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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本會新氣象：讓會員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推出多項優惠條件、歡迎失聯會員回娘家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為本國第一個為提升急重症醫療品質所成立的醫

學會，自 1982 年創會迄今已歷三十五載歲月有餘，
弟
文進接棒時本會已邁入第十

八屆。在所有非部定專科醫學會當中，本會屬於非常資深的醫學會，在歷屆理監

事的努力下，本會已經建立了相當良好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在過去的歲月當

中，本會已為國內急重症的發展做出相當大的貢獻，包括最早實施重症專科醫師

甄審及其後續重症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制度的建立、重度急救責任醫院分級評定標

準的制訂、以及重症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指導醫師制度的建立與訓練醫院評定等

等。雖然後來有其他與重症相關的醫學會陸續成立，但本學會理監事仍然保有非

常良好的多重科別共同運作模式，為國內目前真正符合跨科別跨團隊的醫學會。

因此，在本學會的學術活動中（包括年會），會員可以有機會接觸及從互動中學

習各個不同專科領域的醫學知識，從而精進及提升其重症醫療照護能力與品質。 

此外，本學會近期不論在國內或國外的會務發展，在新任理監事及秘書處

的共同努力下，皆有相當大的突破成果與創新作為，分別陳述如下： 

（一）國內會務最新進展 

1. 因應會務發展及國內外急重症議題新設或調整各功能委員會，期能強化推動

本會會務及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並加強會員服務，例如會員復權優惠、申

辦便利商店繳交會費、提供獎勵介紹新入會員及新入會員優惠、補助出國出

席國際醫學會議費用等。 

2. 由教育委員會積極規劃定期舉辦重症聯甄課程，擴大參與面，廣邀不同科別

領域專家學者授課，協助會員學習各領域最新急重症醫學知識與臨床經驗，

以進一步提升國內重症照護品質。 

3. 持續進行年會型式改革，除了持續與外傷醫學會合辦外傷課程，同時擴大與

重症醫學會合辦年會內容，包括朝向統一招商、統一論文海報發表方向努

力。同時，透過聯合邀請國際知名專家學者，不但可吸取最新急重症觀念及

研究最新進展，並可與國際友人交流，累積人脈及擴展國際合作機會。 



 

 

 

 

 

 

 

 

 

 

 

 

 

 

 

 

 

 

4. 自 2016 年起本會與重症醫學會合作聯合發行「台灣急重症醫學雜誌」，重

新出發，除了原著、綜合論述、個案報告和影像報告等，亦配合與各學會舉

辦專家共識會議，不定期發行各臨床議題之最新診療建議，去年已發行台灣

急重症鎮靜疼痛譫妄之臨床診療建議。請本會會員多給予支持及踴躍投稿。 

5. 2016 年本會與重症醫學會合作制定台灣急性腎損傷重症病人連續性替代治

療(CRRT)處置共識，今年擴大與腎臟醫學會合作，已有多位理監事受邀進入

腎臟醫學會之急性腎損傷委員會，期能藉由學術交流，進一步提升國人急性

腎損傷之照護品質與預後。 

6. 2016 年本會邀請國際知名急重症超音波專家法國 Cholley 教授與新光醫院急

診部陳國智醫師合辦急重症超音波訓練工作坊，而且同時連續兩年也在年會

舉辦急重症超音坡訓練工作坊，讓會員有機會參與訓練，推動超音坡於急重

症領域之運用。 

（二）國際交流 

1. 2016年本會與歐洲加護醫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SICM)簽訂 Dual membership 和學術研究交流合約。除了擴大國際交流合

作，同時本會有效會員加入 ESICM 會員時可立即享受 40 歐元之折扣，且未

來報名 ESICM 年會活動可續享報名費折扣外，還享有年度訂閱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期刊權及投稿開放式期刊 ICM-Experimental(ICMx)的論文處理

