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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醫學會․急救加護醫學會 

2021 急重症聯合學術年會 
暨 SECC-Best of SCCM Congress 2021 Taipei 國際會議 

(混合型實體和線上會議) 

(多專科跨領域會議) 

衛星國際會議 

 2021 國際數據科學暨智慧急重症醫療國際會議 
 2021 ACLS 更新暨亞洲急救指引研討會 

 

會議日期: 2021 年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19 日 

會議地點: 張榮發基金會國際會議中心 

主辦學會:  
美國重症醫學會 (SCCM, USA)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TSCCM)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TSECCM)  
 

國際協辦學會 
亞洲急救復甦聯席會(Resuscitation Council of Asia) 
韓國重症醫學會 (KSCCM) 
日本集中治療醫學會 (JSICM) 
澳洲紐西蘭加護醫學會 (ANZICS) 
香港危重病學會 (HKSCCM) 
新加坡加護醫學會 (SICM) 
泰國重症醫學會 (TSCCM, Thailand) 
馬來西亞加護醫學會 (M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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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協辦學會/機構 

協辦單位 協辦機構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TSPCCM)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TSOC) 台灣老人急重症醫學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 
台灣外科醫學會 (TSA) 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台灣麻醉醫學會(TSAN) 
 
社團法人台灣鎮靜麻醉醫學
會   

台灣神經外科醫學會 (TNS) 臺灣心肌梗塞學會 
台灣神經創傷學會(TNS) 臺灣醫療品質協會 
台灣心肺復健醫學會(TACVPR)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台灣腎臟醫學會(TSN) 中華民國麻醉安全保障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外傷醫學會(FAST)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急重症護理學會 
(TACCN)  

  
  

台灣專科護理師學會(TNPA)   
社團法人台灣呼吸治療學會(TSRT)   
社團法人臺灣臨床藥學會(TSHP) 

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TSPEN) 
 

 
  

會議參加人數目標:  

現場參加人數 2,700 人 (國內 2200 人，國外 500 人) 

線上參加人數 4,000 人 (國內 2000 人，國外 2000 人) 

 

重症醫學會和急救加護醫學會過去舉辦會議資訊 

 EuroAsia2019 Taipei (歐亞 2019 台北) 
 600 位國內外急重症醫學專家參加 

 2019 兩會聯合學術年會 (TSCCM& TSECCM) 
 2,033 位國內外急重症醫學專家參加 

 EuroAsia 2020 Taipei (歐亞 2020 台北)和 2020 兩會聯合學術年會 (TSCCM 
& TSECCM) 
 2,300 位國內急重症醫學專家參加實體會議 
 3,300 位國內外急重症醫學專家參加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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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of SCCM 會議資訊 

 第一屆 International Best of SCCM 在 Abu Dhabi 舉辦。 

 

 會議主題 

Discover SMART 
Emergency & Critical Care in Era of Covid-19 
智慧急重症醫療 
 

 主要專題 

敗血症 SSC Sepsis 2020 Update  
急救 ACLS 2020 Update  
急重症資料庫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are databases 
機器與深度學習 Machine and deep learning in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新冠病毒 COVID-19 
血流動力 Hemodynamic optimization  
呼吸重症 Respiratory critical care and ARDS 
感染重症 Infection: MDR bacteria and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  
血液淨化 Blood purification 
腎臟重症 Renal critical care and AKI  
神經重症 Neurointensive care  
譫妄鎮靜 Delirium and PADIS guidelines  
創傷 Trauma  
營養 Nutrition  
早期恢復 Early recovery after intensive care  
多專科跨領域團隊 Multiprofessionaland multidisciplinary team work  
品質與病安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  
重症溝通         Critical Care Communication  
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重症緩和醫療 Palliativ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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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贊助方案 

贊助級別 白金(額滿) 金(額滿) 銀(額滿) 

贊助金額(TWD) 900,000 700,000 500,000 

行銷    
早餐研討會 1 1 - 

午餐(或晚餐)研討會 1 1 1 

額外討論會折扣優惠 30% 20% 15% 

官網和手冊商標置放 是 是 是 

手冊全頁廣告頁數 2 1 1 

開幕典禮商標播放 是 是 是 

提袋商標置入 是 是 是 

線上會議休息時間廣告播放 是 是 是 

大會 APP 每天推播次數 3 2 1 

大會電子郵件行銷商標置放 是 是 是 

急重症快閃擂台 1 1 - 

VIP 通行證(可參加大會晚餐) 3 2 1 

展覽    
展場(平方公尺) 

Special** 
12  

(3mx2m 二個) 
6 

(3mx2m 一個) 

額外展場折扣優惠 40% 35% 30% 

會議通行證[可進入各會議室] 8 6 4 

 

 展場贊助方案 

價目 早鳥價 原價 

時間 2020/12-2021/3.31 2021/4-2021/10.30 

3mx 2m = 6m 平方公尺 200,000 220,000 

2m x 2m = 4 平方公尺 A 140,000 160,000 

2m x 2m = 4 平方公尺 B 120,000 140,000 

額外展場空間或選位規則請洽重症醫學會和急救加護醫學會秘書。 
註 A可自選位置。註 B由主辦單位安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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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研討會贊助方案 

價目 早鳥價 原價 

會場人數/ 2020/12-2021/3.31 2021/4-2021/10.30 

300 人 320,000 340,000 

150 人 220,000 240,000 

100 人 160,000 180,000 

 
 早餐研討會贊助方案 

價目 場次 早鳥價 原價 

會場人數/優惠時間 2020/12-2021/3.31 2021/4-2021/10.30 

300 人 12/18:1 
12/19:滿 

80,000 100,000 

150 人 12/18:1 
12/19:滿 

60,000 80,000 

 

 晚餐研討會贊助方案 
價目 場次 早鳥價 原價 
會場人數/優惠時間 2020/12-2021/3.31 2021/4-2021/10.30 

150 人 12/18:1 180,000 200,000 

100 人 12/18:2 120,000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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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競賽、大師課程 
價目 場次 原價 

工作坊/每場 3 小時 額滿 180,000 

大師課程/每場 1 小時 額滿 80,000 

快閃擂台/每場 30 分鐘 額滿 50,000 

 

 其他贊助項目 
價目 原價 

印刷品(細目請見意願表) 50,000~160,000 

大會紀念品 300,000 

大會環保袋 200,000 

大會手提紙袋 60,000 

大會識別證帶 85,000 

E-Poster 廣告 (約6~8台輪放) 50,000 

廣告看板區 (W200*H200cm) 200,000 

更多合作項目請洽重症醫學會或急救加護醫學會秘書。 

攤位/研討會擇定順序:白金=>金=>銀=>午餐演講方案 =>單純攤位贊助總金額 

其他贊助擇定順序:依認購單回覆先後次序選擇，額滿為止。 

早鳥價: 2020.12.1~2021.3.31       2021.4.1 後恢復原價。 

 
祕書處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50 號

15 樓之 2 
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8 樓之 1 
 

聯絡人 許盈禛小姐 
02-2713319、23713831 

羅雪真小姐 
02-23114573 

Email: 
Web: 

tsccm@ms32.hinet.net 
www.tsccm.org.tw 

seccm.tw@msa.hinet.net 
www.seccm.org.tw 

年會網站: 
SECC Best of 
SCCM 2021: 

http://www.tweccm.org.tw/ 
https://www.secc-bestofsccm2021taipe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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