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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A廳

08:50-09:10 報到與註冊

09:10-09:50 麻醉醫學教育趨勢 (視訊 ) 講者：Neal Cohen 座長：孫維仁 .程廣義

09:50-10:10 開幕式

10:10-10:30 茶敘

10:30-11:10 COVID-19全球洗禮，帶給臺灣醫衛之反思 講者：何啟功 座長：陳大樑 .程毅君

11:10-11:50 跨領域的智慧醫療 講者：王偉仲 座長：王志中 .汪志雄

12:00-13:00 午餐演講會：IR201, IR301, IR401, IR202, IR332, W21, W22

時間 /地點 A廳 B廳 C廳 D廳 一樓 Louisa coffee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 臨床麻醉發展 氣道處理 CBME在 COVID-19後
的挑戰與新貌

麻醉資訊系統建置交流
論壇

13:10-13:40 人工智慧 (AI)運用於疾
病風險的預測

講者：王志中
座長：王明鉅 .鄒美勇

裘馨氏肌失養症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在圍手術期
之考量 (視訊 )
講者：Yuan-Chi Lin
座長：廖文進 .曾稼志

COVID-19：麻醉醫師的
角色與建議

講者：陳嘉雯
座長：洪至仁 .洪維德

13:10-13:15
Welcome Remarks
講者：簡志誠 .陳建宇
13:15-13:35
核心能力導向醫學教育
在流行病期間或疫情後
之發展

講者：邀請中
座長：程廣義

主持人：石博元 .劉時凱
邀請各院規劃麻醉資訊
系統的醫護同仁，建置
資訊系統的過程中討論
經驗與心得分享。(同時
直播 )

13:10-13:35
奇美醫院麻醉資訊系統
講者：王立楷

13:35-13:40  Q & A

13:40-13:55
誰該為難用的系統負責
講者：陳權忠

13:55-14:10
沒有紙，對我很重要
講者：賴沛妏

14:10-14:15  Q & A

14:15-14:25
住院醫師登錄系統未來
規劃
講者：石博元

14:25-14:40  綜合 Q & A

13:40-14:10 人工智能在麻醉監視器
上的應用與發展

講者：丁乾坤
座長：戴元基 .楊承憲

還在學：胸腔麻醉進展

講者：鄭雅蓉
座長：黃俊仁 .王致嫻

使用 trachway經鼻道插
管之經驗分享

講者：胡品揚
座長：林作舟 .吳恩博

13:35-13:55
COVID-19疫情後對麻醉
訓練典範之轉變 (視訊 )
講者：Pedro Tanaka
座長：陳建宇

14:10-14:40 以機器學習預測低血壓 
(視訊 )
講者：Zhongping Jian
座長：葉春長 .陳貞吟

奈米醫學在未來麻醉
可能的應用

講者：余黃平
座長：陳宗鷹 .沈靜慧

麻醉醫師應知的氣道超
音波：老狗學習經驗談

講者：范守仁
座長：張怡 .林子玉

13:55-14:10
COVID-19疫情後，台灣
醫學教育在勝任能力導向
醫學教育發展的可能思維
與方向

講者：林育志

14:10-14:25
CBME在 COVID-19後
跨領域團隊的再省思及 
精進

講者：郭書麟
座長：簡志誠

14:25-14:40
座談會
與談者：所有演講者

14:40-15:00 茶敘

麻醉相關新趨勢 疼痛處置論壇 優秀海報論文競賽 國際麻醉專科醫師甄審
變革座談 (視訊 )