費用 500 歐元折扣，同時可免費取得 PAPERS 3 軟體(搜尋及整理醫學論文與

簡報工具)等。2017 年 ESICM 年會 9 月底將於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歡迎會員

及早規畫踴躍參加。 

2. 今年本會協辦 ESICM 於 2017 年 4 月在香港舉行之歐亞區域加護醫學年會

(ERUO ASIA 2017)，會員有機會不用到歐洲即可聽到歐洲急重症各領域專家

學者的精彩演講，同時藉此機會結交國際友人，擴展人脈。此外，因為本會

是協辦單位，只要是本會有效會員參加此區域年會可享有同等 ESICM 會員之

優惠價，立即折抵 90 歐元。 

3. 本會即將與澳洲紐西蘭加護醫學會(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tensive Care 

Society, ANZICS)簽訂學術研究交流合作備忘錄，除了加強兩會學術研究交流

外，本會會員參加 ANZICS 年會時可享有註冊費之折扣，折扣額度洽談中。

2017 年 10 月 ANICS 年會將於澳洲黃金海岸舉行，歡迎會員及早規畫踴躍參

加。 

4. 本會為西太平洋地區急救加護醫學會(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WPACCM)的創始會員國學會之一，WPACCM 於 2005 年已更名

為亞太重症醫學會(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PACCM)，本會將持續拓展亞太地區與各國之急重症學術交流及合作關係。 

 

 



 

 

 

 

 

 

 

 

 

 

 

 

 

 

 

 

 

 

（三）未來展望 

1. 本會已成立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eccm/?fref=ts），歡迎本會會

員加入分享訊息（可告知秘書處您的 Facebook 名稱，由秘書處邀您加

入）。此外，2017 年起本會自本期開始每季發行會員通訊電子報，提供多

元化會員交流園地，期廣納會員意見，及時處理會員建議及改進學會會務。 

2. 本會已委請教材委員會籌劃出版急重症醫學照護專書，期能提供資深會員進

行教學訓練及會員參加重症聯甄考試之參考，同時也可做為急診與加護病房

醫療團隊成員，例如專科護理師、護理師、呼吸治療師、藥師及營養師等進

修研讀之參考工具書，期能提升跨團隊共同照護之醫療品質。 

3. 本會將持續與各醫學會合作舉辦專家共識會議，繼續制定敗血症、急性呼吸

窘迫症候群、重症營養、復甦後照護和安寧照護等臨床診療建議。 

4. 本會將推動簡化聯甄課程報名費與年費繳交方式，提供多元化繳費管道，使

會員繳交各種相關費用都很便利。 

5. 本會將持續拓展與日、韓、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等亞洲國家的學術合作

交流，讓會員參加各國急重症醫學會年會時能享有更多優惠，同時促成會員

從事國際學術交流與研究之契機，提升台灣急重症在國際的學術地位。 

6. 2017 年本會將舉辦統計研究工作坊，並繼續辦理重症超音波訓練工作坊，

提供會員多元不同領域之學習機會。 

7. 本會除了持續提升現有會員福利外，將陸續推出招募新會員相關活動。例如

鼓勵會員推薦新會員優惠活動（每推薦一人入會，可折抵免繳其個人一年年

費，兩人兩年，以此類推）及會員復權優惠：失聯多年(3 年以上)會員只要

補繳會費$2500（相當於新入會員入會費+當年年費），即可恢復會籍，並即

享有會員各項權益。 

為了本會會務永續經營與發展，本人在此呼籲並期許本會會員能夠積

極參與會務，並提供寶貴意見（可以主動要求加入各個委員會）。此外，竭

誠歡迎失聯會員回娘家，一起打拼，為會員建立歸屬感與使命感，共同為台

灣急重症醫療照護品質與本會會務發展貢獻心力。 

理事長  廖文進 

106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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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依 105.12.12第十八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一、會員復權優惠：失聯多年(3年以上)會員只要補繳會費$2500（相當於新

