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號課程為 PGY；灰底斜線課程為 UGY ; 綠色課程為住院醫師層級以下必須參加 

 

 
 
 
 

一 二 三 四 五 
日

 

 01 02 03 04 

上 
午 

12/31 
★15:00 
Orientation 與急
診常用藥物介
紹 

08:00 外傷討論會  

08:00 三日回診及死亡個案(11 月) 
(沈/胡) 

09:00 專題演講：2018 台灣肺癌治療

guideline 
(蔡哲安醫師/Cravit) 

★08:00○核創傷-(太) 
★09:00○核超音波在急診
內外科的應用-黃順祥醫
師 
★10:00○核超音波實務操
作-黃順祥醫師 

下 
午    15:00 休克(詹) 

★13:00○核團隊急救
(TRM)及急重症結構評
估-(田) 
★14:00○核醫學模擬簡介
-(邦) 
★15:00○核急重症病患轉
送原則-(帛) 
★16:00○核緊急醫療救護
系統與大量傷患基本處
置原則-(紀) 

日

 

 

07 08 09 10 11 

上 
午  08:00 外傷討論會 

09:00 骨折處理(林)  

 08:00 急診部暨放射線部聯合討論

會 
(Topic:limb+spine) 

(PGY /馬/毛) 

 

下 
午 

15:00 環境醫學
(張) 15:00 發燒(高) 14:00 急性腹痛

(李)  15:30 主任床邊教學 
(王立敏副院長) 

日

 
14 15 16 17 18 

上 
午 

09:00 傷口處理
(賴) 08:00 外傷討論會  

08:00 臨床個案討論會 
(佳/郭/紀) 

09:00 核心課程：ECG 判讀 
(陳冠儒醫師) 

09:00 主任床邊教學 
(蔡哲宏副院長) 

 
10:00~15:00 
超音波教學 

(蔡哲宏副院長) 
下 
午    15:00 ECG reading(胡)  

日

 
21 22 23 24 25 

上 
午  08:00 外傷討論會  ★12:00 學員座談會  

下 
午 15:00 胸痛(胡) 14:00 暈厥(曾) 15:00 醫事法律(朱) 

14:00-17:00 中區急診醫師聯合課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行政大樓 7 樓 4705 會議室) 

15:30 主任床邊教學 
(王立敏副院長) 

日

 
28 29 30 31  

上 
午  08:00 外傷討論會  

08:00 急診病歷寫作討論會 
(軒/曾/詹) 

 

下 
午  15:00 急診實例教學

(曾)    

日

 
   02/07  

上 
午    

08:00 三日回診 
(邱建銘醫師報 12 月份) 

 

下 
午      

台中榮總急診部教學活動表 108-01 

 



本月教學活動主持人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報告者 指導醫師 主持人 
每周二 外傷討論會 SER  林子傑主任 

1/03 三日死診及死亡病例討論 沈耘仲醫師  胡松原主任 

1/10 影像討論會 PGY 醫師 郭哲宇醫師 紀煥庭主任 

1/17 臨床個案討會 黃佳俊醫師 馬建文醫師 毛彥喬主任 

1/24 中區急診醫師聯合課程 中山醫學大學   

1/31 急診病歷寫作討論會 陳儀軒醫師 曾嘉瑩醫師 詹毓哲主任 

☆ 住院醫師晨會缺席不可超過一次 

急診部教學/指導/報告醫師 
B 林子傑主任(林) P 胡松原主任(胡) R 詹毓哲主任(詹) U 毛彥喬主任(毛)  

C 鐘國禎(鐘) D賴思岑 (賴) E 黃太力(太) F 楊伊凡(楊)    
G 謝兆陞(謝) H 黃京葦(京) I 高翔(高) J 林帛震(帛) K 紀煥庭(紀) L 陳冠儒(儒) M 張群岳(張) 

N 黃世哲(黃) O 馬建文(馬) Q 朱振國(朱) S 張耀田(田) T 王中邦(邦) W 黃莉文(莉) X 李柏松(李) 

