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聯合甄審委員會認證課程
第三屆 臺灣國際低溫治療論壇 2019
(5/31 聯甄積分３分 6/1 聯甄積分８分)
108.05.31 Pre-forum workshop (收費課程)
Workshop of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for providers
Language : chinese
一、課程簡介
隨著健保通過 OHCA 及 perinatal asphyxia 可使用低溫治療後。愈來愈多醫院或加護病房的醫護
同仁雖要面對這一項治療方法。以目標體溫的管理方法(Target temperature management)，在一
般人的眼中可能只是讓病人不要發燒。但是，近年愈來愈多證據證明控制溫度在適當的範圍，病患
的預後都得到改善。最近也有研究證明溫度的變異性(Temperature variability)愈低愈好，特別在前
48 小時。最後，不管是神經重症或一般重症，溫度控制是一種重要的手段，使用得當可以幫忙我
們的病患有更佳的預後。因此，臺灣低溫治療論壇就是提供各種疾病的低溫治療最新知識，和交換
意見的平台。
大家低溫同好，我們六月台北見！

 時間：2019年05月31日(星期五)
 地點：台大醫院 B1會議室
日期
15:00~15:40

15:40~15:55

講題

講師

Why should we monitoring the brain during
neuro-resuscitation?

龔瑞琛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神經
外科

Coffee break

15:55~16:40

General clinical consideration in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龔瑞琛醫師

16:40~17:20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cooling
device
(Artic Sun & Thermogard XP)

龔瑞琛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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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積分：衛福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3 小時

二、費用：
聯甄六學會之一會員醫師：800元 非醫師：400元 (未註明所屬學會會員編號視為非會員)

非聯甄六學會醫師：1100元 非醫師：550元
費用含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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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5/31聯甄

ATM轉入截止日
5/27

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 (銀行代碼013) 帳號共14碼
5 5 2 9 0 5 2 7 輸入學員身分證號後6碼

2. 繳費後請利用以下管道完成報名手續：


5/31 線上報名系統 google 表單填寫：https://reurl.cc/9yLMd (或掃描 QRcode)，
即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後線上系統會回傳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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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據，不再另函通知。
5. 不受理現場報名。
6. 收據等資料，上課當天發予。
7. 會場交通資訊請參考場地官網。

108.06.01 (免報名費,須登記)


6/1 線上報名系統 google 表單填寫：https://reurl.cc/LDrV3 (或掃描 QRcode)，
即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後線上系統會回傳信件)

108.06.01 課程表
醫療分會場 (Brain injury) A
時 間

Topic

Speaker

2019-6-1 (星期六)
會場

台大醫學院 102 講堂

08:00~08:30

報到

08:30~08:35
主持人
08:35~12:10

陳元皓 理事長
台灣神經創傷學會

開幕致詞
陳元皓 理事長
台灣神經創傷學會

08:35~09:15

1. 中國長時程低溫最新進展
2. Lancet Neurology 2019 TBI in China

江基堯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
濟醫院神經外科

09:15~09:45

The experience sharing of hypothermia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李漢忠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院神經外科

09:45~10:00

Panel discussion

10:00~10:20

Coffee break

10:20~10:50

Poor grade aSAH, what is the target in TTM ?

陳文勁 教授
北京首都醫學大學宣武醫院神
經外科

10:50~11:20

Clinical use of cerebral oximetry in post cardiac
arrest patients’

Dr. Tsai Nga-Wing
Adult ICU , Queen Mary
Hospital , HKU

11:20~11:50

Implementation of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in
case of aSAH complicated with cardiac arrest

龔瑞琛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院神經外科

11:50~12:10

Panel discussion
Closing session

醫療分會場 (Cardiac arrest) B
時 間

Topic

Speaker

2019-6-1 (星期六)
會場

台大醫學院 103 講堂

08:00~08:30

報到

08:30~08:35
主持人
08:35~12:20
08:35~09:15

蔡維謀 理事長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開幕致詞

黃建華 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院急診部
Intensive care for post-cardiac arrest patients
TTM

09:15~10:00

Singapore experience treating PCAS patients

10:00~10:20

Discussion

10:20~10:40

Coffee break

郭立國 主任
台北馬偕醫院內科加護病房
Adj Asst Prof Chia Yew Woon
Director, Cardiac Intensive Care
Unit
Tan Tock Seng Hospital,
Singapore

10:40~11:20

Prognostication of the post-cardiac arrest
patient – How and when?

蔡旼珊 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院急診部

11:20~12:00

Target temperature management in OHCA
patients with 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CPR): CMUH experience

柯伯彥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院心臟內科

12:00~12:20

Discussion and closing

醫療分會場 (Pediatric) C
時 間

Topic

Speaker

2019-6-1 (星期六)
會場

台大醫學院 102 講堂

13:00~13:30

報到

13:30~13:35
主持人
13:35~17:15

哈多吉 秘書長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Opening
詹偉添 主任
馬偕醫院

13:35~14:15

低溫療法在兒童加護病房的應用

趙彥鈞主任
馬偕兒童醫院兒童心臟科暨兒
童加護病房

14:15~14:55

Outcomes of infants with HIE in the
hypothermia era.

陳倩儀 主任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院新生兒科

14:55~15:10

Discussion

15:1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10

Outcomes of infants treated with TTM after
perinatal asphyxia : a hospital-based study

詹偉添 主任
馬偕紀念醫院兒科淡水院區
加護病房

16:10~16:50

Pediatric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Where are
we ?

龔瑞琛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院神經外科

16:50~17:15

Discussion and closing session

護理分會場 (Nursing Session)
時 間

Topic

speaker

2019-6-1 (Saturday)
Venue

台大醫學院 103 講堂
報到

13:00~13:25
13:25~13:35

Opening

Moderator
13:35~17:30

廖玉美督導
高醫大附院護理部

高啟雯 主任
三軍總醫院護理部
李惠珍督導
國泰醫院護理部

13:35~14:20

Nursing perspective of TTM Methods

Ms Jiang Yan
Advance Practice Nurse
Cardiac Intensive Care Unit
Tan Tock Seng Hospital,
Singapore

14:20~14:50

TBA

王筱佩 護理長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院急診

14:50~15:10

Panel discussion

15:1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00

Nursing care in targeting hypothermia in
patients survived from cardiac arrest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in cooling and
rewarming

周怡君 護理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院腦中風暨
神經重症加護病房

16:00~16:30

Clinical nursing problems in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for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刁綺慧 護理長
高雄醫學大學附院神經外科
神經外科加護病房

16:30~17:10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of endovascular
hypothermia device – techniques and trouble
shooting

17:10~17:30

Panel discussion
Closing session

孫儒成/鏵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