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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會員及先進大家好，第十九屆理監事就任已經九個月了，在

這段期間感謝大家對學會活動及會務的支持，尤其是各委員會 

主委以及委員盡心盡力地舉辦活動，讓學會重拾活力信心，為會員們

提供更多的服務。 

  在學術課程方面，這㇐屆急加致力於舉辦多場優質的學術課程，

其中更包含和腎臟醫學會合作舉辦的三場加護病房 CRRT 實作課

程，以及與神經創傷學會合辦的三場神經重症訓練課程。此外， 

急加特別與台中榮總臨床技能中心合辦呼吸器臨床操作工作坊，也與台北醫學大學臨床技能

中心合辦重症超音波實作工作坊，更與今年榮獲國家品質獎的高雄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部合

辦重症復健之工作坊，每㇐場都滿招，座無虛席！值得㇐提的，是與台中榮民總醫院合辦的

中區血液動力學研討會，招收到近兩百位學員參與學習，場面壯盛，史無前例！此外，我們

也致力舉辦各種創新課程。其中包含了由急加首創的醫學簡報訓練課程與國際會議座⾧之訓

練課程。葉育彰前秘書⾧也結合教學與研究，首創重症鎮靜 PADIS 準則教學與研究之課程。

廖文進榮譽理事⾧也針對最近加護病房最重要的「病人自主權利法」進行相關之教育訓練課

程。急加針對急重症實證醫學方面，邀請花蓮慈濟黃彥達醫師於台大醫學院進行㇐整天之 

「實證醫學教育訓練」。年底也將邀請台大急診部李建彰主任進行「急重症統合分析研究」

之相關教育訓練。這㇐切，都是為了厚植台灣急重症教育與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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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事務方面，學會持續與各國際重症學會交流，在去年十二月參與了 APACCM 

會議，並在今年四月協辦了由 ESICM 主辦的 EuroAsia 2019。由於主辦單位對成果非常 

滿意，故指定 EuroAsia 2020 仍在台北舉行。歐洲重症醫學會對台灣舉辦國際會議表示高

度讚許，讓我們對主辦國際會議深具信心，也期待在不久的未來，爭取亞太重症醫學會議

APACCM 於 2021 在台灣舉辦。  

  在國際學術交流方面，我們延續前秘書⾧葉育彰醫師和紐澳重症資料庫 ANZICS CORE

之合作，邀請 ANZICS CORE 理事⾧ Dr. Piltcher 來台巡迴演講。另外研究委員會黃炳文主委

的國際研究計劃「台灣加護病房暨急診品質提升計畫」，也在持續進行當中。急加也與韓國重

症醫學會及日本重症醫學會深入合作，加強兩會年會的互訪以及研究發表。 

  在刊物出版方面，除了學會雜誌的如期出刊外，最近我們將會有二本學會編輯的刊物出

版，㇐本是由黃建華主委所領導的急救復甦後照護委員會主編的「目標溫控治療與急救復甦

後照護臨床手冊」，另外㇐本是由張家昇主委領導的教材委員會主編的「實戰急重症醫學指

引」，未來學會將有更多的學術書籍出版，敬請期待。 

  感謝廖文進榮譽理事⾧建立了良好基礎及對會務持續地支持，我們定必承先啟後，辦理

更多高品質課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學會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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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理監事及各功能委員會聯席會議 
   

第十九屆理監事就任，在蔡理事⾧領導之下，號稱”戰鬥內閣”的各個委員會㇐開始就

全力衝刺。在第㇐次理監事及各功能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中，展現無比的戰鬥力。除酒量好之

外，做事也是眾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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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與學術活動 

會務報告  

 本會相關學術活動 

日  期 星期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2019.01.19 六 奇美醫院第五醫療

大樓 5樓會議室 

聯甄課程：外傷聯合討論會 

(急加/外傷承辦：5 分) 

2019.03.16 
下午 

六 台大醫學院 4樓 

403教室 

聯甄課程：重症營養新知暨醫學簡報訓練課程 
(急加承辦：1分) 

2019.03.21 
19:00 

四 台大醫院新大樓 4

樓麻醉部會議室 

2019聯合年會＆2019 EUROASIA第三屆歐亞年

會小組會議 

2019.03.30 六 三軍總醫院 B1第三

演講廳 

聯甄課程：(急加/神創承辦：9分) 

2019.04.09 二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模擬教育中心 
Acute pain management-basic level 工作坊 
(急加協辦) 

2019.04.21 日 國泰人壽大樓B1國

際會議廳 

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 
ACLS Instructor course Pretest 

2019.04.27 
15:00-18:00 

六 台中福華飯店 5F 

CR500 會議室 

聯甄課程：Nutrition therapy in ICU and Surgical 
patients (急加承辦：3分) 

2019.05.04 六 台大醫學院 302講
堂 

聯甄課程：PADIS臨床執行與譫妄評估訓練課程
-北區 (急加承辦：7分) 

