌症。 

5. 急性缺血性中風取栓治療之臨床與技術層面了解。 

6. 術前與術後病患之照顧。 

7. 整合有關急性缺血性中風取栓之所有資訊，包括影像醫學、臨床處置與病人之照顧。 

 

三、 訓練時程：以 1 年為原則，前 6 個月為神經血管疾病之照護及基本血管攝影技巧。後 6 個月

實際參與病人治療操作。 

 

四、  受訓人資格： 

1. 具我國神經放射線專科醫師執照，經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審查認可後可參加接受訓

練。 

2. 非具我國神經放射線專科醫師的內外科專科證照者（包括神經外科、神經內科、心

臟內科、心臟外科、血管外科），需具備神經放射線醫學會的準會員資格，至本學

會認可之訓練中心參加訓練 12 個月。 

3. 受訓人須準備醫院正式公文，並向中華民國神經放線醫學會報備，否則不予核備。 

4. 訓練期間合乎下列條件則核發證書。審查資料: 

（1） 參與傳統神經血管評斷個案五十例報告紀錄。 

（2） 參與二十例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報告紀錄。 

（3） 一年內參加有關神經血管內治療之繼續教育課程或研討會 8 小  

    時以上之證明。 

（4） 二年內有一次以上，排名為前三作者之相關論文發表、學會報告 

  記錄，或邀請演講記錄。 

5. 接受國外訓練者時程必需相同，且訓練場所為衛生署及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共同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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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需檢附臨床訓練證明。 

 

五、急性缺血性中風經動脈取栓認證訓練中心資格規定：（需經本學會審通過） 

1. 主持人具有我國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治療專長證書與指導醫師資格。 

2. 主持人必需具我國介入性神經放射線工作五年以上經驗。 

3. 訓練中心每年必需具壹百例以上的相關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放射線病例，方可成為訓

練中心。 

4. 訓練中心必需具備 MR、CT、biplane DSA 等設備。 

5. 訓練中心必需具備神經內、外科加護病房。 

6. 成員除主持人外，最少有另一位指導醫師方可成為訓練中心。 

7. 成員與受訓者比例:如訓練中心師資不足，可與鄰近醫院師資和組成訓練中心，但

須向學會報備，每位指導醫師可訓練一名受訓者，以確保有足夠病歷提供實際操

作、訓練。 

 

六、已領有中華神經放射線醫學會或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神經介入治療專長認證之專科醫師，則自

動合格及取得急性缺血性中風經動脈取栓之專長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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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急性缺血性中風之經動脈取栓治療訓練課程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協辦單位: 臺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收費與否: 否。但若需訓練證明需繳費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Time Activities Speaker Moderator 

13:30~13:35 Opening 理事長-陳震宇 

13:35~13:55 Clinical patient selection 

and post-procedural care 

  

13:55~14:15 Neuroimage ofpatient 

selection and guideline of 

thrombectomy 

  

14:15~14:35 Update of article reviewing   

14:35~14:55 QA  

14:55~15:15 Break 

15:15~15:35 Technique of thrombectomy   

15:35~15:55 Thrombo-aspiration (1)   

15:55~16:15 Thrombo-aspiration (2)   

16:15~16:35 Stent-retrieval (1)   

16:35~16:55 Stent-retriever (2)   

16:55~17:15 QA  

17:15~17:25 Closing 郭萬祐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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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及進階神經血管介入治療訓練課程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協辦單位: 臺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收費與否: 否。但若需訓練證明需繳費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Time Activities Speaker Moderator 

10:00~10:10 Opening 理事長-陳震宇 

 Basic course of INR 

10:10~10:30 Basic understanding of  

Neuroangiography 

  

10:30~10:50 BAVM:angioarchitecture and 

embolization  

  

10:50~11:10 DAVF: angioarchitecture and 

embolization 

  

11:10~11:30 Basic concept of 

embolization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 

  

11:30-11:50 Q&A   

 Break/ Lunch   

13:30~17:30 Advance course of INR: challenge case and complication 

 1.Aneurysm   

2.AVM/DAVM   

3.Carotid stent/thrombectomy   

4.Miscellaneous   

17:20~17:30 Closing 郭萬祐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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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認證辦法草案 

生效日起：自中華民國 105 年 月 日起 

105/06/15 神經介入治療委員會修改 

105/07/31 理監事會議修改 

 

為提升國內相關急性缺血性中風之醫療技術品質和維護國民健康，擬定此辦法。學員接受完整訓

練後由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發放急性缺血性中風經動脈取栓治療專長認證證書，而非單一次專

科醫師訓練。建議衛生署及相關單位以此作為品質管控、提升之辦法。 

 

四、 目標：完成訓練能使用微導管技術及相關特材，經動脈取栓治療急性缺血性中風。 

 

五、 訓練內容：  

這項訓練計劃必須包括： 

8. 神經血管疾病的臨床診斷。 

9. 該類病患的神經學理學檢查。 

10. 急性缺血性中風的自然病程與生理病理機轉。 

11. 急性缺血性中風取栓治療的適應症與禁忌症。 

12. 急性缺血性中風取栓治療之臨床與技術層面了解。 

13. 術前與術後病患之照顧。 

14. 整合有關急性缺血性中風取栓之所有資訊，包括影像醫學、臨床處置與病人之照顧。 

 

六、 訓練時程：以 1 年為原則，前 6 個月為神經血管疾病之照護及基本血管攝影技巧。後 6 個月

實際參與病人治療操作。 

 

七、  受訓人資格： 

6. 具我國神經放射線專科醫師執照，經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審查認可後可參加接受訓

練。 

7. 非具我國神經放射線專科醫師的內外科專科證照者（包括神經外科、神經內科），

需具備神經放射線醫學會的準會員資格，至本學會認可之訓練中心參加訓練至少

12 個月。 

8. 受訓人須準備醫院正式公文，並向中華民國神經放線醫學會報備，否則不予核備。 

9. 訓練期間合乎下列條件則核發證書。審查資料: 

（5） 參與傳統神經血管評斷個案五十例報告紀錄。 

（6） 參與十例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報告紀錄。 

（7） 一年內參加神經放射線醫學會所舉辦之有關神經血管內治療之繼續教育

課程或研討會 8 小時以上之證明。 

（8） 二年內有一次以上，排名為前三作者之相關論文發表、學會報告 

  記錄，或邀請演講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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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接受國外訓練者時程必需相同，且訓練場所為衛生署及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共同承認

者，必需檢附臨床訓練證明。 

 

八、急性缺血性中風經動脈取栓認證訓練中心資格規定：（需經本學會審查通過） 

8. 主持人具有我國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治療專長證書與指導醫師資格，至少要有一位指

導醫師方可成為訓練中心。 

9. 主持人必需具我國介入性神經放射線工作五年以上經驗。 

10. 訓練中心每年必需具壹百例以上的相關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放射線病例，方可成為訓

練中心。 

11. 訓練中心必需具備 MR、CT、DSA 等設備。 

12. 訓練中心必需具備神經內、外科加護病房。 

 

九、已領有中華神經放射線醫學會或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神經介入治療專長認證之專科醫師，則自

動合格及取得急性缺血性中風經動脈取栓之專長證書。 

十、已取得中華神經放射線醫學會神經介入訓練中心資格的醫院，則自動合格及取得急性缺血性中風

經動脈取栓之訓練中心資格。 

註解 [K.H.1]: 此案例數尚無共識，

留待進一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