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函

機關地址: l004l台北市青島西路1l號8樓之l
聯絡電話: 02﹣23ll4573

傳真電話: 02﹣23ll46l8
電子信箱: seccm.tw＠msa.hinet.net
聯絡人; 羅雪真

受文者:仁愛醫療財圍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斗月29日
發文字號:急護謀字第108095號
附件:課程簡章

主旨

本會謹訂於l08年5月25日（星期六）、6月9日（星期日﹚辦理
「lleⅢodyⅡaⅢicⅡonitoring: FroⅢIheorytoClinicalApplication」
「HeⅢodynaⅢicⅡ0nitoringCaseAnalysis﹟0rkshop」 ’請鼓勵院內同
仁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

一、課程日期地點女口下
l08年5月25日（星期六﹚夭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6樓會議室
「HeⅢodynaⅢicⅡoⅡitoring5 FroⅢIheorytoClinicalApplication」

l08年6月9日（星期日﹚合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樸1樸第二會議室
「HeⅢodyIlaⅢicⅡmitoringCaseAnalysisⅢrkshop」

二、本會為「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六學會之
一’致力於各項急重症醫療繼績教育的推動。邀請各專業領域菁
英,整今最新臨床實證觀念:對加護病房醫師、護理人員及其他對
重症醫學有興趣之醫護人員,提供最新知識與概念。
三、敬請公告周知鼓勵院內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四、隨函檢附課程簡章。

正本;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
區、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台安醫院、國軍松山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台
北市立聯今醫院仁愛院區、國泰綜今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禾口平院區、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附設

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財圍法
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萬芳醫院﹑淡水馬偕紀念醫院、亞東紀念醫
院﹑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新北市聯合醫院﹑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耕莘醫院、恩主公醫院﹑輔
仁大學附設醫院、台北慈濟綜今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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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今醫
院﹑澄清醫院中港院區﹑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佛教患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
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國軍蠱中總醫院﹑光田綜合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李綜合醫院﹑
為恭紀念醫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伍伶醫療社團法人員榮綜合
醫院

理事長

︵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認證課程

■、

HeⅢodynaⅢicMonitoringCaseAnalysisWorkshop
聯甄積分8分

一﹑課程簡介

重症照護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體液管理。敗血性休克病患急診給水要看什麼
指標?加護病房又可以看什麼指標才表示水灌足夠了。加護病房術後以及麻醉科術
中要看什麼指標才可盡量達成ERAS的限水目標?

我們從學校到醫院’真的了解休克這種病症嗎?在臨床可依據心輸出量,以及血管
張力來決定休克的種類馮?還是只是依據臨床症狀以及病史來猜測呢?
這次,急救加護醫學會請到大師講課。希望在一天的課程中講清楚血液動力學相關

參數‧並且在下午分成數堂課程分享臨床個案講解各種不同重症病患的體液管理。
本課程念救加護醫學會醫師會員及護理師會員半價優惠
■時間:20l9年6月9日

■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l樓第二會議室
時

報到

08:00－08:30

蔡維謀理事長

開場

08:30－08:40
08:40－09:20

BasicknowledgeofcardiovascularheⅢodynaⅢics

黃俊德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
部

09:20-l0:20

RightTool forRightPatient inⅡeⅢodynaⅡlic
Ⅱonitoring

ll:l5-ll:55

l4:00╴l4:40

－Casesharing

部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投
醫蹺麻醉部

孰大醫院重症醫學部

UPdateofⅢanageⅢentinadvancedARDS﹣Case 傅彬貴主任

台中榮氏鰓醫腕重痙醫學

anal ys1s

夏德樁主任
中國醫學院附投醫院重症
醫學部

部

LunChTiⅢe

optiⅢization
hypotensionⅢanageⅢentinGIsurgery

Post-Operative

fluid

and

呂忠和主任
三單總醫腕麻醉部

ManageⅢentof Acute Heart Failure in ICU 施耀明主任
Patients

國泰綜合醫院外料重症暨
外傷科

－Casesharing

l4:40－l4:55

Takeabreak

l4:55－l5:35

ⅡelHodynaⅢicoptiIIlization inseveretrauⅢa－
Casesharing

15:35－l6:l5

葉育彰主任

李博仁主任
台中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

HemodynamicMonitoringinCriticallyIllPatients 黃煜為部長
withSepsis

ll:55－l3:20
l3:20－14:00

﹣

Takeabreak

I0:20╴l0:35
l0:35－ll:l5

M咀erator

Speaker

Ibpic

間

中山醫學院附股醫院外科
部

袁國慶主任
憂北醫學大學附絞醫院急
診靈痠醫學部

IlowtoconqUerⅢassive∕subllassivepulⅢonary 徐中和主任
eⅢbolisⅢ－CMⅢEK0Sexperience

夏君毅主任

廖文進副院長
中山醫學院附股醫院醫療
品質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
科部心臟血管系週邊科

廖文進副院長
峙■︻

各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其他積分

領參加證明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今甄審委員會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積分8分

中山醫學腕附股醫院醫療
﹟

l6:30

Closing

◎∞

l6:l5－l6:30

◆

詁

其他積分: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今甄審委員會積分8分
衛福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
急診醫學會內科醫學會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8小時

二、費用:
聯甄急救加護醫學會醫師∕護理師會員:500元

聯甄重症醫學會∕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外科醫學會∕麻醉醫學會∕心臟學會之一會員（未註
明所屬學會會員編號視為非會員） : l000元

非聯甄六學會醫師: l500元住院醫師: l000元護理師:750元

費用含茶水.午餐.αRcode講籤﹙如需紙本講義請線上報名註明;未註明者恕不提供紙本講義）
因故不克參加,需於課前一週﹙含）知會秘書處,才口手績費100元。提出退費時需提供本人郵局