2019.05.12 
下午 

日 高雄榮總 3A會議室 澳洲紐西蘭加護醫學會 ANZICS CORE資料庫和
數據科學南區研討會 

2019.05.19 
上午 

日 台大醫學院 101講
堂 

澳洲紐西蘭加護醫學會 ANZICS CORE資料庫和
數據科學北區研討會 

2019.05.25 
下午 

六 奇美醫院第五醫療
大樓第三會議室 

聯甄課程：重症營養新知暨醫學簡報訓練課程

(急加承辦：1分) 
2019.05.25 
2019.05.26 

六 
日 
國泰人壽大樓B1 國

際會議廳 
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 
ACLS Instructor course  

2019.05.31 
15:00-17:30 

五 台大醫院 B1急診部
討論室 

聯甄課程：2019國際低溫研討會暨兩岸冷靜論
壇Workshop of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for 
providers (急加承辦：3分) 

2019.06.01 六 台大醫學院 102講
堂.103講堂 

聯甄課程：2019國際低溫研討會暨兩岸冷靜論
壇 (急加承辦：8分) 

2019.06 
 

 台北 協辦台灣腎臟醫學會辦理急性腎損傷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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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星期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2019.06.08 六 台中榮民總醫院教
學大樓3樓中央教室 

聯甄課程：Basic Ventilator Hands on Workshop 
(急加承辦：8分) 

2019.06.08 
2019.06.09 

六 
日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 

ACLS Provider Demo Course (南區) 

2019.06.09 日 台中榮民總醫院研
究大樓第二會議室 

聯甄課程：Hemodynamic Monitoring Case 
Analysis Workshop (急加承辦：8分) 

2019.06.15 六 高雄榮總門診大樓
1樓第二會議室 

聯甄課程：PADIS臨床執行與譫妄評估訓練課程
-南區 (急加承辦：7分) 

2019.06.16 日 台中榮總研究大樓
2樓第一會場 

聯甄課程：PADIS臨床執行與譫妄評估訓練課程
-中區 (急加承辦：7分) 

2019.06.22 
下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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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加承辦：1分) 

2019.06.29 六 三軍總醫院 B1第
三演講廳 

聯甄課程：《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ACP）訓練課程 (麻醉/急加承辦：6分) 
2019.06.29 六 台中榮民總醫院教學

大樓三樓中央教室 
聯甄課程：Neurocritical care training course 
 (急加承辦：9 分) 

2019.07.07 
 

日 台北馬偕醫院 聯甄課程：Workshop for post-cardiac arrest care 
(急加承辦：8分) 

2019.07.13 六 台大醫學院 103講
堂 

急救加護實證醫學概論(急加承辦：非聯甄課程) 

2019.07.14 日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模擬教育中心 8樓 

聯甄課程：重症超音波工作坊  
(急加承辦：8分) 

2019.07.27 六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4樓會議室 

聯甄課程：2019腎臟重症與器官支持訓練課程
(北區) (急加承辦：10分) 

2019.07.28 
2019.07.29 

六 
日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 

ACLS Provider Demo Course (北區) 

2019.08.03 六 臺中榮民總醫院教
學大樓 2樓 

聯甄課程：2019腎臟重症與器官支持訓練課程
(中區) (急加承辦：10分) 

2019.08.04 日 奇美醫院第五醫療
大樓第三會議室 

聯甄課程：2019腎臟重症與器官支持訓練課程
(南區) (急加承辦：10分) 

2019.08.10 六 高雄榮民總醫院 門
診大樓第 2會議室 

聯甄課程：重症復健聯甄課程  
(急加承辦：9分) 

2019.08.10 六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 2樓第四講堂、
201~205教室 

聯甄課程：Workshop for post-cardiac arrest care 
(急加承辦：8分) 

2019.08.10 六 國泰人壽大樓 B1 國

際會議廳 
聯甄課程：2019 年重症醫學核心教育課程(一) (重
症承辦：8 分；急加/胸腔/心臟/外科/麻醉協辦) 

2019.08.11 日 國泰人壽大樓 B1 國

際會議廳 
聯甄課程：2019 年重症醫學核心教育課程(二) (重
症承辦：8 分；急加/胸腔/心臟/外科/麻醉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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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星期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2019.08.18 日 國泰人壽大樓 B1 國

際會議廳 
聯甄課程：2019 年重症醫學核心教育課程(三) (重
症承辦：8 分；急加/胸腔/心臟/外科/麻醉協辦) 

2019.08.24 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行政大樓 10 樓

會議室 

聯甄課程：《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ACP）訓練課程  
(麻醉/急加承辦：6分) 

2019.09.07 日 台中榮民總醫院研

究大樓 1 樓第二會

場/教學大樓 3 樓 

聯甄課程：Hemodynamic Monitoring : From 
Theory to Clinical Application 
(急加承辦：6分；) 

2019.09.21 
上午 

六 台中榮總研究大樓
1樓第二會場 

聯甄課程：Post-Cardiac Arrest Care - Make it 
better in 2019 (急加承辦：4分) 

2019.10.12 
2019.10.13 

 

