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年度會員大會會暨學術研討會 

《神經心理學開門》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二、合辦單位：成功大學產創總中心之腦心智健康與發展研究中心 

三、課程時間：111年11月19日（六）～111年11月20日（日） 

四、合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精神學科、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 

五、地點：臺北醫學大學(第一天 教研大樓3102、第二天 杏春樓6201、6203) 

六、議程表： 

111年 11月 19日（六）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教研大樓 3102)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20 ~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09:20-09:30 理事長致詞 郭乃文 教授/理事長 

大會專題演講（一） 

09:30-12:00 台灣政策發展：神經心理學於長照和職災的發展契機 
郭乃文 教授/理事長 

何曉婷 博士 

12:00-12:30 
會員大會 

醫策會試評報告(吳玉欣理事)、2022INS巴賽隆納收穫(顏慧詩理事) 

12:30-13:30 ~午餐~ 

大會專題演講（二） 

14:00-15:30 執行功能問卷與評估策略的臨床執行 

郭乃文 教授/理事長 

吳玉欣 臨床心理師 

何曉婷 博士 

15:30-16:30 高齡認知缺損的認知復健計畫 

郭乃文 教授/理事長 

王亭力 臨床心理師 

倪子洛 臨床心理師 

16:30- 理監事會議  



 

 

 

 

 

 

111年 11月 20日（日）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杏春樓 6201、6203) 

會後工作坊（一） 

【社區型心智篩檢測驗（CMSE）- 

標準施測層級】實務工作坊 

會後工作坊（二） 

【神經心理學小型工作坊】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者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者 

08:50- ~報到~ 

09:00-12:00 

CMSE之（1）信效

度的研究；（2）施

測歷程與技術；（3）

常模選用。 

吳玉欣 

臨床心理師 

郭乃文 

教授/理事長 

09:00-12:00 

[癲癇工作坊] 

The Application 

of 

Neuropsychology 

in Epilepsy 

treatment in 

Taiwan- An 

Example of 

Department of 

Epilepsy,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王瑋瀚  

助理教授 

12:00-13:00 ~午休~  

13:00-16:00 

CMSE之（1）篩檢

認知測驗概念；（2）

國際運用篩檢趨

勢；（3）施測歷程

與技術（實際操

作）。 

郭乃文 

教授/理事長 

吳玉欣 

臨床心理師 

13:00-14:30 

自我相關的神經

網路與相關認知

功能 

徐慈妤 

所長/副教授 

16:00- 

課後測驗與 CMSE

之個別操作考試和

回饋（每位學員 30

分鐘） 

助教群 14:30-16:00 

[睡眠工作坊] 

睡眠與神經心理

學的相遇：從基礎

研究到實務應用 

詹雅雯 

助理教授 

~賦歸~ 



 

七、課程報名資格： 

1. 會後工作坊（一）： 

a. 至少已完成 54 小時（一門三學分的課程）的神經心理相關課程經驗（可為學校修課、

本會或相關學會所開設之神經心理相關課程），且報名時需上傳證明，若經本會審

查不符合資格者，本會將於課程結束一週後，將扣除行政手續費後統一退費。 

b. 報名者之醫事人員相關證書或其他相關心智功能專業資格證書（限：職業重建人員、

特殊教育教師等）。 

2. 會後工作坊（二）：無限制。 

八、社區型心智篩檢測驗（CMSE）-標準施測層級】實務工作坊之研習目的 

1. 社區型心智篩檢測驗（Community 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CMSE；郭乃文，2019）乃

