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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衰竭照護教育基礎篇(I) 課程簡章 

隨著醫療進步使得心血管疾病存活率大幅提升的同時，心臟衰竭的發生率也

逐日增加。然而，若要成功打造醫療人員優質的心臟衰竭照護素養，是否擁有心

臟衰竭的基礎知識則是必備元素。為了幫助臨床的各專業職類對於心臟衰竭的疾

病基礎生理、檢驗、檢查及治療理論有更完備的了解，本次課程邀請國內熟捻心

臟衰竭臨床照護之各領域專家學者，帶領您：(1)有能力判讀心臟衰竭造成血液中

肝、腎、電解質異常的檢驗數據；(2)學會如何簡單的讀懂心臟衰竭超音波報告；

(3)了解心臟衰竭該如何做營養評估與設計介入；(4)了解心臟衰竭病人的復健運動

是如何改善心臟的病態血流動力；以及(5)要如何在 30分鐘內讀懂心臟衰竭的異

常血流動力參數；進而(6)了解藥物治療是如何改善心臟功能與防止病態再塑型化

的發生。本次教育課程的主要目的，乃在讓您對於心臟衰竭的照護具備獨立思考

的能力，將習得的知識融入臨床，提昇照護品質！詳細課程內容及報名方式請見

附件。 

 

一、 課程資訊 

(1)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心臟衰竭照護學會 

(2) 日期：2022年 7月 23日（六）09:00 至 17:00 

(3) 形式：實體及線上視訊會議同步進行 (實體參與者提供午餐及點心) 

(4)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 110會議室(臺北市林森南路 33號) 

(5) 參加對象：心臟衰竭照護領域專業人員、教師或對心臟衰竭照護有興趣之人

士 (由於疫情關係，實體授課人數限制 30人以內，本學會保留決定實體上課

學員名單之權利，預計於 7月 4日(一)以 E-mail 通知是否錄取實體參加。但

所有報名的學員均有參加線上視訊會議的權利。) 

(6) 報名方式：自 6 月 6日起至 6月 30日下午 5點止，請至線上填妥報名表，

並完成繳費程序。未於期限內完成程序者，視同未報名成功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B1oJY5Vrbk16sEDq9  

 

 

(7) 報名費：會員 300元、非會員 500元。視訊與實體上課相同費用，費用包含

電子講義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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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醫事人員教育積分：本活動預計申請心臟學會、護理師、專科護理師、藥

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醫事職類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依

最終審核結果為主。學員需完成簽到退、前測暨後測、滿意度暨課程回饋問

卷，可獲得教育積分。 

(9) 證書核發：實體課程全程參與者可獲得證書；視訊參與者後測達滿分可獲得

證書。 

(10) 為節省紙張以響應環保，本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請學員於課前自行下載攜

帶電子講義。 

(11) 活動場地插座有限，請自行攜帶行動電源。  

(12) 實體參與者請配合相關防疫規定。 

 

二、課程要求 

日期 事項 

06/30 (四) 學員完成報名與繳費、回傳繳費證明。 

07/04 (一) 

學會於網站(https://www.heartfailure.tw/)公告實體與視訊上課學

員名單；實體上課者同步以 E-mail 通知。 

07/13 (三) 

學會以 E-mail 寄送課程相關連結，包含(1)課程講義、(2)案例討

論、(3)背景問卷、(4)前測、(5)滿意度暨課程回饋問卷。 

07/20 (三) 學員完成背景問卷與前測。 

07/23 (六) 

教育課程當天，學員完成後測； 

學會以 E-mail 寄送滿意度暨課程回饋問卷連結， 

學員完成可獲得教育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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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表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進行方式 

08:30-08:50 報到、線上簽到 

08:50-09:00 引言 
李啟明理事長 

輔大醫院心臟內科主任 

 

09:00-9:50 
從血流動力學的觀點了解心臟衰竭致病

生理機轉(I): 基礎篇 

王兆弘醫師 

基隆長庚醫院 

心臟衰竭中心主任 

講授 

09:50-10:40 

評估病人的血流動力學與器官灌流狀態

給予個人化的藥物治療組合與耐受劑量

(I) 