麻醉護理師角色職責與
麻醉專科護理師國考方
向論壇

15:00-15:30 麻醉新趨勢

講者：陳坤堡
座長：戴裕庭 .何照明 

肝臟射頻消融術的區域
麻醉以及疼痛管理

講者：藺瑞安
座長：張淳昭 .彭后正

由海報論文中經評選出 8
人，每人作 7分鐘報告
與 3分鐘提問。經評審
評選與現場觀眾投票後
決定前三名，會員大會中
頒獎。

評審：孫維仁 .賈元一 . 
劉彥青 .林真福 . 
盧奕丞

美國：Joseph S. Chiang
中國：于布為

日本：Toshiya Koitabash
座長：何善台 .徐永偉

主持人：謝宜哲 .陳勇安
本論壇將討論二議題：
麻醉護理師的職掌與醫
護分工、麻醉專科護理
師國家考試範疇與資格
認定落日條款。(本場開
放直播問答 )15:30-16:00 從世界疼痛醫學會台灣

分會的成立看台灣疼痛
醫學的發展

講者：蔡玉娟
座長：吳世銓 .高銘章

超音波於台大醫院產科
麻醉臨床與研究之應用
現況

講者：吳峻宇
座長：李宗勳 .黃啟祥

16:00-16:30 台灣心胸麻醉的機會與
挑戰

講者：邢中熹
座長：鄒美勇 .褚錦承

兒童介入治療的麻醉

講者：勞萱之
座長：蘇百川 .陳明山

國際醫療經驗分享

肯尼亞內羅畢肯雅塔國
家醫院的兒科麻醉研修
獎助計劃

講者：Christopher  
Brasher

座長：余廣亮 .林至芃

16:40-18:00 會員大會 ( A廳 )暨選舉（B廳）

18:20 會員晚宴（接駁至林皇宮）

時間 /地點 A廳 B廳 C廳 D廳

　 重症醫療趨勢 麻醉醫療糾紛面面觀 品管與性別議題 麻醉護理專題

08:40-09:20 人工智慧在急重症醫療的應用：
發展與陷阱

講者：陳冠甫
座長：吳之芾 .周毅鵬

08:40-09:10
急重症醫病溝通之秘

講者：葉育彰

09:10-09:40
COVID-19下的醫師照顧責任
講者：蔡紫君

09:40-10:10

麻醉醫療糾紛面面觀

講者：楊宜樫
座長：簡吉聰 .劉鎮鯤

物理性保護屏障可以避免氣溶膠
產生操作中造成的汙染

講者：賴賢勇
座長：儲寧瑋 .曾光毅

神經監測甲狀腺手術之麻醉考量

講者：盧奕丞
座長：楊惠如 .陳玫君 

09:20-10:00 肝臟移植病人周手術期重症照護

講者：徐永吉
座長：何始生 .潘健成

營造醫療現場的友善性別互動

講者：柯乃熒
座長：謝佳芳 .黃妲

那些年，教科書上沒說的事

講者：吳紹群
座長：孫國清 .廖桂林

10:00-10:20 茶敘

Sept.19,2020 高雄醫學大學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B2F國際會議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B2F國際會議中心Sept.20,2020

時間 /地點 A廳 B廳

超音波專題演講 衛教懶人包專題演講

10:20-12:20

10:20-10:50

不影響膈神經功能的肩部手術後止痛策略

講者：林至芃

10:50-11:20

區域麻醉於胸腔手術止痛的應用

講者：許弘德
座長：溫永銳 .吳志成

11:20-11:50

乳房手術的區域麻醉

講者：陳威宏

11:50-12:20

區域麻醉於髖關節手術的應用

講者：王柏凱
座長：林嘉祥 .程廣義

用懶人包與世界溝通

講者：林長揚
主持人：謝佳芳

12:20-13:00
午餐（超音波實作坊、衛教懶人包實作坊學員）

IR201 （類鴉片藥物使用於疼痛治療：類鴉片藥物使用於疼痛治療之國際觀點綜整   講者：王志中    座長：劉啟舉 .朱光興）

時間 /地點 B2：A∼ D站 一樓 Louisa coffee

超音波實作坊
(限報名繳費者 )

衛教懶人包實作坊
(限報名繳費者 )