入會員入會費+當年年費），即可恢復會籍，並即享有會員各項權益。 

二、新入會員優惠：當年度年會後入會之會員，其入會日期及會員權益依提

報理監事會日期生效，但其年度會費則展延至翌年（即隔年年度會費勿需再

繳）。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入會申請： 

一、填妥入會會員申請表(壹張)，貼上相片(壹張)： 

        並覓妥一位本會會員推薦人簽名或蓋章（可請本會秘書處協辦）。 

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個人會員(醫師)：畢業證書、醫師證書、身分證正反面(或台灣地區居留

證)影本各壹份。 

(二)準會員(非醫師)：畢業證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壹份。 

三、申請表、證明文件以掛號寄： 

        10041 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8 樓之 1「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收 

四、經本會甄審委員會初審，送理監事會審查通過後，正式成為會員。 

五、通知繳費： 

請至郵局劃撥：戶名：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帳號：15118828 

入會費：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正。 

常年會費：(一)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正，合計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正。 

              (二)準會員：新台幣柒佰元正，合計新台幣貳仟貳佰元正。 

 

◎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證書展延 (請向母會申請)： 

依規定六年內教育積分需各 60 分(母會 60 分且聯甄 60 分) 

最遲證書失效後一年內積分補足 

請至郵局繳交證書費 3000 元 

劃撥單註明：聯甄重專證書費 

郵政劃撥帳號：1511882-8  戶名：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 

下載申請書填寫及照片 2 吋 2 張 (申請書 1 張、證書 1 張) 

寄至：100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8 樓之 1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收 
          

 



 

 

 

 

 

 

 

 

 

 

 

 

 

 

 

 

 

 

會務報告 

 本會相關學術活動 

日  期 星

期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2016.12.12 

18:00 
一 蘇杭台大會館 1F

風華廳 

第十八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2016.12.17 六 The Lin Hotel 

Taichung 

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 Forum on 

National Outcomes Registry(TTM Forum) 

(黃建華理事出席) 

2016.12.18 日 三軍總醫院

OSCE 臨床技能

訓練中心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105 年重症

醫學專科醫師口試 (麻醉承辦) 通過筆試共 90

位,口試再試 11位,共 101位 

2017.01.09 

14:00 
一 衛生福利部 202

會議室 

衛生福利部召開「急診五級檢傷分類基準」(兒

童版)研商會議(楊久滕副秘書長出席) 

2017.01.25 

18:00 
三 新葡苑(新光三越

百貨台北站前店) 

第十八屆第一次教育委員會議 

2017.02.10 

18:00 
五 新葡苑(新光三越

百貨台北站前店) 

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第二十屆第一次委

員會議 

2017.02.13 一 衛福部 衛福部研商社區安寧緩和醫療推廣策略會議  

(王立敏監事出席) 

2017.02.13 一 新葡苑(新光三越

百貨台北站前店) 

第十八屆第二次秘書處會議 

2017.02.17 五 新葡苑(新光三越

百貨台北站前店) 

第十八屆第一次教材委員會議 

2017.03.04 
14:00-15:30 

六 台大兒童醫院地

下一樓第一會議

室 

第十八屆第一次急救復甦後照護委員會議 

2017.03.04 
15:30-17:00 

六 台大兒童醫院地

下一樓第一會議

室 

TTM 第二次登錄會議 

2017.03.06 一 本會會館 第十八屆第三次秘書處會議 

2017.03.20 一 本會會館 第十八屆第四次秘書處會議 

2017.03.13 

18:30 
一 喜來登蘇可泰餐

廳 

邀約唐高駿前理事長和李建賢前理事長討論本

會財務規劃與運用及如何促進本會與大陸交流

活動 

2017.03.24 五 心臟學會會址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議 

2017.03.25 六 中國醫藥大學立

夫教學大樓 1 樓

101 講堂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AKI-blood purification, Taichung 