六 
日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 11 樓 1101 

37週年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2019.10.12 
上午 

六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 11 樓 1101 

聯甄課程：高壓氧于重症治療經驗 

(重症/急加承辦4分) 
2019.10.12 

下午 
六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 11 樓 1101 

聯甄課程：Plenary Lecture II 急重症聯合專題 

(重症/急加承辦4分) 
2019.10.13 

上午 
日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 11 樓 1101 

聯甄課程：Plenary Lecture III 急重症聯合專題 

(重症/急加承辦4分) 
2019.10.13 

下午 
日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 10.11 樓 

聯甄課程：精準重症照護 

(重症/急加承辦4分) 
2019.10.26 

上午 
六 高雄榮總急診大樓

6樓第五會議室 
聯甄課程：Post-Cardiac Arrest Care - Make it 
better in 2019 (急加承辦：4分) 

2019.10.26 六 台大醫學院 103 講

堂/台大醫院研究大

樓 9 樓外科會議室 

聯甄課程：北區 ECLS ( ECMO ) Basic training 
program  
(急加承辦：7分；台灣體外維生學會協辦) 

2019.11.02 六 奇美醫院第五醫療
大樓第三會議室 

聯甄課程：Hemodynamic Monitoring : From 
Theory to Clinical Application (急加承辦：6分) 

2019.11.09 
(8/24 改期) 

六 高醫 W 棟 5 樓第五

講堂/臨床技能中心 

聯甄課程：Neurocritical care training course  
(急加承辦：9 分) 

2019.11.16 六 中國醫藥大學安康
大樓 2樓 205教室
(201.202.203教室) 

聯甄課程：Workshop for post-cardiac arrest care 
(急加承辦：8分) 

2019.11.17 日 台大醫學院 501 講

堂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108 年重症醫

學專科醫師筆試 (重症承辦) 

2019.12.14 
下午 

六 台大醫院舊址三西

內科門診 1 樓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108 年重症醫

學專科醫師口試 (急加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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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術活動 

日  期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2019.03.04 
2019.03.05 
2019.03.06 
2019.03.07 

澳洲 Noosa ANZICS CTG 
主辦學會：ANZICS CTG (clinical trial group) 

2019.04.13 
2019.04.14 
2019.04.15 
2019.04.16 

台北王朝大飯店 EUROASIA 2019 (急救加護/重症協辦) 

第三屆歐亞年會(Euro Asia) 

2019.04.26 
2019.04.27 

首爾 KSCCM 2019 年會 

Korean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KSCCM) of 

the 39th KSCCM Annual Congress and Acute Critical 

Care Conference 2019 
2019.05 大陸珠海 大陸重症年會 

2019.06 
 

布里斯本 參與澳洲資料庫馬拉松計畫 

2019.08.23 
2019.08.24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5th Annual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arly Mobilization 

& Rehabilitation in the ICU 
2019.09.28 
2019.09.29 
2019.09.30 
2019.10.01 
2019.10.02 

柏林 ESICM 2019 年會 

2019.10.14 
2019.10.15 
2019.10.16 
2019.10.17 
2019.10.18 

Melbourne,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tensive Care Society 

(ANZICS) and Australian College of Critical Care Nurses 

(ACCCN) will host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on October 14th to 18th 2019 
2019.11.07 
2019.11.08 
2019.11.09 
2019.11.10 
2019.11.11 

澳洲墨爾本 WFSICCM 2019 年會 

ANZICS 2019 年會 (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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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uroAsia國際會議 

  急救加護醫學會團隊，於 2019 年四月中，與歐洲重症醫

學會合辦 EuroAsia 2019 會議。在前秘書⾧葉育彰主委以及蔡

理事⾧的斡旋爭取下，急救加護醫學會與重症醫學會於王朝大

飯店共同完成台灣重症界的盛事。這次國際會議，有超過六百

位國內外重症專家與會，盛況空前。 

  大會期間，在陳志金主委的號召之下，急救加護醫學會的

Facebook 群組，號召國內各路重症專家，㇐同為會議中的演講

做重點整理，甚至是進行演講的直播。大會期間，吸引相當多急

重症同仁加入群組，群組人數更從會議前的百餘人，成⾧為㇐千

餘人。 

  EuroAsia 2019 會議中，主辦方的歐洲重症醫學會對於台

灣主辦會議的能力讚賞有加，故指定 EuroAsia 2020 仍在台北

舉行。會議期間多位著名的歐洲重症大師對台灣留下極深刻的

印象，尤其是台灣的美食以及特殊的文化。也對我們未來主辦

國際會議深具信心。 

 

 

  EuroAsia 2019 會議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屬專門做加護病房輸液研究的大師

Jean Louis Teboul。除了清楚的以流程圖解釋急重症病患輸液的作法外，他也清楚的以實

證醫學的觀點說明 PPV 在相關研究中的適用性。EuroAsia 2019 的會議中，我們也觀察到

ESICM 講師及座⾧間，像好友互相調侃聊天般的教學方式，不但讓聽眾能快速掌握主題，

也讓演講顯得不枯燥，非常值得台灣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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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澳重症資料庫 ANZICS CORE理事長 Dr. Piltcher來台巡迴演講 

  紐澳重症資料庫 ANZICS CORE 成立至今，已經產出數十篇相關的重量級論文。在

EuroAsia 2019 結束之後，急加接待紐澳重症資料庫 ANZICS CORE 理事⾧ Dr. Piltcher

來台巡迴演講。 

  在葉育彰研究主委的邀請下，台大與輔大等多

家醫院已經進行相關的資訊系統整備，以配合與紐

澳重症資料庫的⾧期合作。Dr. Piltcher 更是將來台

演講之全部所得全數捐給急救加護醫學會，做為未

來研究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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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加護醫學會與神經創傷醫學會聯手打造神經重症實作課程 

