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年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肝膽腸胃科及肝病防治中心教學活動成果

肝病教學活動肝病教學活動肝病教學活動肝病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期透過辦理肝病教學活動，以達到院際交流，並藉由邀請專家蒞臨指

2010教學活動成果
時間 活動名稱 主題

2010/1/8 特別演講 Recent advance in diagnosis of GERD

2010/1/10 學術演講會 慢性B型肝炎治療新趨勢

2010/1/20 特別演講 肝癌的治療進展2010/1/20 特別演講 肝癌的治療進展

2010/1/30 學術研討會 2010 Sebivo 中區學術研討會

2010/3/14 學術研討會 Lansoprazole and GU & DU

2010/4/21 繼續教育 C型肝炎收案與流程

2010/4/24 學術研討會 New Era of Acid Related Disease Management

2010/5/6 學術研討會 Therapy for chronic hepatitis C2010/5/6 學術研討會 Therapy for chronic hepatitis C

2010/5/14 繼續教育 Pre-emptive therapy of hepatitis B virus before chemother

繼續教育2010/6/17 繼續教育 Management of decompensated chronic hepatitis B

2010/7/2 師資培育 六大核心能力之教與學

2010/7/14 專題演講 肝病防治

2010/7/22 繼續教育 Post-APASL/EASL highlight symposium2010/7/22 繼續教育 Post APASL/EASL highlight symposium

2010/7/31 學術研討會 消化系Fellow學術研討會

2010/8/11 師資培訓 肝炎防治計劃 醫護人員種子師資培訓2010/8/11 師資培訓 肝炎防治計劃-醫護人員種子師資培訓

2010/8/14 繼續教育 2010年慢性肝病繼續教育課程

2010/8/22 內視鏡講習會 大腸疾病之內視鏡診斷與治療

2010/8/28 學術研討會 How to help tour patient to achieve treatment goal in current BNHI treatm

2010/8/29 學術研討會 北區胃腸醫學學術研討會

2010/9/6 師資培訓 肝炎防治計劃 醫護人員種子師資培訓2010/9/6 師資培訓 肝炎防治計劃-醫護人員種子師資培訓

2010/9/18 學術研討會 中部地區B肝防治學術研討會

2010/9/25 學術研討會 New Era of acid related disease management

2010/10/9 學術研討會 大腸激躁症研討會

2010/10/23 繼續教育 Challenges ahead in the management of hepatitis-B patients undergoing c

2010/10/24 內視鏡教育訓練 大腸之治療內視鏡2010/10/24 內視鏡教育訓練 大腸之治療內視鏡

2010/10/25 繼續教育 Managing HBV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immun

2010/11/6 繼續教育 B型肝炎治療準則與肝癌風險評估

2010/11/7 內視鏡教育訓練 Prevention,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Endoscopic

2010/11/20 學術研討會 台灣肝癌醫學會中部地區醫學會

2010參與及教學活動花絮

陳健弘教授-肝癌治療進展 吳明賢教授-轉譯醫學與研究

2010慢性肝病繼續教育 張秋純個管師-慢性肝炎改善方案2010慢性肝病繼續教育 張秋純個管師-慢性肝炎改善方案

動成果動成果動成果動成果

指導，提升臨床醫護人員專業知識，使病患能得到更健全之照護。

主講 對象 主辦單位

林俊哲醫師 醫護人員 鹿基分院

林俊哲醫師 醫師 臺中縣醫師公會

陳健弘醫師 醫師 肝膽腸胃科陳健弘醫師 醫師 肝膽腸胃科

許朝偉醫師 醫師 肝膽腸胃科

林俊哲醫師 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張秋純個管師 藥商代表 默沙東藥廠

蔡明璋醫師 醫師 台灣阿斯特捷利康公司

劉俊人醫師 醫師 肝膽腸胃科劉俊人醫師 醫師 肝膽腸胃科

rapy 陳滋彥醫師 醫師 葛蘭素史克藥廠

楊凱凡醫師 醫師 肝膽腸胃科楊凱凡醫師 醫師 肝膽腸胃科

林俊哲醫師 臨床教師 醫教部及教師成長中心

林俊哲醫師 台中東友扶輪社 台中東友扶輪社

賴馨吾醫師 醫護人員 肝膽腸胃科賴馨吾醫師 醫護人員 肝膽腸胃科

林俊哲醫師 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張秋純個管師 醫護人員 苗栗縣衛生局張秋純個管師 醫護人員 苗栗縣衛生局

林俊哲醫師/張秋純 衛教護理師 肝膽腸胃科

林俊哲醫師 醫師及技術員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ment guideline 蘇維文醫師 醫師 肝膽腸胃科

林俊哲醫師 醫師 台灣東洋藥品公司

張秋純個管師 醫護人員 苗栗縣衛生局張秋純個管師 醫護人員 苗栗縣衛生局

李騰裕醫師 醫師 葛蘭素史克藥廠

林俊哲醫師 醫師 台灣阿斯特捷利康公司

林俊哲醫師 醫師 東生洋藥品公司

chemotherapy 張秋純個管師 護理師 葛蘭素史克藥廠

林俊哲醫師 醫師及技術員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林俊哲醫師 醫師及技術員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nity 林俊哲醫師 醫護人員 風濕免疫科

林俊哲醫師 醫護人員 署立彰化醫院

林俊哲醫師 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劉俊人醫師 醫師 台灣肝癌醫學會及中山附醫肝膽腸科

林俊哲主任-鹿基GERD 賴馨吾醫師-POST APASL

案 林俊哲主任-IBS 林俊哲主任-肝癌風險評估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肝膽腸胃科及肝病防治中心

案 林俊哲主任-IBS             林俊哲主任-肝癌風險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