Forum (急加承辦：10 分) 

2017.03.31 五 台北喜來登飯店

17 樓請客樓億瑞

廳 

第十八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2017.04.26 三 台大醫院國際會

議中心庭園會館

2 樓 203 廳 

第十八屆第一次學術委員會議 

2017.05.06 
13:00-17:30 

六 台大醫學院 502

講堂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Surgical and Critical illness 

Nutrition Forum (急加承辦：4 分) 

2017.05.07 日 台中大里仁愛醫

院 10 樓泉生大禮

堂 

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ACLS Instructor 

course pretest 

2017.05.27 
12:40-17:05 

六 台大醫學院 101

講堂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2015 PAD 台灣重症鎮靜止痛譫

妄治療指引(北區) (急加承辦：5 分) 

2017.05.28 
12:40-17:05 

日 奇美醫院第五醫

療大樓國際會議

廳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2015 PAD 台灣重症鎮靜止痛譫

妄治療指引(南區) (急加承辦：5 分) 

2017.06.03 六 台中 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第二十屆第二次委

員會議 

2017.06.03 

2017.06.04 
六 

日 

台中大里仁愛醫

院 10 樓泉生大禮

堂 

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ACLS Instructor 

course  

2017.06.25 日 中國醫藥大學立

夫教學大樓 2 樓

201 講堂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證

學分研討會：A New Process to improve patient 

outcome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 

Symposium (急加承辦：8分申請中) 

2017.10.20 

2017.10.21 
六 

日 

中國醫藥大學立

夫教學大樓 

第十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其他學會相關學術活動（請向承辦學會報名） 

日  期 星

期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2016.12.17 六 三軍總醫院地下一

樓第三演講廳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心房顫動暨心衰竭重症醫學學

術研討會 (心臟承辦：5 分) 

2016.12.18 
08:20-12:15 

日 台北榮民總醫院中

正樓 9 樓兒科會議

室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門診中孩子呼吸道照顧的最佳

守門員-北區 (重症承辦：4 分) 

2017.01.08 
08:20-12:15 

日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癌症中心一樓

階梯會議室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門診中孩子呼吸道照顧的最佳

守門員-中區 (重症承辦：4 分) 

2017.01.14 
13:00-17:00 

六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啟川

大樓 10樓 EN討論

室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門診中孩子呼吸道照顧的最佳

守門員-南區 (重症承辦：4 分) 

2017.04.09 日 臺中榮總研究大樓

一樓第二會場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2017 呼吸重症暨肺部感染症研

討會 (胸腔承辦：8 分) 

2017.04.16 日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啟川

大樓 6 樓第二講堂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Pediatric Critical Care (重症承

辦：6 分) 

2017.04.23 日 高雄榮民總醫院門

診大樓一樓第 2 會

議室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2017 重症品質聯甄研討會-南

區(重症承辦：9 分) 

2017.04.30 日 台中榮民總醫院研

究大樓一樓第二會

場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2017 重症品質聯甄研討會-中

區(重症承辦：8 分) 

2017.05.07 

下午 

日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3 樓 South 

Foyer(南軒)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What & why in critical care? (心

臟承辦：4 分) 

2017.06.04 

上午 

日 台大醫學院 101 講

堂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重症專題認

證學分研討會：Pulmonary Disease and Sleep 

Disorder (胸腔承辦：4 分) 

 

 

 

 

 

 

 

 



網路常用相關連結 

國內常用連結 

 急救加護醫學會網

頁 

 聯甄課程活動訊息 

 重症聯甄積分查詢 

 ACLS 

 新會員註冊 

 

國際友會連結 

 歐洲加護醫學會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SICM) 

 紐澳加護醫學會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tensive 

Care Society, 

ANZICS) 

 

 

國際學術活動與友會交流訊息 

 國際學術活動 

日期 地點 活動內容 

2017.04.06-
04.08 

香港 歐亞加護醫學區域年會 (EURO ASIA 2017) 