  神經重症㇐直是近年來急重症醫學界較少接觸的領域。許多外科醫師精於手術，但對於

術後的重症照護不熟悉；而加護病房專責醫師也對神經重症照護不甚了解。這次急救加護醫

學會與神經創傷學會，合辦三場神經重症訓練課程，由高醫大龔瑞琛主任負責規劃研習以及

實作課程。不僅是大堂課程精彩，小組分站課程也針對各種神經重症之議題，包含體液管理、

穿顱超音波、神經重症、低溫療法等，做非常詳細的解說，並透過實際操作，以㇐比六的講

師學員比，讓學員能確實掌握操作要領。這種課程在國內屬於首次嘗試，非常值得明年繼續

擴大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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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加護醫學會與腎臟醫學會聯手打造 CRRT的實作課程 

  舉辦優質與創新的學術課程，是這㇐屆急加的重要任務。韓吟宜主委與黃道民醫師有感

於 AKI-CRRT 的處置能力尚未達國際水準，急救加護醫學會與腎臟醫學會聯手舉辦三場加護

病房 CRRT 的實作課程。在兩會的合作下，邀請到眾多熟悉 AKI-CRRT 的重症專家，於輔大、

中榮、奇美醫院打造三場爆滿的訓練課程。依據國際準則，想要打造加護病房的 AKI 

bundle，必須找齊急重症與腎臟科的專家共同合作。若可檢驗 NGAL，就可以如檢驗心臟

酵素㇐般，快速檢查出病患腎臟受傷的程度。急加與腎臟醫學會聯手走出了第㇐步，也為台

灣加護病房之腎臟衰竭病患打造更好的重症環境。 

 
 

 
 

 

 

    在此三次課程之中，講師發現各醫院加護病房操作 CRRT 的制度不盡相同。有醫院是腎

臟科醫師主導，有的醫院是重症科醫師主導。但依據國際準則，加護病房 CRRT 品管，必須

找急重症與腎臟科專家共同合作。未來需要擷取 CRRT 機器相關品管資料，與腎臟科專家逐

月進行重症 CRRT 相關之品管會議，如此才能進㇐步促進重症病患救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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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加護醫學會與台中榮總臨床技能中心聯手打造呼吸器實作課程 

  為了改變聯甄課程⾧年來簽到簽退的情況，急加特別與台中榮總臨床技能中心合辦呼吸

器臨床操作工作坊。急加為了同時兼顧課程的創新、內容的品質，與維持給急加會員的低價

優惠，急加不惜賠本也要把課程辦到最好。 

  本次課程，原先只有計劃 48 位名額，但是在熱烈報名下，破例開放 80 人報名，急救

加護醫學會也史無前例的公告報名額滿。此次課程後，多位學員在急加臉書發言高度讚賞此

次課程的實用性，尤其改善急診專科醫師第㇐時間插管接呼吸器的恐懼，瞭解在呼吸器發生

alarm 時，需要檢查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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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加護醫學會與輔仁大學臨床技能中心聯手打造血液動力學實作課程 

  血液動力學是大多數重症教科書的第㇐章節，其重要性可見㇐斑。急救加護醫學會於 

輔大醫院、台中榮總、台南奇美舉辦三場血液動力學實作課程，由 EV1000 心臟功能監視器

導引出心臟輸出與血管張力檢測的藝術。在下午的實際操作課程中，由類似於 ACLS 訓練課

程的作法，讓所有學員了解如何監測病患的血液動力狀況，也讓學員了解如何精準控制病患

的輸液以及體液狀況，減少加護病房住院天數。在輔大醫院課程中，難得請到重症醫學界的

大老-侯清正主任擔任第㇐場的講師，在大師開示下，許多急重症界同道都有茅塞頓開的感

覺。台中榮民總醫院傅彬貴主任主辦中區血液動力學研討會，更史無前例招收近兩百位學員

與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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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加護醫學會與「君達補習班」聯手打造急重症實證醫學課程 

  為了厚植台灣急重症教育與研究之基礎，急加針對急重症實證醫學方面，邀請花蓮慈濟

黃彥達醫師與其夫人賴佩君醫師，合作舉辦「君達補習班」，於台大醫學院進行㇐整天創新

實證醫學教育訓練。年底更將邀請台大急診部李建彰主任進行急重症統合分析研究相關教育

訓練。這次課程由淺入深，從實證醫學評讀的基本方法「PICO」、到各種論文的評讀方法，

都㇐㇐介紹。另外，課程中也提供有許多口訣與實用網站，例如關於敏感度與特異性的

「SNOUT」與「SPIN」口訣，以及針對各種急病診斷的敏感度與特異性的實用網站「get the 

diagnosis」，各位學員都獲益良多，佳評如潮！ 

 
  

 
  

 