一套基於神經心理學概念編製而成、具備信效度之篩檢性測驗工具，可同時適用於醫院、

社區或其他情境下進行腦心智功能篩檢，以檢測出主要全腦功能的受損。本實務工作坊

目的在培養醫事與社會服務相關人員在進行臨床照護與社區服務時，能具備操作篩檢性

測驗之理論概念與實務技術，並達到 CMSE標準施測層級之水準。 

2. 本課程內容包含：（1）篩檢認知測驗概念、（2）國際運用篩檢趨勢、（3）信效的研究、

（4）施測歷程與技術、（5）常模選用，以及（6）課後測驗，除了課室教學、分組演練

之外，還包含個別之操作考試與回饋（每位學員 30分鐘），以確認和檢核學員在完全依

據指導手冊之標準化歷程下，操作與執行 CMSE各題項與計分之正確性，並於操作考試

時提供模擬病人進行實務操作，以協助精確學習實務應用技巧。 

3. 依據 CMSE標準施測層級之專業資格，使用本測驗需完成相關訓練時數，即必頇至少已

完成基本神經心理學達 54小時（等同大學校園內一學期三學分的課程，即 18週*3小時

=54小時）的訓練，作為知識與理論之基礎，再加上 6小時 CMSE實務工作坊。 

4. 本課程已申請臨床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全程參與所有課程並於課後通過考試者將給予

認證證明（標準施測層級），此證明可用以採購本會出版之 CMSE。 

5. 本課程未滿 10 人則取消課程，費用全額退還。 

 

 

 



 

九、師資介紹（依演講順序介紹）  

郭乃文 

教授/理事長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行為醫學研究所（合聘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教授國

立成功大學產創總中心腦心智健康與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部 臨床教師級兼任臨床心理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主任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台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理事長 

台灣醫事聯合臨床技能發展學會 常務理事 

國際神經心理學會（INS）會員、台灣地區代表 

2023年 INS Taiwan meeting 籌辦召集人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 副教授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 理事長、榮譽理事長 

台南光華女中 校長、榮譽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醫學院 講師、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復健部 中級、高級臨床心理師兼督導 

台北榮民總醫院 復健醫療部 副技師、技師 

何曉婷 

博士 

現職 

成功大學職業災害工作強化中心 特約臨床心理師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特約臨床心理師 

教育系統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 臨床心理師 

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職業重建個別職涯諮商輔導服務計畫 輔導人員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 職業輔導評量員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復健發展委員會 執行秘書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監事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專業人員認證審查委員會 委員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理事 

台南新樓醫院身心內科 臨床心理師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臨床心理師 

區域性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雲嘉南區) 特約臨床心理師 

嘉南藥理學院 兼任講師 

嘉義縣身心障礙者聯合會嘉義身心障礙者職業評量中心 職業輔導評量員 

王亭力 

臨床心理師 

 

現職 

心之森心理治療所/建工心喜身心科診所 臨床心理師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單位 特約臨床心理師 

長照專業服務 特約臨床心理師 

教育局特殊教育專業團隊 特約臨床心理師 

社會局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特約臨床心理師 

社團法人高雄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理事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進修中)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碩士 

經歷 
教學醫院小兒科臨床心理師 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主持人 

PAC專責醫院復健科 臨床心理師 



 

倪子洛 

臨床心理師 

現職 

原力復健科診所 臨床心理師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單位 特約臨床心理師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國際會員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專業人員認證審查委員會 委員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進修中) 

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所臨床心理學組 碩士 

經歷 

醫學中心、教學醫院復健科及兒童發展中心 臨床心理師/進階臨床教師 

長照專業服務 特約臨床心理師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復健發展 觀察委員 

吳玉欣 

臨床心理師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復健部 臨床心理師/督導 

嘉義基督教醫院臨床心理中心/奇美醫院復健部 督導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高雄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復健發展委員會 委員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專業人員認證審查委員會 委員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 碩士 

王瑋瀚  

助理教授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監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臨床醫學研究部 兼任研究員 

學歷 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組 博士 

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癲癇科 臨床心理師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神經內科 臨床實習督導心理師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助教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台中復健醫院復健科 臨床心理師/組長 

徐慈妤 

所長/副教授 

現職 
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兼任所長 

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學歷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大學心理系 博士後研究員 

詹雅雯 

助理教授 

現職 中原大學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 博士 

經歷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系 兼任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睡眠中心 兼任臨床心理師 

衛福部雙和醫院睡眠中心 臨床心理督導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 甄審委員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理事 

 

 



 

十、報名方式 

1. 即日起開放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 2022/11/1（二）。報名網址：https://pse.is/4h794k 

