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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地址: l004l台北市青島西路ll號8樸之l

聯絡電話: 02﹣23ll4573
傳真電話: 02﹣23l146l8
電子信箱: seccm.tw＠msa.hinet.net
聯絡人: 羅雪真

受文者:仁愛醫療財圉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l08年5月2日
發文字號:急護謀字第l08096號
附件:課程簡章

主旨:由本會承辦之l08年5﹣6月教育課程。請鼓勵院內同仁踴躍報名參
加’為檮!
說明:

一﹑課程日期地點女口下

108年5月l2日（星期日） l3:00-l7:00高雄榮總3A會議室
「澳洲紐西蘭加護醫學會ANZICSC0RE資料庫和數據科學﹣南區研討會」

l08年5月l9日（星期日）09:30-16:00合大醫學院l0l教室
「澳洲紐西藺加護醫學會川ZICSC0RE資料庫和數據科學﹣北區研討會」

l08年5月25日（星期六﹚ l3:00-18:00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5樓第
三含議室「重症營養新知暨醫學簡報訓練課程﹣南區」

108年6月22日（星期六﹚ 13:00一l8:00台中榮總研究大樓2樓第三會
場「重症營養新知暨醫學簡報訓練課程-中區」

l08年6月l5日（星期六）09:00-l7:00高雄榮總門診大樓l樸第二會
議室「PADIS臨床執行與譫妄評估訓練課程-南區」

l08年6月l6日（星期日）09:00-l7:00臺中榮總研究大樓2樓第一會
場「PADIS臨床執行與譫妄評估訓練課程-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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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最新臨床實證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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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新失口識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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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本會綢站查詢Web:h仕D;／／wwwseccmo「qtW／﹚

理事長

維
7

澳洲紐西蘭加護醫學會ANZICSCORE資料庫和數據科學南區研討會
﹙本課程為研究訂II練推廣課程非聯甄認證課程）
一﹑課程簡介

數據科學是未來醫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從資料庫建置管理到研究應用,都需很嚴謹地把
關’避免錯誤解讚及濫用大數據。DavidPilCher教授是澳洲紐西蘭加護醫學會資料庫﹙ANZICSCORE﹚
主席,此資料庫自l9g2年創立迄今已27年’有將近77％的澳洲和紐西閱醫院加護病房都加人此
資料庫,因為這個資料庫很嚴格地控制品質’因此能發表高品質的研究論文在NEJM和JAMA等
傑出期刊‧急救加護醫學會和台大醫院合作弓∣進CORE資料庫至台灣,未來計畫在急救加護醫學
會、重症醫學會和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等學會的合作推廣下,讓台灣繼日本和印度之後’也加人
這個多國多中心的加護病房資料庫’本次研討會大家有機會聽到Pilch甌教授親自來台介紹ANZICS
創建的歷程與竇貴經驗,PilCher教授也會闡明如何善用大數據及如何避免誤用’此外本研討會也
將由本會學術主委葉育彰醫師講述台灣CORE資料庫建置與願景,並簡介創建資料庫時須注意的
個資保護管制之規定,期待大家能掌握新趨勢’擁抱及善用大數據以改善醫療照護品質‧
■時間:20l9年5月l2日（星期日﹚ l3:00﹣16:30
■地點:高雄榮總門診大樓1樓3A會議室
時間

講題

l3:00

報到

l3:20

l3:30

Opα】ing

講師

黃偉春部主任
高雄榮總重症醫學部

l3:30

l4:l0

l4:l0

l￠:50

TheANZICSCOREregistry

Da▼idPilcher教授

澳洲紐西蘭加護醫學會CORE資
料庫

澳洲Alfi已d醫院
ANZICSCORE主席

TbiwanCOREAPDandGDPR

葉育彰醫師

台灣CORE資料庫和個資保護規

台大醫院麻醉部

定
l4:50
15:20

l5:20

Break

l6:00

休息時間
Bigdataanditsuse∕misusein
IntensiveCare

l6:00

l6:00

l6:40

l6:30

重症大數據與其之使用與誤用
加護病房資料庫建置分析實務分
享﹣高醫經驗
專家討論

■■

DavidPilcher教授
澳洲Alfi已d醫院
ANZICSCORE主席

蔡明儒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All

主辦單位: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高雄榮民總醫院

二﹑費用:
念救加穫醫學會會員: ﹙未註明會員編號視為非會員﹚
主治醫師300元,住院醫師和非醫師150元。

非念救加護醫學會會員:主治醫師￠00元,住院醫師和非醫師200元。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護人員可比照會員價。

