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康保險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教育訓練
Asthma Control Workshop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氣喘諮詢協會
協辦單位：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日期：2016年04月10日(星期日)
時間：08：30 ~ 17：30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米開朗基羅廳
地址：台北市大安區羅斯福路四段85號地下一樓
Time

Topic

0830-0850

Opening

0850 -0940

台灣成人氣喘診療指引

陶啟偉主任
振興醫院

高尚志 主任
新光醫院

0940 -1030

台灣兒童氣喘診療指引

楊曜旭 主任
臺大醫院

高尚志 主任
新光醫院

1030 -1050

Break

1050 -1140

氣喘致病機轉與氣道變形

謝孟亨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陽光耀 主任
台北榮民總醫院

1140 -1230

氣喘病的藥物與非藥物療法

張志豪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陽光耀 主任
台北榮民總醫院

1230-1310

Lunch

1310-1400

氣喘病的診斷與臨床監測

賴怡君 醫師
宜蘭陽明醫院

劉景隆 醫師
台北馬偕醫院

1400-1450

氣喘病的慢性照護

張志誠 醫師
雙和醫院

劉景隆 醫師
台北馬偕醫院

1450-1500

Break

1500-1550

氣喘病急性發作的處置

周昆達 醫師
台北榮民總醫院

高國晉 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

1550-1640

特殊情況下的氣喘治療

林嘉謨 主任

高國晉 主任

新光醫院

林口長庚醫院

All

高國晉 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

1640-1730

Speaker

Moderator
高尚志 主任
新光醫院

Closing &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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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陶啟偉 醫師 主題 1: 台灣成人氣喘診療指引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77 年班 (1981/09~1988/06)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碩士 (2002/09~2005/01)
‧經歷
三軍總醫院實習醫師
台北榮民總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台北榮民總醫院胸腔部總醫師
台北榮民總醫院胸腔部主治醫師
澎湖海軍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嘉義榮民醫院 ICU 主任
萬芳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
全國性公務人員高考及格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呼吸治療科主任
元陪醫事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衛生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
各種胸腔內科疾病診斷與治療
講師：楊曜旭 醫師 主題 2：台灣兒童氣喘診療指引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台大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臺大醫院 小兒科 住院醫師
臺大醫院 小兒科 主治醫師
專長：小兒科學、過敏症、免疫學、風濕疾病
講師：謝孟亨 醫師 主題 3：氣喘致病機轉與氣道變形
專長：氣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結核及感染性疾病、肺部腫瘤
現職：桃園長庚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桃園分院加護病房主任
呼吸胸腔科系肺感染及免疫性肺疾科講師級主治醫師
學歷:長庚大學醫學系
經歷:林口長庚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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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張志豪 醫師 主題 4：氣喘病的藥物與非藥物療法
專長：氣喘、慢性咳嗽、慢性支氣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無痛無感支氣管鏡檢查、
結核及感染性疾病、類流感
現職：呼吸胸腔科系肺感染及免疫性肺疾科講師級主治醫師
學歷：長庚大學醫學系
經歷：林口長庚住院醫師

講師：賴怡君 醫師 主題 5：氣喘病的診斷與臨床監測
專長：內科急重症照護、呼吸道疾病、肺癌診斷治療
現職：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 醫務管理所 碩士
經歷：臺大醫院 總醫師
署立金門醫院 醫師
台北榮民總醫院 住院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住院醫師
講師：張志誠 醫師 主題 6：氣喘病的慢性照護
專長：一般肺癌、肺腺癌 肺癌標靶藥物治療 肺癌化學治療 腫瘤治療諮詢
慢性阻塞性肺病 睡眠呼吸障礙 陽壓呼吸器調整 高壓氧醫學、肺結核
學歷：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系
臺北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經歷：雙和醫院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雙和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
前林口長庚醫學中心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前林口長庚醫學中心 內科住院醫師及胸腔內科總醫師
講師：周昆達 醫師 主題 7：氣喘病急性發作的處置
專長：胸腔醫學、睡眠醫學
現職：臺北榮民總醫院胸腔部 主治醫師
臺北榮民總醫院睡眠醫學中心 執行長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準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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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林嘉謨 醫師 主題 8：特殊情況下的氣喘治療
專長：咳嗽、氣喘、肺炎、呼吸衰竭、肺癌診斷、打鼾、睡眠品質不佳失眠、
肺部疾病、重症醫學、睡眠醫學
現職：新光醫院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公衛學院生物統計組碩士
經歷：新光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台北榮總胸腔部總醫師
美國史丹佛大學睡眠障礙中心研究員
主持(上午):高尚志 醫師 主題:1-2
專長：肺癌、肺炎、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間質性肺病、胸腔疾病
現職：新光醫院 胸腔內科 部主任
學歷：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日本東京醫科大學 進修
經歷：新光醫院健康管理部主任暨台北醫學大學教授
新光醫院胸腔內科主任
新光醫院內科部部主任
新光醫院健康檢查中心主任
台北醫學大學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副教授
新光醫院胸腔內科主任
國防醫學院講師
主持(上午):陽光耀醫師 主題:3-4
專長 : 哮喘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間質性肺疾病、肺炎、敗血症及急性呼吸
窘迫症
教職 :教育部部定副教授
現職 :臺北榮總胸腔部 呼吸治療科主任
胸腔重症加護室主任
胸腔部教學主任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主持(下午):劉景隆 醫師 主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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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ndeavors
Vocational: Attending Physician(2004 - present)
Division of Chest Medicin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Education
1992 - 1999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MU)
Doctor of Medicine in School of Medicine
Training/ Fellowships
1999 - 2002Residency in Internal Medicine,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002 - 2004 Fellowship in Che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2004 - 2005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mshui Branch, New Taipei City, Taiwan
Attending Physician. Major in patient care of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2005 - 2009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tung Branch, Taitung County, Taiwan
Attending Physician. Major in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09 - present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Attending Physician. Major in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1 - present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Chief, Sleep Center
2011 - 2012 Mackay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College
Lecturer in Nursing and Geriatric Care.
2011 - 2012 Mackay Medical College Tutor in Medicine.
主持(下午):高國晉 醫師 主題:7-8
語言 :國語、英語、閩南語
專長 : 慢性咳嗽、氣喘、肺癌
教職 :副教授
現職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院區呼吸治療科主任
林口長庚肺腫瘤及內視鏡科主治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助理教授
學歷 :台北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經歷：林口長庚醫院胸腔科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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