2. 報名費用 註：請匯款至新帳號！ 

a. 僅參加 111年 11月 19日（六） （含大會演講和午餐）：本會（社團法人台灣腦心

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會員（常年會費繳交至 111 年度的會員）及合辦單位成員

1000元、學生會員 500元、非會員 2000元。 

*非會員限具臨床心理師或醫師執照者。 

b. 僅參加會員大會（不含午餐）：免費（限常年會費繳交至 111年度之會員）。 

c. 參加 111年 11月 19日（六）（含大會演講和午餐）+ 111年 11月 20日（日）會後

工作坊（二）：本會（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會員（常年會費

繳交至 111年度的會員）及合辦單位成員 2500元（1000+1500元）、學生會員 1250

元（500+750元）、非會員 5000元（2000+3000元）。 

d. 僅參加 111年 11月 20日（日）會後工作坊（一）【社區型心智篩檢測驗（CMSE）

-標準施測層級】實務工作坊：本會（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會

員（常年會費繳交至 111年度的會員）及合辦單位成員 2000元、非會員 4000元。 

e. 參加 111年 11月 19日（六）（含大會演講和午餐）+ 111年 11月 20日（日）會後

工作坊（一）【社區型心智篩檢測驗（CMSE）-標準施測層級】實務工作坊：本會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會員（常年會費繳交至 111 年度的會

員）及合辦單位成員 3000元（1000+2000元）、非會員 6000 元（2000+4000元）。 

f. 僅參加 111年 11月 20日（日）會後工作坊（二）【神經心理學小型工作坊】：本

會（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會員（常年會費繳交至 111 年度的

會員）及合辦單位成員 2000元、非會員 4000元。 

3. 報名費僅接受轉帳繳費，帳號(已更新)合作金庫銀行（006） 1014871100386。報名至

2022/11/1（二）23:59 前或額滿提前截止，完成轉帳才算報名成功，額滿將依繳費順序

先後錄取。 



 

4. 本會將於 2021/11/2（三）統一清點轉帳資料，2021/11/2（三）前未完成匯款者，一律

視為未完成報名。報名截止日後補報名者，報名費用依身分別加倍計算，恕不接受現場

報名。 

5. 本會將於 2022/11/07（一）寄發正式通知與交通資訊。 

6. 報名截止後若欲取消者，請於 2022/11/7（一）前來信取消報名，本會將於課程結束一週

後，扣除行政手續費後統一退費。手續費說明：2022/11/1（二）23:59 前取消者，手續

費為報名費 20%；2022/11/7（一） 23:59 前取消者，手續費為報名費 40%；2022/11/7

（一） 23:59 後取消恕不退費。 

7. 如對課程有相關問題，請洽詢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E-mail: tandmr.edu@gmail.com 

十一、交通資訊 

 

臺北醫學大學校區及附屬醫院平面分佈圖 

校本部 

公車 

1、22、22(區間車)、226、266、266(區間)、288、33、37、38、 藍 5(臺北醫學大學站) 

市民小巴 7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站)  

捷運 (轉本校附設醫院接駁車-市政府站、六張犁站)  

mailto:tandmr.edu@gmail.com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站 2號出口處，每 10分鐘一班專車接駁 (19:30後每 30分鐘一班)。 

文湖線-六張犁站唯一出口往基隆路方向的公車站牌處候車，尖峰時間每 15分鐘一

班，離峰時間每 30分鐘一班車接駁。 

淡水信義線-象山 3號出口上樓後往前直行第一個避車彎候車，約每 40分鐘一班接駁。 

自行駕車 

(國道 3號) 由信義快速道路下來進入信義路，左轉松仁路，右轉松勤街，左轉松智路

後直行過莊敬路約再 300公尺，左側即可見臺北醫學大學校園。 

(環東大道)由基隆路下，直行往台北市政府方向，左轉松高路、右轉松智路後直行過

莊敬路約再 300公尺，左側即可見臺北醫學大學校園。 

Ubike 

台北市吳興街 220巷 59弄(臺北醫學大學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