因故不克參加’需於課前一週﹙含）知會秘書處,才口手續費100元。提出退費時濡提供本人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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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M轉入截止日

國泰世華籤行館前分行﹙銀行』 弋碼013﹚帳號共1q碣

5／l2

5／8

5

5

z

9

0

0

5

輪入學員身分證號後6碼

●●

2‧繳費後請利用緣上報名系縫完成報名手績

8

●線上報名嬴統g◎◎gIe表早填寫:血旦血旦旦Ll些旦皿D皿丞

﹙或掃描αRc◎de） ,

即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後線上系統會回傳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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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
』●5

報名。

報名優先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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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據上課當天發予‧

會場交通資訊請參考場地官綱‧

戶

澳洲紐西蘭力Ⅱ護醫學會ANZICSCORE資料庫和數據科學北區研討會
﹙本課程為研究訓練推廣課程非聯甄認證課程）
一、課程簡介
數據科學是未來醫學發展的－個重要領域’從資料庫建置管理到研究應用,都需很嚴謹地把
關,避免錯誤解讀及濫用大數據。DavidPilCher教授是澳洲紐西籣加護醫學會資料庫（ANZICSCORE﹚
主席,此資料庫自l9g2年創立迄今已27年,有將近77％的澳洲和紐西蘭醫院加護病房都加人此
資料庫’因為渲個資料庫很嚴格地控制品質’因此能發表高品質的研究論文在NEJM和JAMA等
傑出期刊。急救加護醫學會和台大醫院台作弓∣進CORE資料庫至台灣,未來計畫在急救加護醫學
會、重症醫學會和胸腔簪重斥加護醫學會等學會的台作推廣下,讓台灣繼日本和印度之後,也加人

這個多國多中心的加護病房資料庫。本次研討會大家有機會聽到Pild1歐教授親自來台介紹ANZICS
創建的歷程與寶貴經驗,Pild1er教授也會闔明如何善用大數據及如何避免誤用’如何使用資料庫
資料發表在NEJM和JAMA等高品質期刊‧此外本研討會也將由本會學術主委葉育彰醫師講述台
灣CORE資料庫建置與願景,並簡介創建資料庫時須注意的個資保護管制之規定,由本會副祕書
長李建璋醫師講述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的十件案例和未來契機,本會也邀請信弘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大數據分析軟體,期待大家能掌握新趨勢,擁抱及善用大數據以改善醫療照護品質。

■時間:20l9年5月l9日（星期日﹚09:30﹣l6:20
■地點:台大醫學院l樓l0l講堂
時間

講題

09:30

報到

0g:50

l0:00

講師
●

蔡維謀理事長

op 印1 ng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TheANZICSCOREregistIy

Dav且dPilcher教授

澳洲紐西籣加護醫學會CORE資料庫

澳洲Alhed醫院
ANZICSCORE主席

ll:20

lmwanCOK匕ABDandODEK

茱月亳

ll:20

ll:40

台灣CORE成人加護病房資料庫和個資保護管制之規定
休息

ll:￠0

l2:20

l0:00

l0:10

l0:40

台大醫
■■

DavidPilcher教授

UsingANZICSCOREdatafbrreseard1
使用澳洲紐西闈加護醫學會CORE資料庫進行研究

澳洲A1h已d醫院
ANZICSCORE主席

l2:20

l3:l0

午餐

l3:l0

l3:50

Bigdataanditsuse／misuseinIntensiveCare

DavidPilCher教授

大數據與其之使用和誤用

澳洲Alhed醫院
ANZICSCORE主席

全體

■■

l3:50

lq:20

數據科學專家討論與問答

l4:20

l4:30

休息

l4:30

15:l0

Arti面cialImelligmceinEm酊gmcyandCriticalCare﹣Shanng

■■

ofRealExamples人工智慧在急診與重症的應用﹣實際案例
l5:l0

l5:20

分享
休息

l5:20

l6:00

Bd】indtheblackbox:

■■

Mad】ineleamingal即rithms

and

PossibilityofThiwanCOREdatabase黑盒子的背後﹣機器學
習背後與台灣資料庫的機會

李鷓醫師
台大醫院急診部

主辦單位: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二﹑費用:
念救加護醫學會廿員: ﹙未註明會員編號視為非會員）
主治醫師600元’住院醫師和非醫師300元‧

