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2018 年重症醫學核心教育課程簡章 

一、宗旨： 

1. 為考教合一，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台

灣麻醉醫學會、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組成之「中華民國重症

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簡稱「聯甄」，辦理重症醫學核心課程，邀請重症醫學專

業講師，介紹重症醫師臨床上必備之核心課程，提供重症考生或對實用基礎重症醫學有興

趣之醫護同仁進修之機會。本課程將佔本年度重症專科考試一定比例，課後提供參加學員線

上影音檔閱聽。 

2. 課程特色：重症醫學核心教育課程 

3. 參與聯甄考試及聯甄專科醫師證書展延之會員，提供累積聯甄認證課程積分。考試(3年

內)：須母學會及聯甄認證課程積分各30分；聯甄專科醫師證書展延：母學會及聯甄認證課程

積分各60分；歡迎聯甄所屬六學會會員或對本課程有興趣之醫護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承辦單位：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台灣麻醉醫學會 

三、辦理日期、地點及教育積分： 

核心教育課程(一) 2018年9月2日(星期日) 08:00-17:15 

核心教育課程(二) 2018年9月8日(星期六) 08:00-17:15 

核心教育課程(三) 2018年9月9日(星期日) 08:00-17:15 

地點：台大醫學院501講堂 (C區講堂5樓)(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5樓) 

每一場次重症聯甄積分八分。 

四、費用：聯甄所屬六學會會員：NT$1200元/每場次(含茶水、午餐、講義) 

非聯甄所屬六學會會員：NT$1500元/每場次(含茶水、午餐、講義) 

參加學員因故不克出席：核心教育課程（一）、（二）需於8月24日（星期五）當日前來電取消，

核心教育課程（三）需於8月31日（星期五）當日前來電取消並提供存簿影本，退費均扣除處理

費100元，於上課當月月底前匯款退費，其餘狀況不退，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上課當天未出席者，

視為放棄恕不退費，課後奉寄收據及上課講義。 

五、繳款方式，請以下擇一：多堂報名可一併繳費  

1.  銀行晶片提款卡、郵局晶片提款卡、晶片卡讀卡機、網路eATM轉帳程式： 

轉入銀行代號：７００，轉入帳號：７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９３－７６５２，將轉帳完成

畫面，以手機拍照 JPG 檔(或鍵盤按 Print Screen 儲存 JPG 檔)+ 〇〇〇姓名＋核心課程日期

(9/2,9/8,9/9 場次)，Email：tspccm.t6237@msa.hinet.net，以完成繳費手續。 

2. 自民國 93 年 6 月 1 日起，首次申請郵局金融卡(晶片提款卡)不具備非約定帳戶轉帳服務功能，

請洽詢實體郵局窗口。 

mailto:tspccm.t6237@msa.hinet.net


 

3. 實體ATM轉帳： 

轉入銀行代號：７００，選擇「轉入劃撥儲金帳戶」，轉入帳號：７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９

３－７６５２，將轉帳完成存根註明：〇〇〇姓名+核心課程日期(9/2,9/8,9/9場次 )，手機

拍照JPG檔案，Email： tspccm.t6237@msa.hinet.net，以完成繳費手續。 

4. 實體郵局窗口填寫劃撥繳款單： 

劃撥帳號：０７９３７６５２，戶名：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將轉帳完成存根註明：

〇 〇 〇 姓 名 + 核 心 課 程 日 期 (9/2,9/8,9/9 場 次 ) ， 手 機 拍 照 JPG 檔 ， Email ：

tspccm.t6237@msa.hinet.net，以完成繳費手續。 

六、線上報名：繳費後根據課程日期至以下線上報名系統操作，即完成報名。 

請於報名系統中，「會員編號」欄位填入「所屬母學會名」及「會號」，未註明者視為非會員 

 

核心教育課程(一)  https://www.tspccm.org.tw/conference/2087
  

  
 

核心教育課程(二)  http://www.tspccm.org.tw/conference/2088
 

  

 

 

核心教育課程(三)  https://www.tspccm.org.tw/conference/2089
 

 

 

備註: 請務必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手續」，即報名完成。 

5. 即日起受理報名核心教育課程（一）、（二）、（三）於8月27日（星期一）當日截止報名；額滿 

則提前停止報名(不受理現場報名)，報名優先順序以完成匯款為據，不再另函通知。務必記

得當天準時前往上課，收據講義等資料，上課當天發予。 

6. 課表請參閱下頁(正式課表以授課時為準) 

