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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臟胸腔護理學會函 

 

 

 

 

 

 

受文者：各醫療院所、各護理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心胸護字第1080008 號 

速別：  

附件：日程表及報名表 

 

一、主旨： 

本會將於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20日（星期一）假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舉辦「胸腔

重症治療新趨勢及休克治療工作坊」，敬請各機構護理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二、說明：  

1. 主辦單位：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胸腔科系  

2. 合辦單位：台灣心臟胸腔護理學會  

3. 日 期：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20日（星期一）8:30~16:00 

4. 地 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大樓 B2臨床技能中心階梯教室 

5. 參加對象：臨床護理人員、專科護理師及醫療院校之教師  

6. 教育積分： 5小時，已申請專科護理師、護理人員及公務人員繼續教

育積分。 

 

 

地址：10002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 

通訊地址：10002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  

臺大醫院郵局存局候領  

聯絡人：蘇亞青 

電話：（02）2321-4477 

E-mail:tctna.n8899@msa.hinet.net 

E-mail：tctna.n8899@msa.hinet.net  

Website：

http://tctna8899.myweb.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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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緣由：   

本工作坊提供臨床護理人員對重症治療新趨勢及休克治療之新

知，先透過如何運用非侵襲方式監控病人的血行動力學狀態、ARDS

治療新趨勢，以及重症休克患者治療及處置等課程，提昇護理人員對

胸腔重症疾病專業的照護知能，再藉由胸腔、急症、心臟等專科醫護

專家在案例模擬的工作坊上實際操作及分享，讓參與的學員能將課程

內容帶回工作單位並用於臨床病人照護，進而指導同儕與提升對胸腔

重症病人及其家屬衛教能力。   

 

四、授課目標：  

學員經訓練後，能達到下列目標：  

(一 ) 能了解如何運用非侵襲方式來監控病人的血行動力學狀態，以及

運用於病患照護上  

(二 ) 能了解急性呼吸窘迫症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病生

理機轉、新定義及治療新趨勢。  

(三 ) 能了解重症休克鑑別診斷及治療處置。   

(四 ) 透過案例模擬的工作坊，讓護理人員能判別不同血液動力學的監

測指標，區別不同休克，以運用於病患照護上。  

 

 

 

 

 

 

 

 

理事長  李芳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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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重症及休克治療新趨勢工作坊 

 日 期：108年05月20日(星期一)8:30~15:40  

 地 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大樓B2臨床技能中心階梯教室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 主持人 

08:30 – 08:50 簽到 馬真德 督導(工作人員) 

08:50 – 09:10 致歡迎詞 

羅友倫 主任 

李芳珊 理事長 

賀倫惠 主任暨常務監事 

馬真德 督導 

張瑀玲 助理教授 

09:10 – 10:40 
如何運用非侵襲方式監控病人的血

行動力學狀態 
陳冠甫 醫師 羅友倫主任 

10:40 – 10:50 中場休息 

10:50 – 11:50 ARDS 治療新趨勢 張克威 醫師 
張瑀玲  

助理教授 

11:50 – 13:00 中午用餐 

13:00 – 13:50 
重症休克患者治療及處置: 

鑑別診斷及治療 
劉偉倫 醫師 馬真德 督導 

分組實務操作(每組30分鐘，3站共90分鐘) 

14:00 – 15:30 

A 組 B組 C組 

情境模擬休克案例 

討論常見處置與臨床

照護 

情境模擬胸腔重症案例 

討論鑑別診斷及處置 

情境模擬案例 

實作練習 

商舒婷 專科護理師 劉偉倫 醫師 馬真德 督導 

15:30~15:40 簽退及繳交評值表 工作人員 

主講人簡介：(依授課順序)  

羅友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主任  

李芳珊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護理部主任暨心臟胸腔護理學會理事長 

賀倫惠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主任暨心臟胸腔護理學會常務監事 

陳冠甫 基隆長庚急診醫學科 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張克威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生 

劉偉倫 輔大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 

張瑀玲 長庚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心臟胸腔護理學會理事 

馬真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護理督導、心臟胸腔護理學會理事 

商舒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心臟內科專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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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重症及休克治療新趨勢工作坊 

 日 期：108年05月20日(星期一)8:30~16:00  

 地 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大樓B2臨床技能中心階梯教室  

 

  

姓    名: 心臟胸腔護理學會會員號  

服務機構: 服務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手機: 

身份證字號： □專科護理師  □護理人員  □公務人員  認證 

姓    名: 心臟胸腔護理學會會員號  

服務機構: 服務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手機: 

身份證字號： □專科護理師  □護理人員  □公務人員  認證 

姓    名: 心臟胸腔護理學會會員號碼   

服務機構: 服務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手機: 

身份證字號： □專科護理師   □護理人員   □公務人員  認證 

姓    名: 心臟胸腔護理學會會員號碼   

服務機構: 服務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手機 

身份證字號： □專科護理師   □護理人員   □公務人員  認證 

姓    名: 心臟胸腔護理學會會員號碼   

服務機構: 服務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手機: 

身份證字號： □專科護理師   □護理人員   □公務人員  認證 



5 

一、活動地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大樓 B2臨床技能中心階梯教室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3號) 

二、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限額 40人，額滿為止，非會員匯款後才算完成報名。 

            請學員確實填寫電子郵件地址，報名完成後將寄送報名確認信件 

          有任何疑問也請來信至：tctna.n8899@msa.hinet.net 

三、報名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 1000元 

報名費用 ATM金融卡轉帳： 

a.學員填寫完報名資料後轉帳匯款即可靜待確認通知，亦可主動寄信至學會信箱確認。 

b.轉帳匯款。 

(1) 輸入轉帳銀行代號：006(合作金庫) 

(2) 輸入轉帳帳號：共 13碼 

 

 

【例如：身份證後 4碼為 1234，其匯款帳號為 056709-520-1234】 

c.收到匯款後將會以 E-mail 通知學員。 

※研討會報名及退費相關事宜請 E-mail至學會 

四、報名截止日期：108年 5月 13日。 

五、因故需取消研討會之報名，請於民國 108 年 5月 13日前辦理，若逾時將酌收 200 元工本

費。 

六、若報名人數不足，本學會將會在一星期前通知取消研討會。若未特別通知即為開課成功。 

七、若有未開成之研討會，可選擇保留或全額退費。保留期限為開課日往後算一年，一年之

內若未完成補課，即視同自動放棄。 

 

合庫固定代碼 繳費代碼 身份証字號後 4碼 

0 5 6 7 0 9 5 2 0 (共 4碼) 

參加研習會注意事項 

※簽到及簽退規定為上午簽到，下午簽到及下午簽退計三次，上午第一堂課及下午

第一堂課上課 15分鐘後不得簽到，而下午課程全部結束後始得簽退。 

※請勿冒名或代替簽到及簽退。請勿遲到早退。 

※為響應環保，學會宣導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本活動提供中餐 

 

※本活動不提供餐點 

 

mailto:tctna.n8899@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