非念救加護醫學合會貝:主治醫師800元,住院醫師和非醫師￠00元‧
台大醫院醫護人員可比照會員價。
費用舍茶水.午餐
因故不克參加,需於課前一週﹙含）知會秘書處,扣手續費100元。提出退費時濡提供本人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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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

繳費及 報名方 式 ‧

1‧國泰世華釵行繳費:盯M轉帳匯款,或臨櫃繳納
卜■

0＝

課程

盯M轉入截止日

國泰世華』 民 館前分行﹙』 愍 丁』 弋碣013】根號共M碣

5／l9

5／l5

5

■

q

5

Z

9

0

5

5

輪入學員身分證號後6碼

●●

2‧繳費後請利用線上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績

1

●線上報名竄統g◎ogIe表早填寫:https:〃reurlcc／GaL7W﹙或掃描αRcode﹜ ?
即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後線上系統會回傳信件﹚

3‧

即日起受理報名,至課前一週截止﹙或再來電詢問） ;芳遇額滿,則提前停止

●6
●7
●
4●5

報名‧

報名優先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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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據上課當天發予‧

會場交通資訊請參考場地官綱。

︼■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認證課程

重症營養新知暨醫學簡報匐II練課程
UpUate◎nMic『◎nut『ientsandP『esentati◎n
T『ainingf◎『IntensMsts
小班教學限額聯甄積分1分
時間:20Ig年05月25日﹙星期六）

地點: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5樓第三會議室﹙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g01號﹚

一、課程簡介
這是一個新形式的重症教育課程,巧妙地結合了重症營養新知暨重症醫學簡報韌I練兩大部分.

「微營巷素」是近年來重症營搴關注的議題’它在人體代謝﹑免疫功能﹑抗氧化防禦上扮演著
重要角色。在不斷累積的實證醫學基鍵上,歐洲﹑美國及澳洲三大營養醫學會的臨床治療指引中’

也陸續針對靜脈營養患者所須添茹聽蠔「縫臺元素」仍aceeleme叫做出了建議更新’包括了銅﹑
錳劑量的調降’以及晒﹙SclcniUm）元緊菌最巍的缺席到今日的高度被重視.而在國內的臨床應用
上’除了新一代配方的微量元素綜今靜脈褽錨外’國人自行研發的「晒」元素單方靜脈製劑也在
20l8年被核淮上市,為重症營潘治療添了新選擇。

另一方面,跨國學術交流與國際臨床讖驗的今作是近年重症醫學領域的趨勢。清晰流暢的「英
文簡報」能力,正是進行演講﹑報告或是座談的重要工具。本次課程中’將以「微營養素文獻」做
為醫學簡報練習範本,邀請外籍專業簡報顧間來分享增進簡報效能的務實技巧。

本課程採小班教學,除課堂講解外’學員並將進行現場演練。期待能在高密度的學習中’除獲
取重症營養新知外,亦能熟習實用的重症醫學英文簡報技巧,提升國際交流能力。

二﹑授課對象
對重症營養﹣微量元素有興趣,或是準備在國際會議上進行簡報或交流者

三、課表
講師

時間

講題

l3:00﹦13:30

報到

l3 30﹣l3 40

致詞

l3:40-l4:30

重症營養新知﹣微營餮素

韓吟宜醫師
台大醫院創傷加護病房主任

l4:30﹣l5:l5

醫學簡報DosandDon,ts

DanielHailstone

Founde『／ManagingDi『ecto『》theBECC
C◎nsultingG『◎upltd.
l5:l5﹦l5:30

TbaB祀ak

l5 30﹣l6 20

董症營養醫學簡報的圖表數據解說

DanielHails加ne

16:20﹣l7:20

重症營養醫學簡報的起、承、轉﹑令
重症營餐醫學簡報的Q＆A技巧

Founde『／ManagingDi『ect◎﹩theBECC
C◎nsuItingG「OupUd‧

l7:20≒l8:00

主辦單位: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協辦單位:瑪里士實業有限公司

其他積分:衛福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醫師／專科護理師／護士護理師﹚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

四﹑費用:優慼價100元

費用含茶水.αRcode講義﹙含紙本講義﹚
五、繳費及報名方式:
1‧現場繳費

2.線上報名:
●

●

httpS:的eu】『l.cc∕OY7dv﹙或締描αRc◎de﹜ ,
﹂

◎

＝旭

名
報
成

線上報名糸統goOgIe表單填寫
即

●

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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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優先順序以線上報名時間為主‧

