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抗 癫 痫 协 会 

       CHINA ASSOCIATION AGAINST EPILEPSY 

———————————————————————————————————————— 

 

关于举办“第七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 

暨第五届世界华人癫痫大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位会员、团体会员，各相关单位及医技人员： 

“第七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暨第五届世界华人癫痫大会”定于

2017 年 10 月 27-29 日在厦门市翔鹭国际大酒店召开。 

“CAAE国际癫痫论坛”创建于2004年，是中国抗癫痫协会（CAAE）

双年度学术例会，已经成为国际癫痫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品牌会

议，规格和水平不断提升，得到了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和国际癫痫

病友会（IBE）的重点推荐和支持，得到了全国癫痫专业同道的高度

评价和积极参与。 

本届论坛的内容继续围绕当前癫痫病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国际

上神经科学领域的前沿学术进展，邀请到国际和国内神经科学领域众

多权威专家，国内外专家济济一堂，共同开展交流与研讨。 

本次论坛的特点是更加国际化，会议的两大亮点为： 

1、“第五届世界华人癫痫大会”同期召开。前四届大会均在台湾

召开，本届大会是首次在大陆举办。来自台港澳及全球癫痫领域有影

响力的华人专家将首次汇聚厦门，展示各自学术成就、共谋学科发展。 

2、“中美 CAAE-AES 癫痫论坛”将首次隆重登场。中国抗癫痫协

会（CAAE）和美国癫痫学会（AES）派出权威专家演讲并开展研讨。

“中美 CAAE-AES 癫痫论坛”是 CAAE 和 AES 双边学术交流互访的重要



形式，根据双方近期签署的协议，该论坛将按年度轮流在中国和美国

的癫痫年会期间举行，开启中美癫痫领域的合作与对话。 

本届论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大会与分会场学术演讲和卫星

会议外，其它主要学术活动还有：1.世界华人青年病例讨论会；2.

癫痫病友会专场；3.“TSC 癫痫诊断与管理论坛”；4.“癫痫精准医

学专场”等。 

欢迎从事癫痫及相关专业的人员积极参会并提交论文或摘要。大

会将进行优秀论文评选，获奖者安排在会议中进行发言，颁发证书和

奖金，并推荐到中国抗癫痫协会官方刊物《癫痫杂志》发表。与会者

将授予国家一类继续教育学分。 

会议相关安排见附件。 

 

 

中国抗癫痫协会 

2017.9.8 

 

 

 

 

 

 

 

 

 

 

 

 

 

 

 



附件一 

第七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暨第五届世界华人癫痫大会 

会议安排 

※ 会议地点 

厦门翔鹭国际大酒店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长浩路 18 号 电话：（0592-3578888） 

※ 会议组委会 

名誉主席：李世绰 

主    席：洪  震 

副 主 席：吴立文、秦炯、廖卫平、栾国明、周东、王玉平、王学峰、肖波、

刘晓燕、王艺、赵文清、关尚勇（台北）、周硕彬（台北） 

秘 书 长：张慧、陈倩（台北）、姚一 

副秘书长：段立嵘、姜玉武、丁玎、刘晓蓉、刘献增、王晓飞、慕洁 

※ 会议学术委员会 

蔡方成、黄远桂、李世绰、林庆、吴逊、迟兆富、邓艳春、丁成赟、丁美萍、

傅先明、高丽、何志义、洪震、黄绍平、黄希顺、姜玉武、金丽日、康德智、

李文玲、李晓裔、李岩、李勇杰、梁树立、廖建湘、廖卫平、林卫红、林志

国、刘晓燕、刘兴洲、刘玉玺、栾国明、秦炯、任惠、邵晓秋、束晓梅、宋

治、孙红斌、孙若鹏、孙涛、孙伟、汪昕、王登勤、王守磊、王薇薇、王为

民、王文志、王学峰、王艺、王玉平、吴立文、肖波、徐纪文、徐建洋、杨

辉、杨天明、杨卫东、姚一、翟琼香、张国君、张建国、张黎明、张明、张

玉琴、张月华、赵文清、周东、周列民、朱遂强、邹丽萍、关尚勇（台北）、

周硕彬（台北）、陈倩（台北）、蔡景仁（台北）、陈忠登（马来西亚）、林诗

晖（新加坡）、梁浩云（香港） 

※ 会议报到及返程 

10 月 26 日全天报到；26 日下午 13:00-17:00 召开“世界华人青年病例讨论

会”；29 日 13:00 后返程。 

报到地点：厦门翔鹭国际大酒店 C 门（注：酒店分 ABCD 四个门） 

※ 会议注册 

1.参会者请向大会秘书处注册，填写注册表。注册方式：传真、E-mail。 

2.注册费标准：10 月 15 日（含）前 900元，10 月 15 日以后及现场交费 1200

元，以汇入协会帐户日期为准。 

3.公司团体注册费统一标准为 1000元/人。 

4.注册代表权利：参加全体会议，领取会议相关资料、会议用包，会议茶休

和用餐等；住宿费自理。 



※ 关于注册费退费的规定 

如果已经缴纳注册费，因故不能参加会议或因重复注册需要退费，须按照以

下规定执行。10 月 15 日（含）前提出退费申请，扣除 10% 相关的费用；10 月

15 日后提出退费申请，扣除 50% 相关的费用。 

※ 汇款地址 

中国抗癫痫协会，账号：0200000709014496245，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王府井金街支行 