主辦學會: ESICM (友會) 

本會為協辦學會之一，本會理事長廖文進教授應邀

擔任座長，另有兩位理事陳奇祥部長與陳欽明醫師

獲邀大會演講及擔任座長。 

本會會員參加享會員折扣（減免 90-155 歐元）。 

 

 
2017.06.20-
06.22 

泰國 亞太重症醫學會(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PACCM)年會 

2017.09.23-
09.27 

奧地利維

也納 

歐洲加護醫學會年會 (ESICM LIVES 2017) 

主辦學會: ESICM (友會) 

本會會員註冊 ESICM 會員可享 40 歐元折扣，年會

參加費再享 ESICM 會員折扣。 

http://www.seccm.org.tw/
http://www.seccm.org.tw/
http://www.seccm.org.tw/activ1.asp
http://www.tsccm.org.tw/seccm_pwd.asp
http://www.seccm.org.tw/acls1.asp
http://www.seccm.org.tw/download.asp
http://www.esicm.org/events/annual-congress
http://www.esicm.org/events/annual-congress
http://www.esicm.org/events/annual-congress
http://www.esicm.org/events/annual-congress
http://www.anzics.com.au/
http://www.anzics.com.au/
http://www.anzics.com.au/
http://www.anzics.com.au/
http://www.anzics.com.au/
http://www.esicm.org/events/annual-congress
http://www.esicm.org/events/annual-congress


2017.10.11-
10.13 

澳洲黃金

海岸 

紐澳加護醫學會年會 

主辦學會: ANZICS (友會) 

備忘錄及年會參加費折扣洽談中。 

 

 國際友會交流訊息 

1. 本會於 2016 年 10 月與歐洲加護醫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SICM)簽署 Dual membership 協議書，SECCM 成為 ESICM 認可的國

際雙重會籍學會之一，自 2016 年 11 月生效。除了擴大國際交流合作，同時

本會有效會員加入 ESICM 會員時可立即享受 40 歐元之折扣，成為 ESICM 會

員日後報名 ESICM 年會可續享報名費折扣外，還享有年度訂閱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期刊權及投稿開放式期刊 ICM-Experimental (ICMx)的論文處理費用

500 歐元折扣，同時可免費取得 PAPERS 3 軟體(搜尋及整理醫學論文與簡報工

具)等。本會於 2017 年 4 月協辦 ESICM 於香港舉行之加護醫學區域年會 EURO 

ASIA 2017，明年 4 月亦將於香港舉行，歡迎會員踴躍參加。 

 

2. 本會今年將與紐澳加護醫學會(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tensive Care 

Society, ANZICS)簽訂學術研究交流合作備忘錄，除了加強兩會學術研究交流

外，本會會員參加 ANZICS 年會時將可享有註冊費之折扣，折扣額度洽談中。

2017 年 ANICS 年會將於 10 月於澳洲黃金海岸舉行，歡迎踴躍參加，有意參

加會員請洽秘書處。 

3. 本會為西太平洋地區急救加護醫學會(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WPACCM)的創始會員國學會之一，WPACCM 於 2005 年更名為

亞太重症醫學會(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PACCM)，本

會將協助重建，拓展亞太地區之急重症學術研究合作。APACCM 2017 年年會

將於泰國舉行，現任理事長 Ross Freebairn 教授歡迎我會會員共襄盛舉，有意

參加會員請洽秘書處。 



 

會員交流園地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第十八屆理監事  

(任期：2016/10/25-2018/10/24) 

 

理 事 長 廖文進 

常務理事 尹彙文 張家昇 周迺寬 黃集仁 林宏榮 顏鴻章 張文瀚 陳奇祥  

理        事 黃建華 韓吟宜 王淑惠 張維典 陳志金 黃炳文 李琳 陳欽明 紀崑山 

 黃瑞仁 李宜恭 吳肇鑫 馬漢平 陳國智 胡松原 陳益祥 戴政盛 詹逸凌 

常務監事 蔡維謀(召集人) 周志中 范文林  

監        事 王立敏 黃家樂 李博仁 蘇理盈 顏至慶 蔡卓城  

 