5.報名後無法出席最遲課前3天告知學會取消’若未通知爾後將取淌報名本會
課程資格1年。

…
7‧αRcode講義﹙含紙本講義）等資料,上課當天發予‧
8.會場交通資訊請參考場地官網。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認證課程

重症營養新知暨醫學簡報匐II練課程
UpdateonMic『◎nut『iehtsan□P『esentati◎n
T『ainingf◎『Inten≡MStS
小班教學聯甄積分1分
時間:20l9年06月22日（星期六﹚
地點:台中榮總研究大櫻2樓第三會場（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l650號）

一﹑課程簡介
這是一個新形式的重症教育課程’巧妙地鱔令了重症營餐新知暨重症醫學簡報韌I練兩大部分。

「檄營養素」是近年來重症營養關注的議題,它在人體代謝、免疫功能、抗氧化防禦上扮演著
重要角色‧在不斷累積的實證醫學基礎上’歐洲、美國及澳洲三大營養醫學會的臨床治療指引中’
也陸續針對靜脈營養患者所須添加之各類「微量元素」﹙TTaceeIement﹚做出了建議更新,包括了銅﹑
錳劑量的調降’以及晒﹙Selenium﹚元素由最初的缺席到今日的高度被重視。而在國內的臨床應用
上’除了新一代配方的微量元素綜今靜脈製劑外,國人自行研發的「哂」元素單方靜脈製劑也在
2018年被核准上市,為重症營養治療添了新選擇。

另一方面’跨國學術交流與國際臨床試驗的今作是近年重症醫學領域的趨勢‧清晰流暢的「英
文簡報」能力,正是進行演講﹑報告或是座談的重要工具。本次課程中,將以「微營養素文獻」做
為醫學簡報練習範本,邀請外籍專業簡報顧問來分享增進簡報效能的務實技巧。

本課程採小班教學,除課堂講解外,學員並將進行現場演練‧期符能在高密度的學習中,除獲
取重症營養新知外,亦能熟習實用的重症醫學英文簡報技巧,提升國際交流能力.

二﹑授課對象
對重症營養﹣微量元素有興趣,或是準備在國際會議上進行簡報或交流者

三﹑課表
時間

講題

l3:00﹣l3:30

報到

l3 30﹣l3 40

致詞

l3:40﹦1斗:30

重症營養新知﹣微營養素

韓吟宜醫師
台大醫院創傷加護病房主任

l4:30﹣l5:l5

醫學簡報DosandDon,ts

DanielHailstone

講師

Founde『／ManagingDi『ecto『》theBECC
C◎hsu∣tingG『◎upltd‧
l5:15﹣l5:30

TbaBreak

l5 30﹦16 20

重症營養醫學簡報的圖表數據解說

D迦ielHai】Stone

l6:20﹦i7:20

重症營養醫學簡報的起、承﹑轉﹑令

F◎unde『／MahagingDi『eCt◎﹩theBECC
ConsUItingG『OUPUd.

已

17:20己I8:00

董症營養醫學簡報的。＆A技巧

b

主辦單位: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協辦單位:瑪里士實業有限公司

其他積分:衛福部醫事人員繼繽教育﹙醫師／專科護理師／護士護理師﹜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q小時

四、費用:優惠價100元

費用含茶水.αRcode講義（含紙本講義）
五、繳費及報名方式:
1‧現場繳費
Z.線上報名:
https:／keurl.cc／gYD8 b﹙或掃描αRcode） ,

◎

＝兀

名
報
成

線上報名系統google表單填寫
即

●

則提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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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曰

報名。

報名優先﹚∣頂序以線上報名時間為主。

報名後無法出席最遲課前3天告知學會取消,若未通知爾後將取消報名本會
囌睥沉8

課程資格1年。

…墓

αRcode講義（含紙本講義）等資料,上課當夭發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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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DIS臨床執行與譫妄評估訂II練課程﹣南區
t△

聯甄積分7分

一﹑課程簡介
因應重症病人高齡化及多共病症等新挑戰,適當地處理重症病人疼痛﹙Pain﹚﹑躁動（Ag祉ation）、

譫妄﹙DeIi『ium）、不動﹙ImmobiIity）和睡眠中斷﹙SIeepdis『uption）等間題’有可能降低加護病房住院

天數及改善預後.繼美國重症醫學會於2018年發表新的PADIS臨床診療準則後’台灣也跟著修
訂台灣的PADIS治療共識‧台灣現況對於譫妄的評估﹑治療和預防尚未全面普及,因此本次課程
前半部將請國內專家分享各家醫院在PADIS臨床執行及研究的寶貴經驗’同時後半部課程將著重