   注意事项：汇款时一定注明参会者姓名及开发票单位。 

※ 会议联系 

联系人：王淼、田川 

电话：010-68308546，010-65250423  传真：010-68308546 

E-mail：caae2008@sina.com    网址：www.caae.org.cn 

 

 

 

 

附件二 

征文须知： 

提交的论文内容包括：癫痫预防、诊断、治疗和基础研究等相关的论著、个

案报告等。征文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20 日，征文邮箱：caae2008@sina.com. 

论文要求如下： 

1. 文稿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论点明确、资料可靠，必要时应作统计学

处理。论著一般不超过 4000字（含图表、摘要、参考文献等），个案报告不超过

1000字。来稿需注明是否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 已公开发表的不参加论文评选。 

2. 论文应该使用 A4 纸规格，使用 word 软件编辑，正文 4 号字，采用 1.5

倍行距，提供电子版。 

3. 文题力求鲜明，醒目，能反映文章主题。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依次排

列，同时注明作者单位全称。 

4. 论著需附 1000字以内的中英文摘要，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应

给出主要数据），结论四部分。 

5. 提交论文的同时请附 200字以内的个人简历。 

6. 参加论文评选的必须提供全文。如只提交论文摘要不能参加评奖，但将

编入会刊。 

 

 



附件三 

第七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暨第五届世界华人癫痫大会 

日程安排 

 

2017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四 

08:00- 22:00 全天报到 

13:00- 17:00“世界华人青年病例讨论会暨第五届 CAAE 青年癫痫论坛” 

主持人：姜玉武 陈倩（台北） 

13:00- 13:15 开幕式 

13:15- 13:45 病例一：1 例扣带回癫痫病例报道：症状学、侵袭性 EEG 评估和

手术 

李政家 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外科 

13:45- 14:15 病例二：早期儿童肌阵挛癫痫：一种独立的特发性全面性癫痫 

 杨志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神经科 

14:15- 14:45 病例三：待定 

 梁浩云：香港韦尔斯亲王医院神经内科 

14:45- 15:00 茶休 

主持人：孙伟、梁浩云（香港） 

15:00- 15:30 病例四：待定 马来西亚 

15:30- 16:00 病例五：双侧颞叶癫痫 

周建成 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内科 

16:00- 16:30 病例六：1 例发作性疾病的诊断治疗过程 

             王逢鹏 解放军第 174 医院神经医学中心 

16:30- 17:00 会议总结（姜玉武 陈倩） 

17:00- 19:00 2017 全国病例大赛总决赛 

19:00- 21:00 VIP 晚宴及自助晚餐 

2017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五 

08:15- 09:00 论坛开幕式  主持人：吴立文 

09:00- 12:20 论坛主会场演讲 

主持人：秦炯 关尚勇（台北）周东  

09:00- 09:35 癫痫药物管理 

Martin Brodie  IBE 主席 

09:35- 10:05 眶额区癫痫  

吴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10:05- 10:35 综论脑炎后癫痫 

 林光麟 林口长庚医院小儿神经科 



10:35- 10:50 茶休 

主持人：王学峰 刘晓燕 肖波 

10:50- 11:25 抗癫痫药物认知副作用的监测及个体化应用 

 Christoph Helmstaedter 德国波恩大学 

11:25- 11:55 起始于不同类型细胞构筑皮层亚区的癫痫发作 

刘兴洲 上海德济医院癫痫中心 

11:55- 12:25 脑张量成像预测功能性大脑半球切除术后疗效 

             姚一 解放军第 174 医院神经医学中心 

12:25- 13:05 企业午餐学术专场 

13:30- 18:10“世界华人癫痫大会” 

主持人：洪震 周硕彬（台北）陈忠登（马来西亚） 

13:30- 13:45 开幕式 

13:45- 14:10 台湾癫痫医学会近 30 年回顾 

姚俊兴 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 

14:10- 14:35 中国大陆 AEDS治疗现状与进展 

洪  震 中国抗癫痫协会会长、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14:35- 15:00 癫痫医师的训练与教育 

林诗晖 新加坡中央医院神经科 

15:00- 15:25 癫痫之社会观 

陈忠登 马来亚大学神经医学中心 

15:25- 15:40 茶休 

主持人：周列民 林诗晖（新加坡） 蔡景仁(台北) 

15:40- 16:05 代谢性粒腺体疾病相关癫痫 

黄张梨君 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 

16:05- 16:30 癫痫的神经调控治疗进展与中国脑计划 

             李路明 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16:30- 16:55 台湾新型抗癫痫药物现况及展望 