7. 會場位置圖：見下圖。 

8. 本課程將佔本年度重症專醫聯甄考試一定比例，將在課後提供參加之學員線上影音教學檔閱

聽，於課後e-mail通知閱聽線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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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2018 年重症醫學核心教育課程(一) 

聯甄認證積分：８分(限額 240 名) 

 

時    間：2018年9月2日(星期日) 

地    點：台大醫學院501講堂 (C區講堂5樓)(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5樓)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承辦單位：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心臟學會、台灣麻醉醫學會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08:00-08:40  報到  

08:40-08:50  Opening 林孟志 理事長（高雄長庚副院長） 

08:50-09:40  The role of micronutrients in critical illness 
韓吟宜 主任 

台大醫院創傷加護病房 

09:40-10:30 
 Complicate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and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趙建銘 醫師 

柳營奇美醫院加護醫學部 

10:30-10:50 Break 

10:50-11:40  Nutritional strategies in ICU 
邱韋欽 主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第一外科加護病房 

11:40-12:30  Quality indicators in ICU 
陳奇祥 主任 

永康奇美醫院加護醫學部 

12:30-13:30 Lunch (餐券) 

13:30-14:20  Poisoning & Overdose 
洪東榮 主任 

中國附醫急外毒物科 

14:20-15:10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林偉傑 醫師 

成大醫院內科加護病房 

15:10-15:20 Break 

15:20-16:10  Nosocomial infection/Control 
林詩萍 醫師 

台中榮總感染科 

16:10-17:00  Acute kidney injury 
許翔皓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 

17:00-17:15 領參加證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2018 年重症醫學核心教育課程(二) 

聯甄認證積分：８分(限額 240 名) 

 

時    間：2018年9月8日(星期六) 

地    點：台大醫學院501講堂 (C區講堂5樓)(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5樓)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承辦單位：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心臟學會、台灣麻醉醫學會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08:00-08:40  報到  

08:40-08:50  Opening 林孟志 理事長（高雄長庚副院長） 

08:50-09:40  Pain, agitation, and delirium management 
葉育彰 醫師 

台大醫院麻醉部 

09:40-10:30  Critical care resuscitation 
張家昇 主任 

中國附醫麻醉部重症加護科 

10:30-10:50 Break 

10:50-11:40  Heart Failure 
許志新 醫師 

成大醫院心臟加護病房 

11:40-12:30  Arrhythmia 
王晨旭 醫師 

國泰綜合醫院內科加護病房 

12:30-13:30 Lunch (餐券) 

13:30-14:20  Airway management 
呂忠和 醫師 

三軍總醫院麻醉部 

14:20-15:10  Pulmonary Hypertension 
黃偉春 主任 

高雄榮總重症加護內科  

 15:10-15:20 Break 

15:20-16:10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劉俊廷 醫師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心臟內科 

16:10-17:00  Hemodynamic monitoring 
徐永吉 醫師 

三軍總醫院麻醉部 

17:00-17:15 領參加證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2018 年重症醫學核心教育課程(三) 

聯甄認證積分：8 分(限額 240 名) 

 

時    間：2018年9月9日(星期日) 

地    點：台大醫學院501講堂 (C區講堂5樓)(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5樓)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 

承辦單位：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心臟學會、台灣麻醉醫學會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08:00-08:40  報到  

08:40-08:50  Opening 林孟志 理事長（高雄長庚副院長） 

08:50-09:40  外科加護病房多重器官支持 
周廼寬 主任 

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 

09:40-10:30  食道癌手術新趨勢 
黃培銘 醫師 

台大醫院胸腔外科 

10:30-10:50 Break 

10:50-11:40  器官勸募及腦死判定 
馬辛一 醫師  

三軍總醫院神經外科 

11:40-12:30  神經外科重症 
陳明德 主任 

台北榮總神經重症加護科 

12:30-13:30 Lunch (餐券) 

13:30-14:20  Oxygen therapy 
蘇柏嵐 醫師 

成大醫院胸腔內科 

14:20-15:10  重症安寧緩和與病人自主 
張厚台 主任 

亞東醫院內科加護病房 

15:10-15:20 Break 

15:20-16:10 
 Weaning and troubleshooting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陳健文 醫師 

三軍總醫院胸腔內科 

16:10-17:00 
 Initial settings and monitoring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柯信國 醫師 

台北榮總胸腔部呼吸治療科 

17:00-17:15 領參加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