 卓碧卿秘書退休歡送會 

現場由廖理事長致贈紀念品並拍照留念，在溫馨的氛圍下結束會議，卓姐也將於

2 月底卸下學會任務走進其人生另一規劃；秘書處秘書長葉育彰醫師、副秘書長

楊久滕醫師、副秘書長呂忠和醫師、副秘書長蔡易廷醫師及秘書彭季家和秘書羅

雪真，將一貫秉持著熱誠服務各位會員。 

 

 

 

 



 急救加護醫學會理事當選感言                                     理事 馬漢平 

各位會員大家好，我是雙和醫院急診醫學科馬漢平主任，民國 83 年從醫學系畢業

後，即投身於急重症的行列，與其同時加入急救加護醫學會。急重症相關醫學會

當中，本學會除了是歷史悠久，更是廣納多個專科人才的學會，在歷年理事長和

理監事們的帶領下，學會在急重症領域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不勝枚舉。本

人有幸在上一屆開始投入學會的業務，擔任監事一職，本屆為理事的我，期許能

繼續為學會及會員盡一份心力，和學會一起成長，吸引更多專業人員的加入，學

會業務更上一層樓，讓台灣急重症醫療更加優質。 

 

 急救加護醫學會監事當選感言                                     監事 顏至慶 

我是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胸腔內科醫師，目前是呼吸治療學系的副教授，專

長是重症呼吸照顧，在 RCC 負責中重度病人的照顧。最大的成就感是看到呼吸器

脫離困難的病人慢慢穩定下來，後來可以安全脫離呼吸器，甚至可以拔管成功。 

從事重症工作雖然壓力較大，常常是 24 小時，甚至不易有星期例假日，但是看到

病人好轉就會覺得很有成就。 

很感謝急救加護醫學會會員的支持，上屆鄭高珍理事長、張家昇主任及黃家樂教

授的推薦，才能進入學會幫忙。還要感謝現任廖理事長的支持，目前正在幫忙張

家昇主任，共邀臺灣急重症的專家們編寫「急重症醫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對臺灣急重症醫學留下一點貢獻！ 

 

 使命感與當責態度決定我們的高度                      副秘書長 呂忠和 

去年 11 月在廖理事長盛情邀約下，答應接下學會的副祕書長一職，一方面是為了

報答理事長當年的提攜恩情，另一方面也想讓自己了解及學習醫學會的相關行政

事務運作，進入秘書處的這幾個月裡，參與秘書處會議、理監事會議及教材委員

會等各式會議的洗禮後，打破了我既往對學會的刻板印象。有著強烈使命感、果

斷決策力及諸多宏遠抱負的廖理事長引領著來自急診、內外科重症及麻醉領域的

理監事菁英們及當責的所有秘書處夥伴，大家一起決定了急救加護醫學會未來在

台灣醫界的高度。 

 

 

 

 

 

 



 急救加護醫學會臉書專頁由陳志金主委設立 

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eccm/ 

 

 

 

 

網路常用相關連結 
 

 國內常用連結： 

 急救加護醫學會網頁 

 聯甄課程活動訊息 

 重症聯甄積分查詢 

 ACLS 

 新會員註冊 

 國際友會連結： 

 歐洲加護醫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SICM) 

 紐澳加護醫學會(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tensive Care Society, ANZIC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eccm/
http://www.seccm.org.tw/
http://www.seccm.org.tw/activ1.asp
http://www.tsccm.org.tw/seccm_pwd.asp
http://www.seccm.org.tw/acls1.asp
http://www.seccm.org.tw/download.asp
http://www.esicm.org/
http://www.anzics.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