於譫妄的診斷定義、評估與治療,期能協助各家醫院及早建立譫妄的評估糸統與後續診療處置流
程’更進－步採用ABCDEF組合照護模式可整台PADIS各分項診療,可事半功倍地解決重症病

人疼痛﹑躁動、譫妄﹑不動和睡眠中斷等問題,確實提升國內PADIS的照護品質及改善預後‧
■時間:20l9年6月l5日（星期六）09:30-l7:00

■地點:高雄榮總門診大樓1樓第二會議室（第3會議室.第4會議室.第3A會議室﹚
時

09:00＝09:25
09:25＝09:30

講師

講題

間

致詞

主持人

報到
梁興禮
高雄榮民總醫院重症

醫學鑼斜主任
龔瑞琛
PADⅢanageⅢentin
neurocritica1lyillpatients

l0:l0＝l0:50

PADⅢanageⅢentinⅢedical ICU
patients

q

PADISnatiα1al survey

葉育彰

REDCapandThiwanC0RE

台大醫院麻醉部主治

introduction

醫師

葉育彰

l3:40－l4:20

TaiwanPADISandABCDEFbundles

DeliriuⅢassessⅢentand

ⅢanageⅢent

15:10-l5:40

台大醫院麻醉部主治
醫師
徐勝駿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主治醫師

林杏鱗
高雄榮民總醫院重症
醫學部主治醫師
林杏麟
高雄榮民總醫院重症

醫學部主治醫師

趾eak

l4:20＝14:40

l4:40-l5:10

梁興禮
高雄榮民總醫院重症
醫學部料主任

Ij】nch

l2:00╴l3:00
13:00－l3:40

梁興禮
高雄榮氏總醫院重症
醫學部科主任

heak

l0:50╴ll:20
ll:20－l2:00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神經外科
主洽醫師
郭書宏
高雄榮民總醫院重症
醫學部主治醫師

￠

09:30╴l0:l0

吳東和
高雄榮民總醫院重症
醫學部科主任

CA硼－ICU7評估

IcDsC評估

林芳筠
台大醫院護理部護理
師
巴秀鳳
台大醫院護理部護理
師

陸雅美

高雄縈民總醫院護理
長

鍾幸枝
高濰榮民總醫院護理
長

分組

15:40＝l5:50

l5:50＝l6:50

葉育彰﹙台大醫院麻醉
部主治醫師）
徐勝駿﹙台大醫院精神
醫學部主洽醫師）
巳秀鳳﹙台大醫院護理
部護理師）
林芳筠﹙台大醫院護理
部護理師）
小組指導老師:楊秀芬
（高雄縈民總醫院護理
部副護理長）
小組助教:李春滿（高

﹟OrkShop試評

β
b汐

雄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護理師）
小組指導老師黃明宣
（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
部護理師）

小緬助教黃聖惠（高雄
榮民總醫蹺護理部護
理師）
l6:50－l7:00

領取參加證明

主辨單位: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料醫師聯令甄審委員會
承辦單位: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其他積分:衛福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8小時

二、費用:
聯甄六學會會員之一: ﹙未註明所屬學會會員編號視為非會員﹚
主洽醫師700元,住院醫師350元,非醫師免竇。

非聯甄六學會會員:主治醫師1000元,住院醫師500元,非醫師免費‧

費用含茶水.午餐ORcode講義﹙如需紙本講義請線上報名註明;未註明奢恕不緹供紙本講義﹚
因故不克參加’靄於課前一週﹙含｝知會秘書處,扣手續費100元.提出退費時需緹供本人郵局

﹙銀行﹜存摺封面’於活動當月月底統一匯款退費‧逾時或蕾天未出席者視為棄權’恕不退費.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上課當夭未出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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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M轉入截止日

國泰世攀銀行儼前分狩【銀行代碼013】帳驍共M碼

6／l5聯甄

6∕l1

5

5

z

9

0

6

1

1

輸入學員身分證號後6碼
■

■

2.陬賽圍請利用筵主翅塑﹣墓鎚完成報名手績:
﹨
↗

●

＝↙●

9

線上報名系統go◎gIe表單填寫:lhttps:／／reurl.cc／ZQOz7﹙或掃描αR∞de﹚

,

即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後線上系統會回傳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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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
4●5