13:00-15:30

第一站 UE 
Interscalene, supraclavicular, Axillary
林至芃 .周韋翰 

第二站 LE 
Femoral, Adductor canal, Popliteal sciatic
許弘德 .徐雍和 

第三站 Trunk 
Classical TAP, Subcostal TAP, PECS block
陳威宏 .蘇妙佩 

第四站 Trunk 
Thoracic Paravertebral, Erector spinae, QL 
block
藺瑞安 .唐宗詠

用懶人包與世界溝通

講者：林長揚
主持人：謝佳芳

議程表｜

為使會議進行順暢，大會保有更動議程之權利

為使會議進行順暢，大會保有更動議程之權利

時間 /地點 A廳

08:50-09:10 報到與註冊

09:10-09:50 麻醉醫學教育趨勢 (視訊 ) 講者：Neal Cohen 座長：孫維仁 .程廣義

09:50-10:10 開幕式

10:10-10:30 茶敘

10:30-11:10 COVID-19全球洗禮，帶給臺灣醫衛之反思 講者：何啟功 座長：陳大樑 .程毅君

11:10-11:50 跨領域的智慧醫療 講者：王偉仲 座長：王志中 .汪志雄

12:00-13:00 午餐演講會：IR201, IR301, IR401, IR202, IR332, W21, W22

時間 /地點 A廳 B廳 C廳 D廳 一樓 Louisa coffee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 臨床麻醉發展 氣道處理 CBME在 COVID-19後
的挑戰與新貌

麻醉資訊系統建置交流
論壇

13:10-13:40 人工智慧 (AI)運用於疾
病風險的預測

講者：王志中
座長：王明鉅 .鄒美勇

裘馨氏肌失養症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在圍手術期
之考量 (視訊 )
講者：Yuan-Chi Lin
座長：廖文進 .曾稼志

COVID-19：麻醉醫師的
角色與建議

講者：陳嘉雯
座長：洪至仁 .洪維德

13:10-13:15
Welcome Remarks
講者：簡志誠 .陳建宇
13:15-13:35
核心能力導向醫學教育
在流行病期間或疫情後
之發展

講者：邀請中
座長：程廣義

主持人：石博元 .劉時凱
邀請各院規劃麻醉資訊
系統的醫護同仁，建置
資訊系統的過程中討論
經驗與心得分享。(同時
直播 )

13:10-13:35
奇美醫院麻醉資訊系統
講者：王立楷

13:35-13:40  Q & A

13:40-13:55
誰該為難用的系統負責
講者：陳權忠

13:55-14:10
沒有紙，對我很重要
講者：賴沛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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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13:55
COVID-19疫情後對麻醉
訓練典範之轉變 (視訊 )
講者：Pedro Tanaka
座長：陳建宇

14:10-14:40 以機器學習預測低血壓 
(視訊 )
講者：Zhongping Jian
座長：葉春長 .陳貞吟

奈米醫學在未來麻醉
可能的應用

講者：余黃平
座長：陳宗鷹 .沈靜慧

麻醉醫師應知的氣道超
音波：老狗學習經驗談

講者：范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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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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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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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長：簡志誠

14:25-14:40
座談會
與談者：所有演講者

14:40-15:00 茶敘

麻醉相關新趨勢 疼痛處置論壇 優秀海報論文競賽 國際麻醉專科醫師甄審
變革座談 (視訊 )

麻醉護理師角色職責與
麻醉專科護理師國考方
向論壇

15:00-15:30 麻醉新趨勢

講者：陳坤堡
座長：戴裕庭 .何照明 

肝臟射頻消融術的區域
麻醉以及疼痛管理

講者：藺瑞安
座長：張淳昭 .彭后正

由海報論文中經評選出 8
人，每人作 7分鐘報告
與 3分鐘提問。經評審
評選與現場觀眾投票後
決定前三名，會員大會中
頒獎。

評審：孫維仁 .賈元一 . 
劉彥青 .林真福 . 
盧奕丞

美國：Joseph S. Chiang
中國：于布為

日本：Toshiya Koitabash
座長：何善台 .徐永偉

主持人：謝宜哲 .陳勇安
本論壇將討論二議題：
麻醉護理師的職掌與醫
護分工、麻醉專科護理
師國家考試範疇與資格
認定落日條款。(本場開
放直播問答 )15:30-16:00 從世界疼痛醫學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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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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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於台大醫院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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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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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長：李宗勳 .黃啟祥