徐莞曾藥師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 

助理教授 

講授 

10:4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40 心臟衰竭營養代謝改變與營養照顧(I) 

陳珮蓉營養師 

臺大醫院 

營養室主任 

講授 

11:40-12:30 
如何運用心臟衰竭的診斷工具(I):  

心臟超音波(基礎篇) 

宋國慈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 

心血管中心主治醫師 

講授 

12:30-13:10 午餐 (實體課程學員，學會提供中餐) 

13:10-14:00 心臟衰竭的運動生理學: 基礎篇 

王鐘賢教授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教授兼主任 

講授 

14:00-14:50 心臟循環系統生化、血液檢測之解讀(I) 

徐千彝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助理教授 

講授 

14:50-15:10 Coffee break (實體課程學員互動討論) 

15:10-16:40 

心臟衰竭病人之臨床照護與個案討論 

(今日學習之實際運用) 

視訊上課學員完成後測 

全體講師及學員 案例討論 

16:40-17:00 
綜合討論與結語 

全體學員完成滿意度暨課程回饋問卷 

全體講師 

李啟明理事長 

 

實體課程上課地點：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110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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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實體上課地點 

 

 

 

 

中華民國心臟衰竭照護學會學會聯絡方式： 

秘    書    官芳如  

電    話    0965729236 

電子郵件    tsohftw@gmail.com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 

地址: 臺北市林森南路 33號 
 
交通方式： 

A、捷運： 

淡水線臺大醫院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 

板南線善導寺站 2號或 3號出口，步行約 5分鐘。 

B、公車： 

開南商工站：15, 22, 37, 208, 295, 615, 671。 

成功高中站：211, 222, 265, 297, 671。 

青島林森路口站：49, 222, 246, 295, 307, 527, 604。 

C、自行開車：周圍自費停車場有 Y17 及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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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繳費註冊單 

 

【繳費註冊單】繳費完成請回傳 

個人資料(請以正楷詳填) 

中文姓名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  ) 服務單位  

手機  ATM 轉帳者， 

請提供帳戶最後

五碼 

 

通訊地址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銀行匯款、ATM 轉帳收據黏貼處 

 

 

 

 

 

↑上方 

請於繳費後三個工作日內電子掃描寄送到 E-mail：tsohftw@gmail.com 

報名暨繳費說明：  

1. 111 年 6 月 6 日開始接受報名，請至下列網頁報名： 

https://forms.gle/B1oJY5Vrbk16sEDq9  

2. 完成繳費：繳費期限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 ATM 轉帳或銀行匯款至： 

銀行：合作金庫銀行臺大分行(006)   

帳號：1346717036465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衰竭照護學會 

3. 請於繳費後三個工作日內，填寫【繳費註冊單】並黏貼匯款或繳費證明，掃描寄送 E-mail

至 tsohftw@gmail.com。  

⚫ 如繳費收據需要報帳，請務必註明「收據抬頭」與「統一編號」；如未註明，將以報名

學員個人名義開立收據(恕不受理更換)。  

⚫ 若多人一同匯款/轉帳可一人代表填寫註冊單，但請務必註明所有報名者姓名、主要聯

絡人手機、收據開立方式。(一張匯款/轉帳單僅開立一張收據) 。  

4. 以收到註冊單附匯款或繳費證明才算完成報名。請務必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註冊繳費及回

傳，逾期視同放棄資格。  

5. 開課前一週內不予退費，其餘則須扣除 100 元手續費(須憑發票辦理)。  為顧及學員之權

益，如於活動前預知無法參加，最晚請於活動前一天中午 12點前來電告知。 

6. 上課當日若遇颱風、地震等天災時，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台北市停班公告為準，若停

班則當日課程取消，將另行於網站公告改期或退費處理。而非不可抗力之因素者，本會不受

理退費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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