林秀娜 林口长庚医院脑功能及癫痫科 

16:55- 17:20 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探讨癫痫网路 

林庆祥 马来亚大学 

17:20- 17:45 癫痫与妊娠 

江  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内科 

17:45- 18:00 会议总结（洪震 周硕彬） 

18:00- 18:40 企业学术专场 

19:00- 20:30 大会欢迎晚宴 

 



2017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六 

08:00- 12:15“中美癫痫论坛” 

主持人：李世绰  Elinor Ben-Menachem 

08:00- 08:15 开幕式 

08:15- 08:45 新型抗癫痫药物临床应用之综合思考 

Elinor Ben-Menachem AES 教育委员会主席 

08:45- 09:10 HLA与抗癫痫药物过敏-特异性与共同性 

廖卫平 广州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09:10- 09:40 癫痫外科新进展：激光消融等技术 

Barbara Jobst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09:40- 09:55 茶休 

主持人：Barbara Jobst 栾国明 

09:55- 10:20 颞叶外 MRI 阴性 FCD的手术治疗 

             张凯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10:20- 10:50 神经影像学进展 

Andrea Bernasconi AES 专家-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 

10:50- 11:15 基于病因学的儿童难治性癫痫的综合治疗 

姜玉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主持人：Andrea Bernasconi 张建国 邹丽萍 

11:15- 12:15 集体讨论 

12:15- 12:55 企业午餐学术专场 

13:30- 16:30 分会场专题研讨 

分会场一、癫痫内科及基础相关研究 

主持人：林卫红 王群 黄华品 

分会场二、癫痫儿科相关研究 

主持人：黄绍平 李岩 高丽 

分会场三、癫痫术前定位及外科相关研究 

主持人：张国君 杨卫东 张华 

分会场四、TSC癫痫诊断与管理论坛 

主持人：秦炯 王艺 

1.专题报告（每位演讲 25 分钟，共同讨论 20 分钟） 

TSC癫痫挑战与策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 秦炯） 

TSC癫痫诊断与长期管理（西京医院神经内科 邓艳春） 

TSC癫痫药物治疗进展（解放军总医院儿科 邹丽萍） 

生酮饮食与 TSC癫痫（深圳市儿童医院神经科 廖建湘） 

2.专题讨论：TSC的癫痫外科治疗，集体讨论 50 分钟 



特邀讨论专家：栾国明、梁树立、周文静、姜涛、刘仕勇 

分会场五、癫痫精准医疗相关研究 

主持人：张月华 刘晓蓉 

1.专题报告： 

精准医疗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姜玉武） 

精准医疗与癫痫（广州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廖卫平） 

2.论文宣读 

分会场六、癫痫患者关爱专场 

主持人：丁玎 

1.开幕式及嘉宾讲话 （李世绰、洪震） 

2.国际癫痫日艺术作品奖和最佳故事奖颁奖仪式 

3.国际癫痫病友会介绍（IBE 主席 Martin Brodi） 

4.癫痫学校教育（IBE 秘书长 Mary Secco） 

5.癫痫关爱经验介绍（蒙古抗癫痫协会会长 ATovuudorj） 

6.女性癫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陈蕾） 

7.患者讲故事（我的故事比赛第一名获得者病友） 

8.青春期女性癫痫教育（台南成大医院癫痫科 蔡景仁） 

9.怀孕癫痫妇女的照护（国泰医院神经内科 曾元孚） 

10.问与答、总结 （上海华山医院神经科 丁玎） 

11.癫痫患者互动活动 

16:45- 18:15 企业学术专场 

18:30- 20:00 自助晚餐 

2017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日 

08:00- 12:10 论坛主会场演讲 

主持人：赵文清 丁美萍 康德智 

08:00- 08:35 SEEG检测的新设计 

Mark Cook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部主任 

08:35- 09:10 癫痫的认知与抑郁 

Barbara Jobst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09:10- 09:40 新时代的癫痫精准外科治疗 

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09:40- 09:55 茶休 

主持人：傅先明 邓艳春 杨天明  

09:55- 10:25 儿童癫痫性脑病 

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科 

10:25- 10:55 自身免疫性癫痫的临床症状学特征 

邵晓秋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 



10:55- 11:25 癫痫产生的腺苷机制：动物模型、临床疾病模型和神经调控靶点

的研究 

李天富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1:25- 11:55 高频振荡在癫痫诊疗中的研究现状  

杨晓枫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11:55- 12:10 会议总结（李世绰会长） 

12:10- 13:30 自助午餐 

 

 

 

 

附件四 

 

第七届 CAAE 国际癫痫论坛暨第五届世界华人癫痫大会注册表 

 注意：请于 10 月 10 日前回执，如无住宿预定，届时不能保证您的住房及相应 

的价格。如遇特殊情况，会议房间短缺，会务组有权对您预定的房间进行调整。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科 室  职 务  职 称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个       

人             

信      

息 

手 机  E-mail  

住宿  
预定 

厦门翔鹭国际大
酒店 

高级房□包房（420元） □合住、单床（210元） 
豪华房□包房（450元） □合住、单床（22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