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康保險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教育訓練
健保氣喘慢性照護醫師資格認證與再進修演講課程

裝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氣喘衛教協會、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協辦單位 :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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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8 日(星期日)
時間：08：00 ~ 17：30
地點：高雄長庚醫院 六樓 紅廳

Time

Topic

08:00~08:20

Opening

08:30~09:20

台灣成人氣喘診療指引

09:30~10:20

台灣兒童氣喘診療指引

訂

Speaker

Moderator

高雄長庚醫院 林孟志 副院長

10:20-10:40

高雄長庚醫院 陳泓丞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

高雄長庚醫院

林孟志 副院長

王玲 主

任
Break

10:40-11:30

氣喘致病機轉與氣道變形

小港醫院 陳煌麒 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

11:40~12:30

氣喘病的藥物與非藥物療法

義大醫院 陳鍾岳醫師

劉世豐 主任

線

12:10~12:50

中場休息

13:00-13:50

特殊情況下的氣喘治療

高雄長庚醫院 黃國棟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

14:00-14:50

氣喘慢性照護

大同醫院 蔡英明醫師

鍾聿修 主任

14:50-15:20

Break

15:20-16:10

氣喘病的診斷與臨床監測

義大醫院 吳俊廷醫師

義大醫院

16:20~17:10

氣喘病急性發作的處置

義大醫院 李和昇醫師

魏裕峰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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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7:30

Ending

義大醫院

魏裕峰 主任

講師及主持人簡歷
【Moderator】
林孟志 Meng-Chih Lin, M.D. 醫師

裝

訂

現職: 高雄長庚 胸腔內科教授
高雄長庚 副院長
學歷:中山醫學院學士/1985.06 畢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Canada 1996-1997
經歷：1. 臺北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住院醫師/1985-1986
2.台北長庚/實習住院醫師/1986-1991
3.台北長庚/胸腔內科/總醫師/1989-1991
4. 台北長庚/胸腔內科/主治醫師/1991-2003
5. Meakins-Christie Labs,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Canada/研究員
/1996-1997
6.長庚醫院/呼吸照護中心/主任
專長：Critical care medicine, Pathophysiology of respiratory failur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Respiratory muscle biology, Airway diseases

劉世豐 Liu Shih-Feng 醫師

線

現職: 高雄長庚 胸腔內科副教授
高雄長庚 呼吸治療科主
學歷: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1990.06 畢
經歷:1.高雄長庚/實習醫師/1988.06-1990.05
2.高雄長庚/住院醫師
/1990.07-1993.06
3.高雄長庚/總醫師/1993.07-1995.06
4.高雄長庚/主治醫師/1995.07-迄
今
專長：Airway diseas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鍾聿修 Yu-Hsiu Chung

醫師

現職: 高雄長庚醫院胸腔科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院/學士/1993.06 畢
經歷: 1.高雄長庚/實習醫師/1992.07-1993.06
2.高雄長庚/住院醫師/1993.07-19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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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雄長庚/胸腔內科/總醫師/1996.07-1998.06
4.高雄長庚/胸腔內科/主治醫師/1998.07-迄今
專長：1. 胸腔重症醫學 2. 胸腔腫瘤 3. Interventional bronchoscopy

魏裕峰 Yu-Feng Wei 醫師

裝

現職: 義大醫院 胸腔內科主任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 台灣
醫學系 學士
81/07/01-88/06/30
經歷：
義大醫院
胸腔科 主任/99.07.01~迄今
義大醫院
胸腔科 主治醫師/95.07.01-99.06.30
台大醫院
胸腔科內科部/總醫師暨 /臨床研究員/93.07.01-95.06.30
台大醫院
內科部 住院醫師/92.07.01-93.06.03
亞東醫院
內科部 住院醫師/90.08.09-92.06.03
台中醫院
內科部 住院醫師/90.03.16-90.08.08
專長:1. 胸腔醫學
2. 重症醫學

