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診科研討會--104 年 03 月 
課程規劃負責人：林秋梅主治醫師/王宗倫主任

日期 主題 報告者 指導者 紀錄者 時間 會議室 

3/3 (二) ER-Radiology Combined 
Conference 

刁翠美主任/林秋梅醫師 劉邦民 7:30~8:30 1F 放射科討論室

3/4 (三) Case Conference 蔡宇承 徐英洲 施膺泰 8:30~9:30 B2 第六會議室 

3/9 (一) 
Special lecture- 

老人急重症之陷阱 
張志華醫師 鄭凱文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10 (二) Journal reading 
Int 林安妮/ 
施膺泰 

侯勝文 林哲葦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11 (三) ER-GS combine meeting 李岱穎 連楚明 李岱穎 7:30~8:30 B4 笫四會議室 

3/14 (六) 急診影像教學(取消) 忠孝放射科陳振德主任 吳冠蓉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16 (一) 
Special lectur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王宗倫主任 吳冠蓉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17 (二) Journal reading 
PGY 洪子芸/

林哲葦 
陳欣伶 陳穎玲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18 (三 Case conference 鄭凱文 林立偉 施膺泰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21 (六 
 ER-Infection combine 

meeting 
蔡宇承 洪世文 林哲葦 7:30~8:30 B2 第七會議室 

3/23 (一)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吳冠蓉 陳國智 李岱穎 8:30~9:30 

臨床技能中心 

考官室 

3/24 (二) Journal reading 
PGY 劉彥廷/

李岱穎 
朱健銘 劉邦民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25 (三) Case conference 林哲葦 許哲彰 吳冠蓉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30 (一) Case conference Int 李岱安 吳柏衡 劉邦民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31 (二) 72hr return case conference 劉邦民 許瓅文 鄭凱文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注意事項： 
1. 每次會議紀錄者請於會議結束後交予 CR，內容以 Q&A 方式紀錄,並紀錄對答醫師姓名。 

2. 交班時間平常為 8:00 AM 及 8:00 PM。 

星期四 8:00AM VS 與 CR 以上醫師先交班；R1、R2 及 Intern 等重症教學晨會結束後再交班。 

星期五等全院晨會結束後再交班，原則上約 8:30AM 交班。 

3. 會議報告者請每次會議開始前, 先行與指導醫師討論內容重點，並於會議開始前十分鐘到達會場並準備notebook、laser 

pointer，投影機架設完成。會議一律準時進行。 

4. 晨會最後 5分鐘會有 5道小題目發給大家，成績將作為 PGY 醫師及科內醫師出席率及評鑑參考。 

5. 當天報告者請將檔案存在notebook桌面並將報告slide於會議前兩天E-mail給指導醫師及羅志威總醫師E-mail: 

aoudyro@gmail.com  PHS簡碼 851339 /全碼 0984-16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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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科臨床研討會 -- 104 年三月 

日期 主題 報告者 指導者 紀錄者 時間 會議室 

3/4 (三) Case Conference 蔡宇承 徐英洲 施膺泰 8:30~9:30 B2 第六會議室 

3/11 (三) ER-GS combine meeting 李岱穎 連楚明 李岱穎 7:30~8:30 B4 笫四會議室 

3/18 (三 Case conference 鄭凱文 林立偉 施膺泰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21 (六 
 ER-Infection combine 

meeting 
蔡宇承 洪世文 林哲葦 7:30~8:30 B2 第七會議室 

3/25 (三) Case conference 林哲葦 許哲彰 吳冠蓉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30 (一) Case conference Int 李岱安 吳柏衡 劉邦民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31 (二) 72hr return case conference 劉邦民 許瓅文 鄭凱文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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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科期刊研討會 -- 104 年三月 

日期 主題 報告者 指導者 紀錄者 時間 會議室 

3/10 (二) Journal reading 
Int 林安妮/ 
施膺泰 

侯勝文 林哲葦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17 (二) Journal reading 
PGY 洪子芸/

林哲葦 
陳欣伶 陳穎玲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24 (二) Journal reading 
PGY 劉彥廷/

李岱穎 
朱健銘 劉邦民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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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科影像研討會 -- 104 年三月 

日期 主題 報告者 指導者 紀錄者 時間 會議室 

3/3 (二) ER-Radiology Combined 
Conference 

刁翠美主任/林秋梅醫師 劉邦民 7:30~8:30 1F 放射科討論室

3/14 (六) 急診影像教學(因故取消) 忠孝放射科陳振德主任 吳冠蓉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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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科死亡及併發症研討會 -- 104 年三月 

日期 主題 報告者 指導者 紀錄者 時間 會議室 

3/23 (一)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吳冠蓉 陳國智 李岱穎 8:30~9:30 

臨床技能中心 

考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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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科其他研討會-- 104 年三月 

日期 主題 報告者 指導者 紀錄者 時間 會議室 

3/9 (一) 
Special lecture- 

老人急重症之陷阱 
張志華醫師 鄭凱文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3/16 (一) 
Special lectur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王宗倫主任 吳冠蓉 8:30~9:30 B2 同新園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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