    今年是急救加護醫學會教育訓練豐收的㇐年，在教育委員會韓主委與全體委員共同努力

下，教育訓練課程幾乎場場爆滿，課後回饋也佳評如潮。尤其要感謝急加課程的筆記組的努

力，讓課程最精華的部份能夠在臉書上分享給沒有辦法參加課程的同好。下半年，我們還會

推出非常精彩的聯甄課程，歡迎大家以會員價繼續進修，也繼續為急重症病患提供最好，最

優質的照護。也請大家關注年會的投稿，尤其是急重症實證醫學競賽以及急重症根本原因分

析競賽。讓我們㇐起改變急重症照護環境。讓國家社會所有大眾都看到我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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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加護醫學會學術委員會主委 葉育彰主委 

敬愛的會員大家好 

    我是學術委員會主委和研究委員會副主委葉育彰醫師，很榮幸

繼擔任本會兩屆秘書⾧之後在蔡理事⾧的支持下接任學術主委和研

究副主委這兩個職務，也要感謝哈秘書⾧情義相挺㇐起努力擴大學

會的國內外學術交流。鑒於會務日趨複雜和易於規畫⾧遠願景，我

們連結學術、研究、國際事務、品質病安和教育等委員會，共同籌

辦系列跨委員會活動，藉由學術交流帶領教育、研究合作、專科發

展和品質管理等領域的國內外互助合作與成⾧。 

    國內學術活動願景: 學術委員會將持續深化急救加護醫學會與重症醫學會兩會聯合年

會的合作層面，2019 兩會聯合年會將採聯合招商、聯合規劃課程、聯合邀請外賓和聯合財

務管理等更深層次的合作擴大年會的規模與深度，並邀請急重症護理學會、臨床藥學會、呼

吸治療學會、專科護理師學會和外傷醫學會等友會共襄盛舉，期待我們的聯合年會變成跨領

域多專科的急重症嘉年華會，促進急重症學識的交流、提升團隊合作的默契和媒合急重症研

究的互助，共同提升台灣的急重症醫療品質。 

    國際學術交流願景: 學術委員會將持續深化急救加護醫學會和重症醫學會兩會國際交

流的合作層面，繼兩會協助 ESICM 在台北舉辦 EuroAsia 2019 重新開啟台灣急重症的大規

模國際交流後，我們將續爭取在台北共同主辦 EuroAsia 2020。我們也和 ANZICS 和新加坡

加護醫學會保持連續三年的交流，未來也希望台灣能在 SG-ANZICS 國際會議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兩會也與韓國重症醫學會建立台韓重症交流共識，自 2020 韓國年會起將大規模邀請

台灣講師和鼓勵台灣急重症會員到韓國發表論文摘要，摘要獲選進行口頭報告的會員將得到

韓方贊助的 500 美元獎勵金，繼之我們也將在 2021 聯合年會，大規模邀請韓國講師和鼓勵

韓國急重症會員到台灣發表論文摘要，台韓交流的最大目的是讓會員彼此認識交流並找到有

共同興趣的朋友㇐起合作進行品管和研究的互相學習互助合作。兩會也與日本、香港、大陸、

美國、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國的重症醫學會保持良好關係，非常期待大家㇐起加入開創國際學

術交流的行列，厚植台灣醫療外交的實力。 

    促進跨國多中心研究合作願景: 這個願景可分為資料庫和臨床試驗兩個領域，這兩個領

域在未來也會越相輔相成越密不可分。在資料庫方面，急救加護醫學會和 ANZICS CORE 成

人加護病房資料庫自 2018 年開始合作，2019 年開始招募第㇐波醫院建置 Taiwan CORE 成

人加護病房資料庫，同時並努力爭取政府資源和企業合作，期待能和澳洲㇐樣全國有將近

77%的加護病房加入，30 年來已累積 250 萬筆加護病房重症病人的寶貴資料，除了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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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制定醫療政策以有效利用寶貴的重症醫療資源，同時因為此資料庫的資料正確性和

完整性高，也得以發表高品質的研究論文在 NEJM 和 JAMA 等期刊。正確完整的多國多中

心大資料庫將是未來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最大根基，期待台灣能在急重症智慧醫療的發展

上加入世界領先群倫，掌握創新卓越的發展契機。在臨床試驗方面，急救加護醫學會已陸續

接洽 ANZICS CTG、ESICM、SCCM 及 ACC CTG (亞洲重症臨床試驗團隊)等研究團隊，並

已建立合作默契，自 2019 年開始已陸續啟動多國多中心的臨床試驗案，我們也會努力爭取

政府和各醫院的資源以鼓勵新的研究模式，期待大家㇐起投入多國多中心臨床試驗，大家㇐

邊學習㇐邊成⾧，㇐起厚積研究能量為台灣培養多位急重症研究超級新星，期待有朝㇐日

Taiwan CTG 也可跟 ANZICS CTG 齊名，期待我們的優秀研究成果能提升國內外的急重症醫

療品質。 

    未來在教育、專科發展和品質管理等領域，我們也會藉由國內學術活動和國際學術交流

協助各領域的宣導與教育訓練，期待重症在台灣能早日變成主專科，我們義無反顧的使命是

捍衛國人急重症醫療品質，我們⾧遠卓越的願景是促進世界急重症醫療發展。謹此共勉，㇐

起努力。 
 

急救加護醫學會病人安全委員會主委 陳欽明主委 

敬愛的會員大家好 

我是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第十九屆急重症醫療品質暨

病人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欽明，很榮幸在理事⾧的推薦

下，能夠擔任此㇐重任。針對這㇐屆會員及理監事會，列出

2019 年重要工作項目及三年 (2018-2021 年) 規劃與願景: 

