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認證課程 

2020 腎臟重症與器官支持訓練課程(中區) 
聯甄積分 10 分   

 

一、課程簡介 
急性腎損傷以及體外器官支持療法在現代重症醫學有重要角色。加護病房常用連續性腎臟替代療

法(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作為體液容積、尿毒、器官支持工具,實務上良好的

臨床預後來自於對治療方式之了解及問題的解決。台灣腎臟醫學會急性腎損傷小組延續過往的合

作與急救加護醫學會、重症醫學會合辦以一日課程期望能在此課程由重症醫師、腎臟科醫師以及

專科護理師充份學習及交流。相關課程如下: 

I. 重症腎臟學及器官支持基礎課程 

A. ACEi  and ARB use in AKI patients (台大醫院腎臟科吳允升醫師) 

B. Year review in AKI and CRRT 2020 (台中榮總黃俊德醫師) 

C. Post AKI Care (台大醫院 腎臟科 賴台軒醫師) 

D. AKI other than ATN: You Should not Miss It. (桃園長庚醫院腎臟科李承家醫師) 

E. AKI associated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pathophysiology and management (安南醫院王柏棠醫

師) 

F. AKI E-Alert and post-AKI care (高雄長庚腎臟科 邱鼎育醫師) 

G. CRRT品質指標管理 (雲林長庚腎臟科鍾華榮 醫師) 

H. 肺腎症候群-淺談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與腎臟病相關性 (大同醫院腎臟科林祐賢醫師) 

I.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AKI-CRRT (台北醫學大學 陳淑子營養師) 

J. AKI/CRRT營養照顧 (成大醫院營養師 吳紅蓮) 

 

II. 重症腎臟學及器官支持特殊應用課程 

A. 嚴重敗血性休克血液淨化進展 (台大醫院 葉育彰) 

B. AKI and CRRT in pediatric patients (台大醫院小兒腎臟科 蔡宜蓉 醫師) 

C. Electrolytes management in CRRT (台北榮總 莊喬琳醫師) 

 

III. COVID-19 專題 

A. 重症無處不賽局：COVID-19 (衛服部桃園醫院腎臟科 林瑞祥醫師) 

B. 重症COVID-19:多重標的治療經驗 (台大醫院腎臟科 黃道民醫師) 

C. 重症COVID-19患者的透析治療經驗分享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張智翔醫師) 

 
授課對象： 

重症專科醫師、重症專科訓練醫師、腎臟專科醫師、腎專訓練醫師、專科護理師、重症單位護

理師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認證課程 

2020 腎臟重症與器官支持訓練課程(中區) 
 
時間: 2020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 08:00-17:10 

地點: 台中烏日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3 樓 308 教室(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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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台灣腎臟醫學會、重症醫學會  

Time Course Speaker Moderator 

08:00-08:10 Opening 王振宇 (台中榮總 重症醫學部) 

08:10-08:50 Year review in AKI CRRT 
黃俊德 醫師 

(台中榮總重症醫學部) 

王振宇主任 

 (中榮重症醫學部) 08:50-9:30 
Antibiotic associated AKI and Dose 

adjustment in patients with CRRT 

吳建志 藥師 

(台大醫院藥劑部) 

9:30-10:10 
AKI other than ATN: You Should not 

Miss It. 

李承家 醫師 

(桃園長庚醫院腎臟科) 

10:10-10:20 Panel Discussion 

10:20-10:40 Break 

10:40-11:20 ACEi and ARB use in AKI patients 
吳允升 醫師 

(台大醫院腎臟科) 

王振宇主任 

 (中榮重症醫學部) 11:20-12:00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on 

ECMO  

曾麗蓉 護理師 

(台大醫院ECMO Team) 

12:00-12:10 Panel discussion 
王振宇 醫師 

(台中榮總重症醫學部) 

12:10-13:10 午餐 

13:10-13:50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AKI-CRRT 

陳淑子 營養師 

(台北醫學大學) 

方基存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

科) 

13:50-14:30 嚴重敗血性休克血液淨化進展 
葉育彰 醫師 

(台大醫院麻醉部) 

方基存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

科) 

14:30-14:40 Panel Discussion 方基存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 

14:40-15:00 Break   

15:00-15:40 重症無處不賽局：COVID-19 
林瑞祥 醫師 

(衛服部桃園醫院腎臟科) 
方基存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

科) 

15:40-16:20 重症COVID-19: 多重標的治療經驗 
黃道民 醫師 

(台大醫院腎臟科) 

16:20-17:00 
重症COVID-19患者的透析治療經驗

分享 

張智翔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 

17:00-17:10 Panel discussion 方基存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 



 

 
 

其他積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８ 小時 

          申請中：1.衛福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  

                    2.急診醫學會  3.內科醫學會   4.腎臟醫學會 

 
二、費用：費用含茶水.午餐.QRcode講義(為響應環保，恕不提供紙本講義) 

   聯甄急救加護醫學會：500元 

新申請加入急救加護醫學會會員(同時繳交入會費+2020年常年會費+課程費視

同已入會會員)： 

醫師會員：2000+8/22課程500元  非醫師會員：1700+8/22課程500元 

入會會員申請表請下載 https://reurl.cc/8l67Zo 或掃描QRcode  

聯甄學會(重症/胸腔暨重症加護/外科/麻醉/心臟)之一會員：1000元 

腎臟醫學會會員：1000元 

(未註明所屬學會會員編號視為非會員)  

非以上六學會會員主治醫師：1500元 

住院醫師、護理人員、非醫護人員：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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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轉帳匯款，或臨櫃繳納(戶名：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課程  ATM轉入截止日 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 (銀行代碼013) 帳號共14碼 

8/22 8/17 5 5 2 9 0 8 1 7 輸入參加者身分證號後6碼 

2. 繳費後請利用線上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續： 
 線上報名系統 google 表單填寫：https://reurl.cc/9EjzYY  

 
或掃描 QRcode，即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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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優先順序以完成匯款和線上報名為據，不再另函通知。不受理現場報名。 

5. QRcode 講義上課當天發予。 

6. 參加課程之學員需簽到簽退，課程結束 5天後自行至網站 i-submit.info 列印電子

收據及參加證明 

7. 會場交通資訊請參考，免費停車，車位有限 

台中烏日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300號) 

https://reurl.cc/qd79DR  

 

 

 

 

https://reurl.cc/8l67Zo
https://reurl.cc/9EjzY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