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臺灣兒童腦瘤聯盟首屆國際學術會議暨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主題：臺灣跨機構多面向兒童腦瘤整合發展 

一、會議日期：110 年 12 月 11 日 (六) 

二、會議時間：08：30 - 18：20  (08:00 報到) 

三、會議方式：實體會議、線上會議雙軌模式 

四、會議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醫綜大樓前棟 4 樓誠樸廳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五、主辦單位：臺灣兒童腦瘤聯盟 (http://www.tpbtc.org.tw/) 

六、協辦單位：臺北神經醫學中心、台灣兒童神經外科醫學會 

七、贊助單位：財團法人登美腦瘤教育基金會、高明見教授、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癌

症中心、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台灣拜耳公司 

八、會議人數：實體會議 80 位，線上 100 位 (如需要學分需在時間內簽到及簽退)。 

九、收費方式：不收費 

十、報名方式：一律線上報名：https://reurl.cc/kL1bVr 

    收到報名資料會在一周內回覆 email，如未收到請再來信或來電詢問，謝謝。 
十一、學分申請中 
      1. 神經外科 2. 神經內科 3. 小兒神經  4. 兒科   5. 血液病  6.放射腫瘤 

十二、秘書處 
      聯絡人：林玉娟 
      E-mail：braintumorped@gmail.com 
      電話：02-28213070 

2021 年臺灣兒童腦瘤聯盟優秀論文獎徵選 
一、對象：所有參與兒童腦瘤診療或研究機構的人員均可報名，不限聯盟會員。 
二、論文發表時間：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與兒童腦瘤相關

之著作均有資格報名。 
三、參賽組別： 
    1. 新秀組：3 名，受獎者需為論文第一作者，且投稿時身分為醫學生、住院醫

師、研修醫師、或研究所碩博士生。 
    2. 資深組：3 名，受獎者需為論文通訊作者，且投稿時身分為主治醫師、助理

教授、副教授、或教授。 
3. 佳  作：2 名。 

四、審查方式：論文審查委員由聯盟顧問高明見教授及理事長指定之理監事共 8 位

組成。 
五、頒獎日期：於聯盟 2021/12/11 國際學術會議中頒獎。 
六、報名方式：線上報名：https://reurl.cc/6DNlrZ 
七、收件截止：即日起至 2021/11/15 中午 12 點截止。 
八、論文格式：論文 PDF 檔、在職證明。 
九、獲獎內容：1. 新秀、資深組：新臺幣伍仟元整。佳作頒發獎狀。 

2. 免費申請入會臺灣兒童腦瘤聯盟，免入會費、2022 年年費。 

https://reurl.cc/kL1bVr
http://www.tpbtc.org.tw/
https://reurl.cc/kL1bVr
https://reurl.cc/6DNlrZ
https://reurl.cc/6DNlrZ


議程-上午 

時間 題目 演講者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08:30-08:50 

跨機構兒童腦瘤病例登錄 NHRI-TPBTC 資料庫共享平

台計劃的系統建置與整合應用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of the NHRI-TPBTC 
pediatric brain tumor registry and sharing bioinformatic platform 

劉柯俊執行長 
(國衛院) 

08:50-09:00 Demo: NHRI-TPBTC 資料庫共享平台 
Demo: NHRI-TPBTC Bioinformatic Platform 

09:00-09:25 
多倫多兒童病院兒童罕見腦瘤聯盟建立的經驗與成果 
Informing biology and clinical practice – the Rare Brain Tumor 
Consortium (RTBC) 

Dr. Annie Huang  
(SickKids, CA) 

09:25-09:50 
兒童中樞神經系統胚胎性腫瘤的當代治療 
Update on treatment approaches to rare pediatric CNS embryonal 
tumors 

Dr. Annie Huang  
(SickKids, CA) 

09:50-10:00 Discussion 

10:00-10:25 
在生物資訊時代兒童低惡性度神經膠質瘤治療 
Treatment of pediatric low-grade grade and high-grade gliomas in 
the biological information era (A sequence of two lectures) (To be 
confirmed) 

Dr. Eric Bouffet 
(SickKids, CA) 

10:25-10:50 
在生物資訊時代兒童低惡性度神經膠質瘤治療 
Treatment of pediatric low-grade grade and high-grade gliomas in 
the biological information era (A sequence of two lectures) (To be 
confirmed) 

Dr. Eric Bouffet 
(SickKids, CA) 

10:50-11:00 Discussion 

11:00-11:10 Break 

11:10-11:35 
兒童腦瘤免疫治療的現狀與未來趨勢 
Immunotherapy a potential new therapy in pediatric brain tumors: 
The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tendencies 

Dr. Hideho Okada 
(UCSF, USA) 

11:35-11:40 Discussion 

11:40-12:05 
WHO CNS5 分類系統在兒童腦瘤應用與重要性 
The application and importance of the 2021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of the CNS in children 

Dr. Jason Chiang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USA) 

12:05-12:10 Discussion 

12:10-12:20 頒獎：2021 年臺灣兒童腦瘤聯盟優秀論文獎 

12:20-12:35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實體、線上會議) 

12:20-13:10 Break & Lunch 
 
 
 
 



議程-下午 
時間 題目 演講者 

13:10-13:30 兒童腦瘤存活者內分泌失調現狀 
Endocrine deficits in survivors of pediatric brain tumors (1) 

童怡靖醫師 
(臺大醫院) 

13:30-13:35 Discussion 

13:35-13:55 兒童腦瘤存活者內分泌失調現狀 
Endocrine deficits in survivors of pediatric brain tumors (2) 

楊佳鳳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13:55-14:00 Discussion 

14:00-14:20 

2021 年 WHO CNS5 新分類下之兒童腦及脊髓

室管膜細胞瘤的治療策略 
Th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of brain and spinal cord 
ependymal tumors under the new 2021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of the CNS 

楊士弘醫師 
(臺大醫院) 

14:20-14:40 
台灣癌症登記中心之腦瘤監測現況 
Current Status of Brain Tumor Surveillance in Taiwan 
Cancer Registry 

洪君儀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14:40-15:00 化學藥物治療治療兒童腦瘤的角色 
The role of chemotherapy for brain tumors in children 

張修豪醫師 
(臺大醫院) 

15:00-15:20 
精準放射治療在兒童癌症與腦瘤治療的演進 
Evolution towards precision radiotherapy in pediatric 
cancer and brain tumor 

李欣倫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5:20-15:30 Break 

15:30-15:55 The role of neurosurgery for tumor of the sellar 
region in children 

Prof. Concezio Di Rocco 
(International Neuroscience 
Institute, Hanover, Germany) 

15:55-16:00 Discussion 

16:00-16:20 兒童視神經膠質瘤的現代治療方法 
Current treatment for optic gliomas 

梁慕理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 

16:20-16:40 
兒童腦瘤存活者的心智功能現狀與介入治療 
Neuro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interventions in survivors 
of pediatric brain tumors 

黃婉如臨床心理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16:40-17:00 兒童腦瘤生存者的生活品質 
The quality of life in survivors of pediatric brain tumors 

顏秀如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17:00-17:20 
放射組學在兒童腦瘤的應用 
Radioge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ediatric brain 
tumors 

謝立群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7:20-17:45 The molecular aspect of CNS GCTs in children Prof. Koichi Ichimura 
(Juntendo University, Japan) 

17:45-18:05 Clinical-molecular correlation of CNS GCTs,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 

黃棣棟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8:05-18:15 Discussion 

18:15-18:20 閉幕式 
Closing ceremo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