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重要近期重要近期重要近期重要活動訊息活動訊息活動訊息活動訊息：：：：本會將於民國 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辦理『 2012 年春季燒傷暨傷口照護研習會 』

敬邀全體會員免費報名參加。 

� 地點：臺大醫院-兒醫大樓 B1 講堂(中山南路 8 號) 

� 時間：上午 08:30～下午 17:30 止 

� 報名方式：採取線上網路報名方式，本學會網址如下: http://www.burn.org.tw/ 

（詳見下頁議程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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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品                                      101 年 2 月修訂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北區 
2012年 3月 31日(六) 

08:30am~17:00pm 

臺大醫院-兒醫大樓 

B1講堂(中山南路 8號) 中區 
中區 2012/6/16(六) 

08:30am~12:00am 

台中榮總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 160號 北區 
2012年 8月 11~12日(六、日) 

08:30am~17:00pm 

張榮發基金會 中山南路 11號 10樓 

會議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名稱 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 

The 44rd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Burn Association (ABA會議) 
4/24~4/27 美國 西雅圖 

The 16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urn Injuries 
9/9~9/13 英國 愛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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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場

次 

Time Topic 講者 

0830-0920 
Allograft Preservation in Skin Bank 

皮膚組織之保存與應用 
三軍總醫院 戴念梓 醫 師 

0920-1010 
Nursing Care in Intensive Care Burn Unit  

燒傷加護病房的護理照護面面觀 
臺大醫院 胡瑞華 護理師 

101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20 
Social Return in Burn Survivals 

嚴重燒傷病患存活者重回社會 
陽光基金會 牛慕慈 心理師 

1120-1210 
Big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 

非常男女同不同 
資深教育家 黃 菁 校 長 

1210-1320 中  餐 

下

午

場

次 

1320-1410 
The Art of Pressure Garment in Scar Control  

對抗疤痕-- 壓力衣的治療藝術 
陽光基金會 

宋有礪  

物理治療師 

1410-1500 
Reconstruction in postburn facial disfigurement 

燒傷後顏面損傷之重建 
長庚醫院 

莊秀樹 醫師 

陳潤茺 醫師 

蕭彥彰 醫師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10 

Skin Changes at Life’s End and Kennedy 

Terminal Ulcer--- A Must-to-know Issue for the 

Wound Care team 

末期皮膚病灶及壓瘡：一個傷口治療團隊需

知的議題 

恩主公醫院 鄭泰如 醫師 

1610-1700 

Ethical Issues about Difficult Wound Care in 

Hospices  

安寧病房慢性傷口照顧的倫理議題 

臺大醫院 蔡兆勳 醫師 

1700-1720 散    會 

※課程提供： 

1.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2.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聯會。 

3.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4.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 

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聯會。 

6.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7. 公務員學習時數 

以上教育積分認證。(積分申請中)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主辦單位：台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 

協辦單位：  

2.「2012 年春季燒傷暨傷口照護研習會」 之活動時間與地點： 

  2012 年 03 月 31 日 星期六  地點：台大醫院-兒醫 B1 講堂 

3. 報名方式：採取線上網路報名方式，本學會網址如下: http://www.burn.org.tw。 

4.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19 日（週一）下午五時止。 

3. 付款方式：郵政劃撥 --- 劃撥帳號/ 16713649，戶名/ 臺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 

4. 費用說明：本活動需事先報名，會員免費參加，非會員請繳交報名費 600 元，非會員之專

科護理師報名費 500 元；現場報名費 1000 元。 

5. 積分申請：本活動授與醫師、護理師、專科護理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繼

續教育積分及執業執照積分(積分申請中)。 

6. 注意事項： 

   (1) 本次研習會之場地名額有限，額滿為止，若未事先報名者，無法授與繼續教育積分。 

   (2) 若欲取消之同仁，請以 Email 方式(bataiwan@ms6.hinet.net)於 1 週前告知取消。 

   (3) 請多利用本會網查詢最新消息，課程若有異動將於網公告，不另行通知。 

 

7. 備註： 

(1) 現場備有茶水、點心；中午提供美食街餐卷。 

(2) 上課當天發放收據、領據、講義…等資料。 

(3) 恕不提供停車優惠。 

8. 連絡人：請洽譚小姐，（02）2312-3456＃65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