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wan Associ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會 
110 年 9 月 25 日(六) ~9 月 26 日(日) 

110年慢性阻塞性肺病專科醫師核心教育訓練課程 

一、主辦單位：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台灣氣喘學會 

二、承辦單位：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學術委員會與台灣氣喘學會學術委員會 

三、時  間︰ 

    110 年 9 月 25 日(六) ~9 月 26 日(日)  

四、費  用︰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會員醫師 4000元 

    非學會會員醫師 5000元 

    (藥師 1500元，呼吸治療師 1500元，護理師 1500元) 

    專科醫師考試費 2000元(需要考試才需繳費) 

五、地  點：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 第四會議室 醫師活動學術演講 

六、名    額: 

    50 名 額滿截止(藥師、呼吸治療師、護理師皆可報名) 

七、教育積分： 

    本會會員可申請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 A類 12學分、氣喘學會 B類 6學分、 

台灣家庭醫學會、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台灣內科醫學會、台灣耳鼻喉科醫 

學會、臺灣兒科醫學會、台灣醫學會、台灣呼吸治療學會、護理師繼續教育積 

分、台灣臨床藥學會、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台灣過敏氣喘暨 

臨床免疫醫學會、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中民國免疫醫學會，繼續教育積 

分申請中。 

八、注意事項： 

    1.本課程全程參與者(即完成辦理簽到及簽退手續者)，請勿代簽，代簽一律不予 

    承認。 

    2.此課程提供講義及餐卷。相關防疫措施，依疫情指揮中心當時規定辦理。 
     配合防疫全程請戴口罩，並保持防疫距離。 
    3.慢性阻塞性肺病專科醫師資格:本學會經會員大會通過，加入本會成為正式醫師 

    會員滿 2年且修滿本學會舉辦的課程，最少 30學分(12核心課程為必備條件)  

除胸腔暨重症學會胸腔專科醫師外，其他專科醫師須考試及格，再經甄審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為慢性阻塞性肺病專科醫師，詳情請至本會網站。 

 九、報名方式： 

    至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網站 http://www.tacopd.org.tw/或台灣氣喘學會網站

http://www.taasthma.org.tw/，點選最新消息→選取此次活動線上報名。 

報名後請至郵局劃撥費用，郵局劃撥帳戶-戶名: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 帳

號:50239870。並註明參加 110/09/25-9/26 慢性阻塞性肺病專科醫師核心教育訓練課

程，將收據拍照回傳 tacopd@gmail.com 或傳真 02-27223029 至本會。若有疑問請

洽電話：0912-288406 或 0928-175728 林小姐、黃小姐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嘉興街 70 號 1 樓電話:02-2722-3029 0912288406 Fax:02-2722-3029 

ASTHMA:電子信箱:taasthma@gmail.com 網站:http://www. taasthma. org.tw 

 

http://www.taasthma.org.tw/
http://www.taasthma.org.tw/或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網站


高毓儒教授  

現任：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急重症醫學研究所教授 

學歷：PhD -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Biophysic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USA 

經歷：行政院國科會生物處形態及生理醫學學門召集人(2008-2011)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呼吸重症中心研究員(1989-1991) 

 

劉永揚醫師  

教職: 國立陽明大學助理教授  

現職: 台北榮民總醫院 胸腔部 臨床呼吸生理科 主治醫師  

學歷: 台北醫學院醫學士.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美國哈佛醫學院麻州總醫院 胸腔內科研究員  

 

馮嘉毅 醫師  

現職: 臺北榮民總醫院胸腔部 主治醫師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台灣結核病醫學會監事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士       

經歷: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胸腔及重症醫學部研究員/台灣結核病醫學會秘書長 

 

簡志峯醫師  

現職: 三軍總醫院胸腔內科肺功能室主任，呼吸照護中心主任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修  

經歷: 三軍總醫院內科住院醫師、總醫師、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林鴻銓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副教授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主

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社團法人氣喘諮詢協會理事長/桃園長庚醫院內科系系主任/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肺感染及

免疫疾病科科主任 

 

蔡鎮良（Chen-Liang Tsai）               

現職：三軍總醫院胸腔內科 主任        

學歷：國防醫學院醫學士/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美國杜克大學進修訪問學者        

經歷：國防醫學院助理教授/三軍總醫院呼吸治療室主任、呼吸治療中心主任、內科加護病房主任 

 

劉世豐 醫師  

現職: 高雄長庚醫院呼吸治療科主任/高雄長庚醫院胸腔科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學歷: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經歷: 高雄長庚醫院胸腔科主治醫師 

 

鄭孟軒 醫師  

現職:胸腔內科主治醫師/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部立屏東醫院內科部主任 



莊銘隆 醫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經歷: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呼吸治療科主任 

 