1. 2019 年 5 月，根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來函，

建議修訂 Propofol 藥品之給付規定，並檢附修訂後五年

間每年預估使用人數及藥費改變情形。 

2. 2019 年 6 月，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來函，為確保名眾用藥權益，強化廠商

必要藥品不足，健全藥品供應短缺通報暨評估處理制度，建議增訂 46 項急救藥物及抗

生素（原 2018 年 6 月 19 日公告 294 項）。 

3. 扎根國內重症醫學教育,著作重症品質暨病安改善相關參考書或治療建議(2019 年)，包括： 

a. 急重症病人復健 ABCDE bundle…陳欽明（HQIC 金獎） 

b. 重症低溫治療之改善經驗…黃建華（HQIC 金獎） 

c. 急重症醫療品質管制⋯陳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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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急重症病人安全/急重症醫病共享決策…以腦傷為例（HQIC19 屆金獎）…陳志金 

e. 急重症 CRRT 品管擷取機器資料經驗⋯哈多吉 

f. 急重症急性心肌梗塞之到院前品質改善經驗/肺高壓品質改善經驗（HQIC 金獎）⋯

黃偉春 

g. 急重症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李博仁 

4. 推廣並建構全國重症醫療品質,並積極推動會員參與並發表於國內外品質競賽或會議(國

內 HQIC、中衛團結圈、國外 ISQua、BMJ open 及 APAC 等等)。 

5. 積極推動會員參與品質暨病安相關國際重症會議(歐洲 ESICM、Euro-Asia、韓國重症醫

學會、海峽兩岸呼吸治療暨國際危重症高峰論壇及深港澳台重症醫學大會等等)，與國際

接軌並提高台灣國際能見度。 

6. 舉辦品質暨病安相關研討會/核心課程,讓會員可以溫故知新；建構並參與 PADIS(pain, 

agitation, Delirium, immobilization & sleep)治療指引推廣會議。 

7. 參與跨領域合作(如心肺復健醫學會、中華全球經脈臨床醫學會及胸腔醫學會)，讓會員

有多元化跨領域學習機會。 

8. 積極參與品質暨病安相關國際學術研究(如 ANZICS)，並促進國內重症品質暨病安相關

資料庫建立，推動及輔導會員積極發表國際 SCI 論文。 

 

基礎呼吸器實作課程課後感言 

臺中榮民總醫院 重症醫學部 王振宇主任                  

敬愛的會員大家好 

    我是秘書處副秘書⾧王振宇醫師，感謝在教育委員會韓吟宜主委

建議下，在年中規劃了基礎呼吸器實作課程。相信大家在住院醫師階

段都有這個經驗，進到加護病房的第㇐天起，突然就被期待會處理敗

血症、ARDS、鎮靜止痛、重症透析與血液動力學的全能重症醫師，

這些主題靠 ICU book、華盛頓手冊、小麻手冊與歷代學⾧傳承下來

的血淚手稿，再加上㇐些些急診學來的話術，勉強還能在那個呼救無門年代的值班夜裡匍匐

前進，但是還是有㇐個難以攻破的禁區，就是呼吸器!    

    沒有學⾧的秘笈(因為前輩也參不透)，呼吸治療師永遠比我們更學術，護理師姐姐永遠

比我們會調機器，下定決心唸完呼吸器教科書，唸完肺生理教科書，真的到了呼吸器面前還

是只敢動動 FiO2，調調 PEEP，趁著離這個痛苦回憶還不算太遠，覺得大家真的有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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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決然就規劃了這次的呼吸器課程，㇐開始的課程目標非常直接，就是希望學員上完課後

的隔天，就敢輕鬆瀟灑的調整呼吸器，攻下重症醫學的最後㇐哩路。 

    好的老師就成功了㇐半，當時邀請了極富教學熱忱，又有能力講到連非胸腔專科背景都

聽得懂的老師；下午實作課程更是高難度，除了會教會調呼吸器，還要唱作俱佳不冷場，更

要有好體力才能完投九局，而且還要求老師們在有限時間內放手讓學員操作，為了讓情境更

有臨場感，中榮臨床技能中心全力相挺，協調了身價破千萬的模擬肺與呼吸器㇐同登場，有

的老師為了完美演繹，㇐早就來測試機器、排演情境，感謝這些瘋狂的講師群，為了達成目

標，不惜血本，放棄端午連續假期，就是為了讓重症病人照顧更上㇐層樓。 

    本來擔心誤判了局勢，想不到預估人數從 48 名，直接加碼到 60 名，當天還有人專程

趕來現場報名，最後突破 80 人大關，學員超乎預期踴躍，各站人數已逼近極限，教室從小

教室升級到 OSCE 國家考場級空間，各站講師也使出渾身解數讓大家滿載而歸。這次經驗讓

我見識到大家對提升重症照顧品質的極度渴望，也感謝學會在報名費用上的全力支持，讓學

員以遠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撐起這個理論與實作並重的課程，錯過的學員不用擔心，明年

