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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鑑定基礎訓練課程工作坊」訓練簡章 

一、 工作坊目的 

《司法精神鑑定基礎訓練課程工作坊》以「司法精神鑑定理論」、「司法精

神鑑定法規與實務」、「司法精神鑑定專題」三大學群為基礎，將其細緻化

及重新整規，針對相關課程制定明確之訓練課程教材，並以工作坊形式講

授與討論，協助欲從事司法鑑定之精神專科醫師系統化學習司法精神醫學

相關理論與實務知識，以期精進與優化台灣司法精神鑑定之發展。 

二、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三、 主辦單位：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 

四、 辦理時間：111 年 10 月 02 日（星期日）08:00 至 17:00。 

五、 辦理地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三樓英堃講堂（臺北市信義區松德

路 309 號）與 Webex 線上會議併行。 

六、 報名對象：取得精神科專科醫師證照者或於精神科醫學訓練之住院醫師，

前者具優先報名資格。 

七、 報名期限：111 年 09 月 25 日（星期日）或額滿為止。 

八、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本活動相關費用由衛生福利部計畫支出。） 

（一）報名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3VxPTefwdGJhrxUb6  
（二）報名相關資訊將更新於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網站：

https://tapl.org.tw/。 

九、 報名人數：實體會議上限為 50 人，線上會議上限為 200 人。 

十、 議程：詳見附表。 

十一、 注意事項： 

（一）交通資訊：請參閱 https://tpec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84A66
0B74FA152E8&s=29FC9ECE15540F21。 

（二）工作坊中午提供便當。 
（三）本次工作坊預擬申請精神專科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司法精神醫學專

科繼續教育積分。 
（四）全程參與工作坊並完訓者，可獲得司法精神鑑定基礎訓練課程訓練

證明。 

十二、 課程講師介紹請見頁 3-6。 

十三、 聯絡人：計畫助理黃蓉。 
聯絡電話：02-2726-3141 分機 1302；Email: TAPL7001@gmail.com

附件 

https://tap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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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司法精神鑑定品質提升計畫》基礎訓練課程工作坊 
議程表 

 
時間：2022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 08:00 至 17:00 

地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 號）三樓英堃講堂與 Webex線

上會議併行 

 

時間 課程 編撰與講授醫師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司法精神鑑定緒論 吳建昌醫師 

王宗揚醫師 

彭啟倫醫師 

09:00-10:00 司法精神鑑定倫理專題 徐堅棋醫師 

10:00-11:50 司法精神鑑定之程序、工作與技術 楊添圍醫師 

唐守志醫師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4:00 成年監護、意思能力與精神衛生法相關鑑

定：理論與實作 

黃聿斐醫師 

14:00-16:00 思覺失調症患者與雙向（相）情緒障礙症

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與就審能力之鑑定：

理論與實作 

吳建昌醫師 

王宗揚醫師 

彭啟倫醫師 

16:00-17:00 鑑定報告撰寫及例示 王富強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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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編撰與講授課程講師簡介 

吳建昌

醫師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所)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精神科合聘副教授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 

台灣精神專科教育醫學會常務監事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 

學歷： 

哈佛大學健康政策博士（2001-2005） 

哈佛大學法學碩士（2000-2001） 

台大法學院法學碩士（1998-2000） 

台大夜間部法學士（1992-1996） 

台大醫學院醫學士（1983-1990） 

王宗揚

醫師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學歷： 

倫敦國王學院碩士 (Forensic Mental Health, MSc; King’s College 

London) 

長庚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經歷： 

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身心醫學科 主治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身心醫學科 臨床研究員 

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 住院醫師、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實習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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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啟倫

醫師 

現職：屏安醫院主治醫師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精神科總醫師 

徐堅棋

醫師 

現職：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 

馬偕紀念醫院社區暨成癮防治科主任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資深主治醫師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部定助理教授 

國家教育研究院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 

主要學歷： 

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主要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住院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馬偕護專講師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諮系講師 

楊添圍

醫師 

現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一般精神科主任兼院區院長 

臺北市立聯合院區松德院區 精神醫學部院聘主任 

台灣精神醫學會 常務理事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 理事長 

私立臺北醫學大學 部定講師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研究所 碩士 

私立高雄醫學院 學士 

經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精神醫療部一般精神科科主任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院聘醫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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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守志

醫師 

現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 秘書長 

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督導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會員 

台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學歷：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居善醫院主治醫師 

晴天診所兼任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兼任教學研究主治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 研究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司法精神醫學 研究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行政總醫師 

黃聿斐

醫師 

現職： 

草屯療養院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2002.7~） 

草屯療養院司法精神醫學次專科組長（2003.1~）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2017.11~） 

南投縣性侵害加害人治療評估委員（2003.11～2005.10、

2017.11~） 

台中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委員（110.1～） 

南投縣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委員（111.1～） 

學歷： 

政治大學法律系研究所 法學碩士（2010.9~2013.7）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心理健康碩士（2006~2007）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士（199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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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住院醫師（1998.6～2001.6）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兒童青少年精神科總醫師（2001.7～

2001.12）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治療科總醫師（2002.1～ 

2002.6） 

草屯療養院一般精神科主任（2014.10~2017.9） 

彰化監獄性侵害加害人治療評估委員（2014.7～2016.6） 

美國華府聖伊莉沙白醫院及喬治城大學司法精神醫學專科訓練醫

師（Combined Program of St. Elizabeths Hospital and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USA）（2007.8～2008.5） 

王富強

醫師 

現職： 

高雄凱旋醫院 主治醫師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監事 

學歷： 

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高雄凱旋醫院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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