張博瑞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呼吸胸腔科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內科第一加護病房主任 

學歷: 私立長庚大學醫學系 英國倫敦帝國大學國家心肺學院博士 

 

林鴻銓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副教授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主

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社團法人氣喘諮詢協會理事長/桃園長庚醫院內科系系主任/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肺感染及

免疫疾病科科主任 

 

 
課程摘要:  

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世界組織指引定義 COPD 是一種呼

吸道不正常發炎反應有關的氣流限制疾病。而類固醇及支氣管擴張劑則能改善氣流控制炎症。故

COPD 控制並了解發炎的特徵和氣流限制的致病機轉，能幫助 COPD 病患提供最適合的治療。 

 

 

 

 

 

 

 

 

 

 

 

 

 

 

 

 



 
110年 9月 25日(六) -9月 26日(日) 

110年慢性阻塞性肺病專科醫師核心教育訓練課程 
【主辦單位】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台灣氣喘學會 

 
 

 

 

2021/09/25 (星期六)  醫師活動學術演講    地點:台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 第四會議室 

時間 內容 主講人(暫定) 座長(暫定) 

07:45-08:15 報到並簽到 會務人員 

08:15-08:20 Opening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江啟輝 教授 

08:20-09:10 Overviews of pulmonary physiology  

陽明大學 

生理學研究所 

高毓儒 教授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江啟輝 教授 

09:10-10:00 

Update on heterogeneity of COPD, 

evaluation of COPD severity and 

exacerbation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劉永楊 醫師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江啟輝 教授 

10:00-10:20 Coffee break 會務人員 

10:20-11:10 
The effect of Infection and microbiota 

on COPD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馮嘉毅 醫師 

三軍總醫院  

胸腔內科 

簡志峯 主任 

11:10-12:00 

Update on smoking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of COPD and 

trigger factor of exacerbation  

三軍總醫院  

胸腔內科 

簡志峯 主任 

台灣氣喘學會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 

鍾飲文 理事長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林口長庚  

胸腔內科 

林鴻銓 主任 

台灣氣喘學會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 

鍾飲文 理事長 

14:20-15:10 
Update on interaction between COPD 

with other comorbidities 

三軍總醫院  

胸腔內科 

蔡鎮良 主任 

台灣氣喘學會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 

鍾飲文 理事長 

15:10-15:30 Coffee break 會務人員 

15:30-16:20 

Update on genetic polymorphism and 

epigenetic study and different 

phenotypes of COPD 

高雄長庚  

呼吸治療科 

劉世豐 主任 

台灣氣喘學會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 

鍾飲文 理事長 

16:20-17:10 
Overview of 2021 GOLD guide line 

in COPD  

高雄醫大附設醫院 

胸腔內科 

鄭孟軒 醫師 

高雄長庚  

呼吸治療科 

劉世豐 主任 

17:10-17:15 Closing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江啟輝 教授 

17:15 課程簽退 會務人員 



 

 

 

110年 9月 25日(六) -9月 26日(日) 

110年慢性阻塞性肺病專科醫師核心教育訓練課程 

【主辦單位】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台灣氣喘學會 

2021/09/26(星期日)  醫師活動學術演講    地點:台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 第四會議室 

時間 內容 主講人(暫定) 座長(暫定) 

07:45-08:15 報到並簽到 會務人員 

08:15-08:20 Opening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江啟輝 教授 

08:20-09:10 
Advance in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in 

COPD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胸腔科 

莊銘隆 副教授 

台灣氣喘學會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 

鍾飲文 理事長 

09:10-10:00 Advance in image of COPD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胸腔科 

莊銘隆 副教授 

台灣氣喘學會 

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學會 

鍾飲文 理事長 

10:00-10:20 Coffee break 會務人員 

10:20-11:10 

Update network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change in COPD moreover, which might 

be key target for treatment  

林口長庚 

胸腔內科 

張博瑞 主任 

林口長庚  

胸腔內科 

林鴻銓 主任 

11:10-12:00 

Update on pathogenesis, inflammation, 

remodeling , pathology and during stable 

or exacerbation of COPD  

林口長庚  

胸腔內科 

林鴻銓 主任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江啟輝 教授 

12:00-12:05 Closing 台北榮總 胸腔內科 江啟輝 教授 

12:05 午餐  無須考試醫師 可簽退 會務人員 

13:30-14:30 慢性阻塞性肺病專科醫師考試 會務人員 

14:30 課程簽退 會務人員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嘉興街 70 號 1 樓電話:02-2722-3029 0912288406 Fax:02-2722-3029 

ASTHMA:電子信箱:taasthma@gmail.com 網站:http://www. taasthma. org.tw 

COPD: 電子信箱:tacopd@gmail.com 網站:http://www. tacopd. 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