Y 郭哲宇(郭) Z 曾嘉瑩(曾)       

 
k 邱建銘(邱) m 沈耘仲(沈) p 石祥中(石) q 廖尉凱(廖) r 陳儀軒(軒) s 陳俊丞(俊) y 黃佳俊(佳) 

z 簡汝穎(汝)       

 

住院醫師： 
班表代號 姓名 臨床教師/導師 註 

k 邱建銘 張耀田醫師 自選 MER 

m 沈耘仲 胡松原主任 自選 MER/教學 

p 石祥中 曾嘉瑩醫師 外科(胸腔外科) 

q 廖尉凱 李柏松醫師 神經內科 

r 陳儀軒 黃莉文醫師 急診外科重症 

s 陳俊丞 毛彥喬主任 內科重症醫學 

y  黃佳俊 林帛震醫師 MER 

z 簡汝穎 馬建文醫師 MER 

 
  



PGY 學員： 
班表代號 姓名 臨床教師 年度導師 卡號 章號 備註 

A 許家瑋 張群岳 吳明儒 E972 9830D 內科組 

B 黃嬿蓉 詹毓哲 李淑娟 E992 9845A 外科組 

C 許文晧 林子傑 劉嘯天 E998 9810J 外婦組 

D 陳昶融 黃莉文 周吟怡 F065 9823D 不分組 

E 蔡侑昕 王中邦 陳信華 F025 9860B 不分組 

F 謝佳銘 張耀田 林詩萍 F070 9864F 不分組 

 

Intern 學員： 
 
 

 
 

Clerk 學員： 
 
 
 
 
 
 
 
 
 
 
 
☆ PGY＆ UGY 注意事項 

每週四上午 meeting 除上班外所有醫師請務必參加！！ 
  

班表代號 大學院校 卡號 姓名 導師 備註 
Intern 陽明 Z708 李重甫 黃莉文醫師 上半月 

Intern 中國 Z790 陳昱宏 林帛震醫師 上半月 

Intern 陽明 Z614 吳季曄 曾嘉瑩醫師 下半月 

Intern 國防 Z727 李岩洋 馬建文醫師 下半月 

大學院校 卡號 姓名 導師 備註 

北醫 7165 陳俞均 郭哲宇醫師 12/31-1/13 

北醫 7166 徐尉翔 黃莉文醫師 1/14-1/27 

中山 7929 林庭右 胡松原主任 1/14-1/27 

陽明 7080 黃亮恩 曾嘉瑩醫師 1/28-2/17 

陽明 7084 楊閔淳 林帛震醫師 1/28-2/17 

陽明 7094 許庭瑄 李柏松醫師 1/28-2/17 



 
 

急診醫學科住院醫師專責主治醫師導師制與主治醫師專責教學項目 
 
 
 
 
 
 
 
 
 
 
 
 
 
 
 
 
 
 

1.導師每半年須輪替一次(往下順輪)，以便讓住院醫師熟悉各主治醫師專責教學項目。 
2.導師會議每月併部務會議舉行一次，討論住院醫師教學事宜。 

 

導師 住院醫師 專責項目 

張群岳  
統籌急診醫學科教學活動 
急診醫學與災難醫學 

胡松原 沈耘仲 毒物學與職業醫學 
高翔  急診醫學與重症醫學 
紀煥庭  急診醫學與 EMS 教學 
黃世哲  急診醫學與醫療資訊 
詹毓哲  急診醫學與職業醫學 
張耀田 邱建銘 急診醫學與模擬教學 
朱振國  急診醫學與醫療法律 
王中邦  急診醫學與模擬教學 
毛彥喬 陳俊丞 毒物與職業醫學 
黃莉文 陳儀軒 急診醫學與重症醫學 
李柏松 廖尉凱 急診醫學與重症醫學 
曾嘉瑩 石祥中 急診醫學 
林帛震 黃佳俊 急診醫學 
馬建文 簡汝穎 急診醫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