﹙銀行﹚存摺封面,於活動當月月底統一匯款退費‧逾時或當天未出席者視為棄權,恕不退費。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上課當天未出席者,視為放棄‧

三﹑繳費及報名方式:

1.國泰世華銀行繳費:叮M轉帳匯款’或臨櫃繳納
課程

叮M轉入截止日

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銀行代碼013】帳號共M碼

6／g聯甄

6／5

5

,∣5╴

Z

9

0

6

0

5

輪入學員身分證號後6碼

,

名

◎

＝兀

報
成

即

鼴賢圄請利用線上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績:羼工褻宅﹣系碗55匪﹣裹覃霞匍:https:／∕rc!】『l.cc／q皿0﹙蟠描αRcode）
●

3。

5

即日起受理報名,至課前一週截止﹙或再來電詢問） ;若遇額滿’則提前停止

●6
●7
●
4●5

報名。

報名優先﹚頃序以完成匯款和線上報名為據,不再另函通知‧
不受理現場報名。

收據、αRcode講義﹛紙本講義）等資料,上課當天發予.
會場交通資訊請參考場地官綢。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認證課程

Ⅱem◎dVnaⅢicM◎nit◎『ing:F『◎mTheo『Vt◎ClinicaI
AppIicati◎h
﹙聯甄積分6分）
一﹑課程簡介
重症照護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體液管理。敗血性休克病患急診給水要看什麼指標?加護病房
又可以看什麼指標才表示水灌足夠了.加護病房術後以及麻醉科術中要看什麼指標才可盡量達成
ERAS的限水目標?

我們從學校到醫院,真的了解休克渲種病症嗎?在臨床可依據心輸出量,以及血管張力來決定休克
的種類嗎?還是只是依據臨床症狀以及病史來猜測呢?
渲次,急救加護醫學會請到大師講課。希望在一天的課程中講清楚血液動力學相關參數‧並且在下
午分成四組依據臨床個案講解各種不同的休克情境,並有－組責地操作超音波’以實作讓各位學員
了解重症體液管理以及血液動力學基礎理論及實務操作‧

本課程急救加護醫學會醫師會員及護理師會貝半價優惠
因為下午分組課程無法太多學員操作,限額╴百名學員
實用的好課程分享給會員及急重症同仁’請盡早報名。

■時間:20l9年05月25日（星期六﹚08:30﹣l5:30
■地點: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6樓會議室
時間

講奢／座長

題目

Opening

）
長鞠

09:00＝09:10

勰勰

報到

吉加
多救
吟急
（

08:30－09:00

座長:蔡錐謀理事長（急救加護醫學會）
09:10－09:50
09:50-10:30
γ0:30－γ0:50

10:50-11:30

HemodynamicmanagementinIntensiveCa『e:The
Sta怕o『theAmnSu『gicalPatient
ARDSpatientt『eatmentp『incipIeandhemodynamic
optimization
Hea／叻ya它ak

EvaIuationandmanagementofC「itica∣Shock
Patients:D『hentiaIDiagnosisandT『eatment
Echoca『diog『aphyapp∣icationinIntensiveCa『eFo「

11:30＝12:10

Ca『diacoutputandfIuidstatemonito『 ﹙B∣ue／FaII
P『o↑ocO∣）

12:70-13:?0

L【〃】ch

侯清正主任

（壢新醫院急重症加護醫學）
劉偉倫主任

﹙輔仁大學內科加護病房）

施耀明醫師

（國泰醫院外科加護病房）
楊子孟醫師

﹙輔仁大學急重症加護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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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工作坊
講師:

吟多吉（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徐永吉﹙三軍總醫院）∕施耀明（國泰醫院）∕楊子孟（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10＝15:10

Stati◎n1 ReaICaseSimulation＝ShockDi脆『entiationandT『eatment

Stati◎n2RightMonitonng帕『theRightPatients

Stati◎n3UpdateonSepsisBundIeCampaign－OptimizationofF∣uid
Resuscitation

Stati◎n4Echoca『diog『aphyinCntica∣Ca『eScenaⅡo
CIosingRema『ks
簽迅續取學分橙明﹙現場未頫或遺失者不予欄發

15:10-15:30

蔡維謀理事長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承辮單位: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其他積分:衛福部醫事人員繼績教育﹙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
急診醫學會內科醫學會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6小時

二﹑費用:
聯甄急救加護醫學會醫師／護理師會員:500元

聯甄重症醫學會∕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外科醫學會∕麻醉醫學會／心臟學會之一會員（未註
明所屬學會會員編號視為非會員）: l000元

非聯甄六學會醫師: l500元住院醫師: l000元護理師:750元
費用含茶水.午餐.αRcode講義﹙如需紙本講義請在報名表或線上報名註明;未註明老恕不提供）

因故不克參加,需於課前一週﹙含）知會秘書處’才口手續費10％。提出退費時需提供本人郵局﹙銀

行﹜存摺封面,於活動當月月底統一匯款退費。逾時或當天未出席者視為棄權,恕不退費.不
便之處敬請見諒。上課當天未出席者,視為放棄‧

三﹑繳費及報名方式:

籃
,≡

驪寒司

繳費後請利用以下管道完成報名手績:
●線上報名糸統g◎◎gIe表單填寓:https:∕∕『eu『I.cc／EmzAl《﹙或掃描αRcode） ,
即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後線上系統會回傅信件）

3‧即日起受理報名,至課前一週截止﹙或再來電詢問） ;若遇額滿,則提前停止
報名。
4。

諭蟾

’不再另函通知。

5b兼蘗霪瑰蕩籮堪j／d﹨
6‧收據、αRcode講義﹙或紙本講義）等資料,上課當天發予。
7‧會場交通資訊請參考場地官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