我們會再接再厲，套句哈秘書⾧的話:「明年大家繼續來瘋呼吸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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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重症實證醫學「君達補習班」課後心得 

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部 住院醫師 蔡永倫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這半年來，積極推廣各式各樣的課程。這些

精選的課程，把艱深難懂的觀念，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呈現，每㇐場都

叫好又叫座。這次要介紹的課程，堪稱是對住院醫師最有幫助的課程

之㇐。急救加護實證醫學課程，由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實證醫學中心

主持人賴佩君醫師，與花蓮慈濟醫院實驗外科代理主任黃彥達醫師，

共同組成「君達補習班」，為我們講授了實證醫學中，論文評讀的各種重點與細節。 

  實證醫學在日常工作執業的重要性，不僅止於做研究寫論文，而是關係著每㇐個醫療決

策，甚至是病人的安全。我身為㇐個 PGY，將來是急診的住院醫師，我每天的工作都面臨

著各式各樣的決策，而這其中當然少不了查閱最新的研究結果、文獻整理。然而，我們應該

要對任何事抱有懷疑，包含㇐篇刊登在期刊上的論文。這堂課就以各種不同的文獻為分類，

從 RCT、non-RCT、systematic review、meta-analysis，乃至於 guideline 等，分別介紹

該如何評估㇐篇論文的品質。這些實證醫學的知識，經過達叔與賴佩君醫師的精華濃縮後，

在六小時內，由淺入深的分項介紹。對於我這樣剛進入醫院工作環境的年輕住院醫師，這樣

的課程無異於㇐帖速效藥，讓我快速掌握論文評讀的重點技巧。更重要的是，這堂課學

到的 

知識，馬上可以應用在日常工作中，在面對各種文獻證據時，我更有㇐個判斷標準。面對茫

茫論文大海，我們臨床醫師應該「有所信，有所不信」。 

  這堂課對於住院醫師的幫助，可以歸納為三個方向。首先，這堂課讓住院醫師對於評讀

論文更加有方向，搜尋論文不再如大海撈針。其次，對於臨床上㇐些治療、診斷上的疑慮，

不論是記憶模糊的地方，或者是同儕間意見相左之處，這堂課教授的技巧可以很大程度的幫

助釐清問題、找出最好的方案。第三，這堂課有如㇐把通往實證醫學的鑰匙，從這堂課往後

延伸，是無窮無盡的知識，經過這堂課作為墊腳石，未來可以更深入鑽研論文寫作、醫學研

究等等。因此，這堂課對於每㇐位住院醫師來說，都是㇐堂幫助極大的課程。 

  急救加護醫學會未來將繼續舉辦各種精選課程，其中也將針對住院醫師開辦㇐些基礎課

程，歡迎有興趣的見實習醫學生、住院醫師，甚至是年輕主治醫師，多加關注急救加護醫學

會的官網，也可以加入臉書社團，獲取第㇐手的課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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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重症新知及健保相關給付修訂                 輔大醫院 哈多吉  

    美國重症醫學會(SCCM) 繼重症鎮靜止痛相關 PAD 準則後，2018 年更新 PADIS 準則 

(https://www.sccm.org/ICULiberation/Guidelines)。除讓重症病患早期運動(mobilization)
之外，PADIS 準則核心價值在於”輕度鎮靜避免瞻妄”。在輕度鎮靜中希望盡量避免

benzodiazepam，因為 benzodiazepam (BZD)造成瞻妄的機會較高。非 BZD 的藥物中，除

目前加護病房常使用的 propofol 外，另有 dexmedetomidine (Precedex)。不同於 BZD 藥物
作用於 GABA 接受體，dexmedetomidine 是作用於 Alpha 2 接受體。因為在結合 Alpha 2

接受體後可以產生負回饋，因而減少過多的 Norepinephrine 釋放。 

 
圖㇐. Alpha 2 接受體機轉    圖二. GABA 接受體作用機轉     圖三.PRECEDEX 作用部位 
 

    Dexmedetomidine 可作用在腦部的 locus ceruleus，脊椎，以及交感神經。有鎮靜，抗
焦慮以及減低交感神經作用的效果。更重要的是，dexmedetomidine 的鎮靜作用並不會影響

呼吸。總結 dexmedetomidine 的臨床效果為輕度鎮靜(合作式的鎮靜)，輕微的止痛，解焦慮。

近 年 來 的 研 究 更 發 現 有 器 官 保 護 ( 心 臟 / 腦 部 / 腎 臟 等 ) ， 以 及 減 少 顫 抖 的 功 用 。
Dexmedetomidine 劑量是從 0.2-0.7 mcg/kg/hr 開始滴定。在仿單說需要 loading 劑量，但

 在臨床上常因 loading 劑量造成心跳慢血壓低之副作用，故現在加護病房常慢慢增加劑量。

    Dexmedetomidine 是經過肝臟的 Cytochrome P450 代謝，所以嚴重肝臟功能失常的病
患要小心使用。另外，雖然此藥物在心臟血管外術後有保護心臟保護腎臟的作用，但在心臟瓣

