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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喘衛教協會、成大醫院胸腔內科
贊助單位：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報名方式：請事先網路報名，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課程費用：免費參加
日期：2016 年 04 月 17 日 (星期日)
時間：08：00 ~ 17:00
地點：成大醫學院 第三講堂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Registration
08:30-08:40

Opening

成大醫院
薛尊仁 副院長

08:40-09:30

氣喘致病機轉與氣到變形

成大醫院
李政宏 醫師

09:30-10:30

氣喘病的診斷與臨床監測

郭綜合醫院
朱遠志 醫師

10:30-10:50

Break

10:50-11:40

台灣成人氣喘診療指引

柳營奇美醫院
黃恆慶 醫師

11:40-12:30

台灣兒童氣喘診療指引

小港醫院 小兒科
洪志興 主任

12:30-13:10

台南市立醫院
鍾國謀 副院長

Lunch

13:10-14:00 氣喘病的藥物與非藥物療法

安南醫院
林延淞 醫師

14:00-14:50

奇美醫院
江國華 醫師

氣喘病的慢性照護

14:50-15:10

台南市立醫院
鐘國謀 副院長
奇美醫院
謝俊民 主任

Break

15:10-16:00

氣喘病的急性發作的處置

奇美醫院
柯獻欽 醫師

16:00-16:50

特殊情況下的氣喘治療

台南市立醫院
陳長宏 醫師

16:50-17:00

成大醫院
薛尊仁 副院長

Closing

&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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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
薛尊仁 副院長

奇美醫院
謝俊民 主任

Moderator
薛尊仁 教授
現任: 成大醫院副院長 成大醫學院教授
學歷: 臺灣大學醫學系
經歷: 教學中心主任
成大醫院胸腔內科主任
臺大醫院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醫務秘書
成大醫院內科部主任
成大醫院胸腔內科主任
美國芝加哥大學胸腔科研究員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研究員
專長:胸腔疾病診治
鍾國謀 醫師
現任:台南巿立醫院行政副院長、胸腔內科主任
學歷:中山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高階管理碩士
經歷:曾任台南巿立醫院內科部部主任、重症醫學部部主任
成大附設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Otago university Asthma re,氣喘之研究
專長: 咳嗽、咳血、胸悶、胸痛、氣喘、呼吸困難、哮喘症、呼吸道感染及慢性支氣
管炎、肺結核支氣管擴張、呼吸道異物取出、睡眠呼吸中止
謝俊民 醫師
現任: 永康奇美醫學中心胸腔內科主任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國立成功大學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畢業
經歷: 1.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第七屆理事 2.長榮大學兼任部定助理教授
3.財團
法人奇美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4.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內科臨床講師
5.台北榮民總醫院胸腔部醫師 6.教
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7.台灣肺癌學會第五屆理事
專長:胸腔內科 胸腔腫瘤 胸腔重症醫學

Speaker
李政宏 醫師
現任: 成大醫院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醫學系
經歷: 成大醫院內科部總醫師
成大醫院住院醫師
成大醫院內科研究員
專長; 胸腔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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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遠志 醫師
現任:郭綜合醫院主治醫師
學歷: 成大醫學院醫學系畢
經歷: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胸腔病房主任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胸腔內科醫學會專科
中華民國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專科醫師
專長: 氣喘、久咳不明原因 肺炎、支氣管擴張症 肺結核、慢性阻塞性肺病
黃恆慶 醫師
現任:柳營奇美醫院胸腔科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研究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兼任主治醫師
奇美醫學中心加護醫學部主治醫師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胸腔專科指導醫師
中華民國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指導員
教育部部定講師
專長: 各種呼吸道及肺部疾病，如久咳不癒、咳血、胸悶、氣喘、肺氣腫、肺結核、
肺腫瘤、急慢性支氣管炎及支氣管擴張症等。
慢性長期呼吸照護，如氣切術術後照顧、呼吸器依賴病患 急性重症病患照顧。
洪志興 教授
現任: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小兒科主任
學歷: 1986/08-1993/07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2002-2003 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氣喘暨過
敏病中心研究員
2006-2009 年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專長: 過敏學、免疫學、小兒科學
林延淞 醫師
現任: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胸腔內科主任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畢業
經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住院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胸腔暨重症系 總醫師、研究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胸腔暨重症系 主治醫師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加護病房 代主任
專長: 一般胸腔疾病,重症加護醫療及肺癌診斷和治療,也提供病患氣喘,慢性肺部阻
塞性疾病及肺部感染症等肺部疾病的門診服務。
江國華 醫師
現任: 永康奇美醫學中心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經歷: 1.台北榮總胸腔部住院醫師
2.台北榮總胸腔部總醫師
3.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胸腔暨重症醫學科研究員
4.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內科臨床講師
5.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6.嘉南藥理大學助理教授
專長: 1. 胸腔內科 2.重症醫學 3.胸腔腫瘤
柯獻欽 醫師
現任: 永康奇美醫學中心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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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奇美醫學中心緩和醫療中心主任
學歷: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
經歷: 1.台大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2.台大醫院胸腔內科總醫師
3.台北縣立三重醫院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4.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胸腔暨重症醫學科研究員
5.教育部部定講師
專長:1. 胸腔內科 2.重症醫學 3.胸腔腫瘤
陳長宏 醫師
現任: 台南巿立醫院 胸腔科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成大附設醫院內科、胸腔內科
專長: 慢性咳嗽、咳血、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氣管炎、慢性氣管炎、肺炎、肺結核、
肺部感染症、支氣管擴張症，過敏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氣喘、間質性肺疾
病、肺部腫瘤、重症加護醫學、老人健康問題、老年醫學
性阻塞性肺病、肺癌診療等診斷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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