【Speaker】
訂

陳泓丞/Chen Hung- Chen
現職: 高雄長庚胸腔內科系主治醫師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雙主修醫學學士
經歷: 1.高雄長庚/住院醫師/2006.08-2009.07
2.高雄長庚/胸腔內科/總醫師
/2009.08-2011.06
3. 高雄長庚/胸腔內科/主治醫師/2011.08
專長: Sepsis, Bronchoscopic endosonography, Lung cancer,Critical care
線

王玲 Lin Wang, M.D.醫師
現職:2011 年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兒童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
2011-2016 年 長庚大學部定助理教授
2016 年起
長庚大學部定副教授
學歷:1. 2011 年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 2. 1998 年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醫學士
經歷:2008-2011 高雄長庚 兒童一般科主任
2004-2008 高雄長庚 兒童一般科主治醫師
2001-2004 高雄長庚 兒童內科部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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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1 高雄長庚 兒童內科部住院醫師
專長: 兒童過敏及氣喘病 、兒童免疫缺陷症、兒童風濕病 、ㄧ般兒科學

陳煌麒 Huang-Chi Chen M.D. 醫師

裝

現職: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內科加護室主任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內科加護室專責主治醫師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1.高雄醫學大學/學士/2000.06 畢
經歷:1.高雄長庚/住院醫師/1999-2000
2.高雄長庚/總醫師/2000-2003
3. 高雄長庚/胸腔內科/主治醫師/2003專長: 一般內科與各類胸腔及呼吸道疾病（如急性或慢性咳嗽、呼吸道感染、肺炎、
肺結核、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氣管擴張症、急性或慢性呼吸衰竭、
胸腔腫瘤、肺癌）及重症加護相關疾病（如敗血症、休克、心肺衰竭、多重器
官衰竭）

陳鍾岳 Chen Yung-Yueh 醫師

訂

現職: 義大醫院 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大學 1998/07-2005/06
建國中學
1995/07-1998/06
經歷: 台大醫院總醫師
2008-07~
台大醫院住院醫師
2005/07~2008/06
台大醫院實習醫師
2004/06~2005/05
專長: 胸腔暨重症醫學、支氣管內視鏡、胸腔超音波

線

黃國棟 Kuo-Tung Huang

醫師

現職: 高雄長庚醫院 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July 1994 ~June 2001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
經歷: 高雄長庚 內科部 住院醫師/2002.07-2005.06
高雄長庚 內科部 總住院醫師/2005.07-2007.06
高雄長庚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2007.07~迄今
專長: 胸腔醫學、支氣管內視鏡、睡眠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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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明 Tsai Ying – Ming 醫師

裝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內科部 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 中華民國 醫學系 醫學士 19 91 / 09 至 19 98 / 06
高雄醫學大學 中華民國 醫學研究所 碩士 2007 / 08 迄今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內科部 住院醫師 （2002.08.～2005.0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胸腔內科 總住院醫師 （2005.08.～
2007.0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內科部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2007.08.～迄
今）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2010.07-2012.06)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2013.01.～迄今）
專長: 1. 內科 2. 胸腔醫學

吳俊廷 Jiun-Ting WU 醫師
訂

現職: 義大醫院 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生化學研究所 1993/09-1995/06
高雄醫學大學
學士後醫學系
1997/09-2002/06
經歷：高雄長庚醫院 內科住院醫師
2002/08-2005/07
高雄長庚醫院 胸腔內科 研究員 2005-07~仍在職
專長:1. 胸腔醫學
2. 重症醫學

線

李和昇 Lee Ho-Sheng 醫師
現職: 義大醫院 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 醫藥系 1997/09-2004/06
經歷： 義大醫院 內科部總醫師
2008/07-至今
台大醫院 內科部住院醫師 2005/07-2008/06
成大醫院 內科部住院醫師 2004/10-2005/06
專長: 胸腔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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