報名‧

報名優先﹚I頃序以完成匯款和線上報名為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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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認證課程
ⅢDIS臨床執行與譫妄評估匐】I練課程﹣中區
聯甄積分7分

一﹑鑤程簡介
因應重症病人高齡化及多共病症等新挑戰,適當地處理重症病人疼痛﹙Pain）﹑躁動﹙Ag肘ation﹚、

譫妄﹙DeIinum）﹑不動﹙ImmobiIity）和睡眠中斷（SIeepdis「up↑ion）等間題,有可能降低加護病房住院
天數及改善預後。繼美國重症醫學會於2018年發表新的PADlS臨床診療準則後,台灣也跟著修
訂台灣的PAD∣S治療共識。台灣現況對於譫妄的評估﹑治療和預防尚未全面普及’因此本次課程
前半部將請國內專家分享各家醫院在PADIS臨床執行及研究的寶貴經驗,同時後半部課程將著重
於譫妄的診斷定義、評估與治療,期能協助各家醫院及早建立譫妄的評估系統與後續診療處置流
程,更進一步採用ABCDEF組合照護模式可整合PADIS各分項診療,可事半功倍地解決重症病
人疼痛、躁動、譫妄、不動和睡眠中斷等問題,確實提升國內PADIS的照護品質及改善預後。

■時間:20l9年6月l6日（星期日﹚09:30﹣l7:00

■地點:臺中榮總研究大樓2樓第一會場
時

09:00﹣0g:25

報到

0g:25﹣0g:30

致詞／座長

0g:30﹣l0:l0

PADmanagementinmedicalICUpatiα1ts

l0:l0﹣l0:50

PAD managαnαMnsurgicalICUpatiα】ts

I0:50﹣lI:20

Bre2k

lI:20﹣l2:00

●

徐永吉
三軍總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葉育彰

REDCapandThiwanCOREintroduction

台大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l2:00﹣13:00
l3:00﹣l3:40

ThiwanPADISandABCDEF加Ⅱdles

l3:￠0﹣川:20

assessmα】tandmana熙ment

l￠:20﹦l1:￠0

Break

l4:40﹣l5:l0

CAM﹣ICU7評估

l5:l0﹣15:40

ICDSC評估

I5:40﹣15:50

分組

WbIkShop試評

■

領取參加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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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l6:50

王振宇
台中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部重症內
科主任

PADⅡSnationa1survey
Llmdl

l5:50﹣l6:50

講師

講題

間

葉育彰
台大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院護理部護理師

巴秀鳳
台大醫院護理部護理師

葉育彰﹙台大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徐勝駿﹙台大靨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徐永吉﹙三軍總醫院麻醉部主治圖師﹚
巳秀鳳﹙台大醫院護理部鏗師）
蕭偉伶﹙台大醫院護理部錘長﹚
林芳筠﹙台大醫院纓部鋰師）

其他積分:衛福部醫事人員纖續教育﹙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8小時

二﹑竇用:
聯甄六學合合貝之一: ﹙未註明所屬學會會員編號視為非會員）
主治醫師700元,住院醫師350元,非醫師免竇。

非聯甄六學合合貝:主治醫師1000元’住院醫師500元,非醫師兔竇。

費用含茶水.午餐‧αRcode講義﹛如需紙本講義請線上報名註明;未譁明者恕不提供紙本講氯）
因故不克參加’驕於課前一週﹙含）知會秘書處,才口手續費100元‧提出退費時驕提供本人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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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當天未出席奢,視為放棄。

三﹑繳費及報名方式:
1‧國泰世華籤行繳費:盯M轉帳匯款,或臨櫃繳納
課程

盯M轉入截止日

6／l6聯甄

6／12

固蠹世華銀行館煎分行﹙銀行代碣013】犧醜共1q碼
5 5 2 9 0 6 1 Z 輸入學員身分證蹺後6碼

●

線上報名系統googIe表單填寫

●

●

●●

2.陬圈請利用筵主翹塑﹣墓邈完成報名手續

httpsW【cⅡ】『l‧c吻OWr6﹙或掃描αRcode ） ’

即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後線上系統會回傳信件）

3‧

即日起受理報名’至課前一週截止﹙或再來電詢問） ;芳遇額滿,則提前停止

●6
●7
●
4●5

報名。

報名優先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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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