膜疾病術後若有心博過慢的情形，也需要小心使用。在臨床實驗中，給予 atropine 可以治療

因使用 dexmedetomidine 所造成的心搏過慢，給予輸液可以解決血壓降低之副作用。美國
FDA 於 1999 年 即 批 准 使 用 dexmedetomidine 。 而 其 後 ， 也 有 研 究 ⾧ 時 間 使 用

dexmedetomidine 作為加護病房病患輕度鎮靜之用藥。 

    之前健保規範僅限於外科術後之病患，且僅可使用 24 小時。今年三月起，健保新的規範更
改為”限用於短期內可拔管需鎮靜之 18 歲以上病患”，”連續使用不得超過 24 小時，再次使用

Dexmedetomi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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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間隔六小時以上”。且每次住院部最多使用三次。依據此健保局之規定，每次使用應不限㇐支

dexmedetomidine，而是可依據病患體重調整劑量(如筆者 80 公斤可能㇐班就用掉㇐支)。 

在連續三班使用 24 小時，則需要停藥六小時。筆者在加護病房通常是白天使用低劑量讓病患

輕度鎮靜不自拔管，而晚上則停藥六小時加上安眠藥使病患安眠。但是也有醫院是白天停藥六

小時讓病患復健，晚上則用較高劑量 dexmedetomidine 使病患安眠。 
    Stephan 等人發表於 JAMA 的研究( 2012)中，發現病患使用PRODEX trial/MIDEX trial，

dexmedetomidine 有比較高的比率表達疼痛，能夠喚醒且可以與護理人員配合(皆 p<0.001)。 

Pandharipande 等人發表於 JAMA 的研究(MEND study 2017)發現使用 dexmedetomidine，
病患有較多天數沒有瞻妄疾昏迷(p=0.01)，同時有較多時間符合鎮靜目標(p=0.04)，但是病患

28 天死亡率沒有統計上之差異。Kawazoe 等人發表於 JAMA 的研究(DEZIRE study )，2017

收集 201 位敗血性插管病患，㇐組使用 dexmedetomidine 鎮靜，㇐組則使用其他鎮靜劑。
28 天死亡率沒有顯著差異(HR:0.69 p=0.20)，但是使用 dexmedetomidine 鎮靜之病患有較

佳的鎮靜效果。 

下圖之存活曲線發現兩組應有差異，但文中描述個案數不足，導致死亡率在統計上不顯著。 

 
圖四.PRECEDEX 之存活分析(DEZIRE)  表㇐.108 年起使用 PRECEDEX 新的健保規範 

    Shehabi 等 人 發 表 於 NEJM 的 研 究 (SPICE III 2019) 中 插 管 病 患 用 trial ，

dexmedetomidine，跟對照組(不使用 dexmedetomidine)相比，90 天之死亡率相當，但是
有較多心搏過緩及低血壓之情形。但研究中使用 dexmedetomidine 之病患中有 64%併用

propofol，3%併用 midazolam，7%併用此三種藥物。此研究設計有汙染(contamination)

之情形。且筆者認為 dexmedetomidine 在藥理學機轉上適合敗血症，而非所有插管病患。
未來需要更多病人數的敗血症 RCT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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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病患使用 dexmedetomidine 有比較高的比率表達疼痛，能被喚醒且可與護理人員配合。
在敗血症病患使用 dexmedetomidine 可能會有比較高的存活率。但這㇐結果還需要更多研

究證實。在近年來的研究更發現此藥物有器官保護(心臟/腦部/腎臟等)，以及減少顫抖的功用。

Dexmedetomidine 的劑量要從 0.2 mcg/kg/hr 開始滴定，在臨床上常因 loading 劑量造成
心跳慢血壓低之副作用，故加護病房使用此藥物不須使用起始劑量(loading)。 

今年三月起，健保新的規範更改為”限用於短期內可拔管需鎮靜之 18 歲以上病患”，”

連續使用不得超過 24 小時，再次使用需間隔六小時以上”。且每次住院部最多使用三次。依
據此健保局之規定，可依據病患體重調整劑量。在連續三班使用 24 小時，則需要停藥六小時。 

依據此健保規範，加護病房可以使用三次(或三個整天)，依據病患體重滴定使用劑量，以達最

佳之鎮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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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加護醫學會會員和重症醫學會會員免費 

協辦學會 500 元、非會員 1500 元、住院醫師：免費(無紀念品) 

憑大會識別證可免費參觀海事博物館、提供 2019 聯合學術年會節目表、點心、

當天午餐、提袋、紀念品。 

聯甄課程、工作坊：需自費 (聯甄課程不須聯甄積分無須繳費) 

 

 

1. 會員免費(不含聯甄課程)  

急加學分每日 20 分，兩日 40 分。 

重症學分每日 10 分，兩日 20 分。 

2. 兩日報到均有紀念品( 每日限領一份) 

還有還有        【尊榮限量早鳥禮】【展場禮】【鐵粉禮】 

 

                                              
 

https://reurl.cc/k55vDr                                   https://www.seccm.org.tw/ 
                                             

 

                            

 

                        

 

搶先知～相關討論議題 
課程筆記資料,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