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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電話 02-2871212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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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7 月修訂 

 

※ 活動訊息：本會將於民國 102 年 8 月 17 日辦理『 2013 年台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 』，敬邀全體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 地點：台北榮總 致德樓 第二會議室(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時間：早上 08:00～下午 17:30 止  

   報名方式：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詳情請洽官網： http://www.burn.org.tw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13 年 08 月 7 日(週三)下午五時止。 

   費用說明：  

費用說明 報名費 常年會費 年會午宴 

會員 $500 醫師:$1200 免費 

其他:$ 500 

非會員 $600 ---------- $800 

 秘書處提醒各位舊會員若逾兩年以上未繳費請補繳前兩年年費及當年度年費，才能恢復  

   會員資格。(依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決議) 。 

    

   年會午宴： 

   時間：102年8月17日 中午12: 00-14:00 

   地點：蘇杭天母振興店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2樓-振興生活健康大樓) 

   報名方式：詳情請洽官網： http://www.burn.org.tw 

 

   付款方式：郵政劃撥帳號：16713649，戶名：台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 

   為方便會場報到動線順暢，繳費期限至8月7日止。(請將繳費證明回報至秘書處： 

   bataiwan@ms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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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工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以上教育積分認證申請中。 

 

   注意事項：（1）本次會議建議著休閒服飾，不打領帶(casual)進場。 

            （2）會員中午備餐-(憑卷劃位入場)，非會員敬備 $100 元午餐卷。 

            （3）場地名額有限，額滿為止，未事先報名者無法授與繼續教育積分及講義 

                 資料袋。 

mailto:bataiwan@ms6.hinet.net


            （4）本課程一律採手動簽到簽退。 

            （5）停車費半價優惠(請洽詢現場報到處領取憑證)。 

  【詳情請見附件一】 

 

  ※近期重要活動訊息： 

     1.本會將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7 日辦理『2013 燒傷暨傷口照護南部研習會』。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自由一路 100 號) 

 

 

※ 國際資訊： EBA 將於 2013 年 8 月 28-31 日於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第 15 屆歐洲國際燒傷會議，

詳請請洽大會網址：http:// www.eba2013.org 

 

   

 

 

 

 

 

 

敬    祝 

 

         平    安    如    意 
 

 

 

 

 

 

 

 

 

 

 

 

http://www.isbi2012-edinburgh.org/


      2013年台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附件一 

Taiwan Society for Burn Injuries and Wound Healing 2013 Annual Meeting   

時間：102 年 08 月 17 日(星期六) 8:00-17:30 

地點： 台北榮總 致德樓 第二會議室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Agenda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00-08:20 會 員 報 到        秘書處 

08:20-08:30 理事長致詞      馬旭 醫師 

08:30-09:00 Biobrane 敷料在燒傷醫療的角色 楊瑞永  醫師  戴念梓 醫師 

09:00-09:30 一張臉的代價值多少？ 

~談「變臉」所帶來的心理社會議題~ 

牛慕慈心理師  

 楊瑞永 醫師 

林瑞嬌 副執行長 09:30-10:00 「變臉」(全臉移植) 所帶來的倫理與法律議題 楊秀儀副教授 

10:0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00 Clinical VCA Program: Overview and Update 林承弘  醫師  

 馬 旭  醫師 

 何建良 醫師 

11:00-11:30 換手變臉契機與挑戰:談台灣複合組織異體移植近況 郭耀仁  醫師 

11:30-12:00 FACE OFF- the REHAB MOVES 吳佩璇  醫師 

12:00-14:00                         Lunch      Break   (會員大會) 

14:00-14:30 頸部高壓電燒傷的皮瓣修復 黃曉元  醫師  楊永健 醫師 

 游家孟 醫師   14:30-15:00 待確認 待確認 

15:00-15:40 從國際傷口處置趨勢~談台灣傷口照護處置之展望~ 羅淑芬副教授  

 莊秀樹 醫師 

 林素娥 護理長 

 

15:40-15:55 使用影像傳輸系統提昇護理人員乳房重建術後皮瓣

評估一致性 

黃惠珠護理師 

15:55-16:10 應用藻酸鈣敷料在傷口處理的經驗分享 張雪吟護理師 

16:10-16:30                   Coffee      Break   

16:30-16:36 照護一位年輕顏面燒傷合併視力損傷病患 林采蓉護理師  

 

 彭成康 醫師 

 黃慧夫 醫師  

16:36-16:42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 (ASC) 

in a Rodent Burn Injury Model  

李秉侖  醫師 

16:42-16:48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对大鼠烫伤创面愈合的影响 郭光华  醫師 

16:48-16:5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烟雾吸入性损伤体内向功能细

胞分化的实验研究 

郭光华  醫師 

16:54-17:00 中药膳食营养对烫伤大鼠免疫功能康复的影响 詹剑华  醫師  

17:00-17:06 嚴重顏面燒燙傷幼童經國際醫療援助之病例報告 喬浩禹  醫師  

 李書欣 醫師 

 杜隆成 醫師 

17:06-17:12 Rising from ruins: What is the next step to manage the 

difficult wound when all other methods have failed? 

張鳳書  醫師 

17:12-17:18 The modified wound care procedure in extensive burn 

patients after KMU postage autografting 

賴雅薇  醫師 

17:18-17:24 降低燒傷加護病房非計劃性氣管內管拔管發生率 莊孟蓉護理師  歐素妃 護理長 

 吳英旬 護理長 17:24-17:30 表達性繪畫於一位顏面燒傷個案之應用 周彥慈護理師 

17:30 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