16:00-16:30 台灣心胸麻醉的機會與
挑戰

講者：邢中熹
座長：鄒美勇 .褚錦承

兒童介入治療的麻醉

講者：勞萱之
座長：蘇百川 .陳明山

國際醫療經驗分享

肯尼亞內羅畢肯雅塔國
家醫院的兒科麻醉研修
獎助計劃

講者：Christopher  
Brasher

座長：余廣亮 .林至芃

16:40-18:00 會員大會 ( A廳 )暨選舉（B廳）

18:20 會員晚宴（接駁至林皇宮）

時間 /地點 A廳 B廳 C廳 D廳

　 重症醫療趨勢 麻醉醫療糾紛面面觀 品管與性別議題 麻醉護理專題

08:40-09:20 人工智慧在急重症醫療的應用：
發展與陷阱

講者：陳冠甫
座長：吳之芾 .周毅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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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監測甲狀腺手術之麻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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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長：楊惠如 .陳玫君 

09:20-10:00 肝臟移植病人周手術期重症照護

講者：徐永吉
座長：何始生 .潘健成

營造醫療現場的友善性別互動

講者：柯乃熒
座長：謝佳芳 .黃妲

那些年，教科書上沒說的事

講者：吳紹群
座長：孫國清 .廖桂林

10:00-10:20 茶敘

Sept.19,2020 高雄醫學大學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B2F國際會議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B2F國際會議中心Sept.20,2020

時間 /地點 A廳 B廳

超音波專題演講 衛教懶人包專題演講

10:20-12:20

10:20-10:50

不影響膈神經功能的肩部手術後止痛策略

講者：林至芃

10:50-11:20

區域麻醉於胸腔手術止痛的應用

講者：許弘德
座長：溫永銳 .吳志成

11:20-11:50

乳房手術的區域麻醉

講者：陳威宏

11:50-12:20

區域麻醉於髖關節手術的應用

講者：王柏凱
座長：林嘉祥 .程廣義

用懶人包與世界溝通

講者：林長揚
主持人：謝佳芳

12:20-13:00
午餐（超音波實作坊、衛教懶人包實作坊學員）

IR201 （類鴉片藥物使用於疼痛治療：類鴉片藥物使用於疼痛治療之國際觀點綜整   講者：王志中    座長：劉啟舉 .朱光興）

時間 /地點 B2：A∼ D站 一樓 Louisa coffee

超音波實作坊
(限報名繳費者 )

衛教懶人包實作坊
(限報名繳費者 )

13:00-15:30

第一站 UE 
Interscalene, supraclavicular, Axillary
林至芃 .周韋翰 

第二站 LE 
Femoral, Adductor canal, Popliteal sciatic
許弘德 .徐雍和 

第三站 Trunk 
Classical TAP, Subcostal TAP, PECS block
陳威宏 .蘇妙佩 

第四站 Trunk 
Thoracic Paravertebral, Erector spinae, QL 
block
藺瑞安 .唐宗詠

用懶人包與世界溝通

講者：林長揚
主持人：謝佳芳

議程表｜

為使會議進行順暢，大會保有更動議程之權利

為使會議進行順暢，大會保有更動議程之權利

[A] 09:07 - 09:20

[B] 10:27 - 11:00

[C] 13:07 - 13:40

[D] 14:57 - 15:30

[F] 10:17 - 10:50

[E] 08:37 - 09:10

~ 住院醫師 ~ 打卡時段⼤大公開 ~
規則: 年年會六⼤大打卡集點時段， 
         集滿任 5 點，可⾄至1 F 報到處領取 
         精美紀念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