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急診人力的世紀挑戰 

台灣的人口逐年老化，加上「長照十年計畫 2.0」的實施，急診界正面臨嚴

峻的外部衝擊。勞基法一休一例的實施、受僱醫師預定 108 年 9 月 1 日入勞基

法、 急診內部的主力醫師年齡逐漸上升，女醫師比例逐年增加及各界持續爭論

的醫師助理與專科護理師角色定位等，這些人力運用及組成上的改變，對急診

人力資源管理的衝擊不容小覷。值此當下，急診界必須針對內、外環境現況與

資源進行全面盤點，預先凝聚共識。 

是故今年本會的年度學術研討會將以「急診人力的世紀挑戰」為主題，從

勞基法、女醫師、專科護理師、醫師助理等面向深入探討，擘劃未來， 創造多

贏的局面！ 

上午的第一個子題為勞基法的討論，將持續本會的傳統，進行跨界交流。

這次我們邀請到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的成之約教授為我們大會演講。成之約教

授是國內關於勞工研究的權威，也是勞動部的專家顧問，講題為「勞基法修訂

對醫療勞動條件的影響」。接下來的邀請的是奇美醫院的林宏榮副院長，進行「醫

師面對納入勞基法的思考」專題演講，依林副院長多年的急診經驗、醫院管理

層的高度及醫策會執行長的歷練，精彩可期。 

第二個議題將邀請多位急診界的中生代女醫師談談他們擔任急診醫師的心

路歷程與生涯規劃，由周上琳醫師擔任引言人，小實醫師（急診女醫師其實）

也拔刀相助擔任共同主持人。她們將暢談如何在工作、研究、教學、興趣與自

我價值實現等面向，做出平衡與取捨。女力時代來臨，粉紅力量崛起，看看急

診界的女菁英想說些甚麼。中午時間為本會的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進行

第三屆的理監事選舉。 

臨床助理是衛福部下一個人力計畫，雖然推動時程未定，但值得了解及討

論。下午邀請到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的邱慧洳副教授主講「專科護理師及臨

床助理之角色與定位」，並與急重症護理學會陳思佳督導及專科護理師學會童恒

新教授共同討論急診團隊的未來。 

最後將由陳日昌理事長對目前急診人力及環境概況進行報告。除了學術會

議外，這次年會將進行第三屆理監事選舉，也歡迎有興趣的會員自我推薦。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時    間：民國 106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主辦單位：台灣急診管理學會 

 合辦單位：台灣急診醫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台灣老人急重症醫

學會、財團法人急重症醫療發展基金會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 主持人 

08：00~08：30 報到 秘書處 

08：30~08：40 開幕致詞 陳日昌 理事長 
黃集仁 秘書長 

08：40~09：00 長官及來賓致詞 石崇良  司 長 

主題一：醫師納入勞基法之因應與對策 

09：00~09：40 勞基法適用對醫療勞動條件的影響 成之約   教 授 
吳壽山 董事長 

張文翰 副院長 
09：40~10：20 醫師面對納入勞基法的思考 林宏榮  副院長 

10：20~10：40 綜合討論 

10：40~11：00 茶敘 秘書處 

主題二：急診女醫師的急診路程 

11：00~12：30 

研究、臨床 

家庭、興趣 

投入工作、關心社會 

劉越萍  醫師 

廖書晨  醫師 

賴佩芳  醫師 

陳盈如  醫師 

陳珮如  醫師 

周上琳 醫師 

小  實 醫師 

12：30~13：30 
會員大會 全體會員 陳日昌 理事長 

午餐 秘書處 

主題三：專科護理師 V.S. 臨床助理  角色與定位之面面觀 

13：30~14：20 專科護理師及臨床助理之角色與定位 邱慧洳  副教授 童恒新   教授 

14：20~14：50 
臨床助理之「衝擊」與「挑戰」 

陳思佳  督  導 
陳麗琴 理事長

林綉珠 秘書長 
14：50~15：20 童恒新  教  授 

15：20~15：40 綜合討論 全體人員 

15：40~16：00 茶敘 全體人員 

主題四：急診人力檢討 

16：00~16：40 從急診人力現況推估未來需求 陳日昌 理事長 方震中 理事長 

16：40~16：50 綜合討論 全體人員 顏鴻章 理事長 

16：50~17：00 閉幕 全體人員 陳維恭   主任 

※活動時程及內容將依實際狀況調整，以活動當日公告為準。※  



 

 

 

 

 主講人、主持人介紹 

主講人 

成之約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勞工研究所  教授 

林宏榮 副院長 奇美醫院  醫療副院長 

劉越萍   醫師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廖書晨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賴佩芳   醫師 花蓮慈濟醫院  急診部急診醫學科  主任 

陳盈如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急診部  主治醫師 

陳珮如   醫師 阮綜合醫院  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 

邱慧洳 副教授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陳思佳   督導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護理部  督導 

陳日昌 理事長 台灣急診管理學會  理事長 

主持人 

吳壽山 董事長 
前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長 

前長庚大學管理學院          院  長 

張文翰 副院長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副院長 

周上琳   醫師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 

小  實   醫師 急診女醫師其實 

陳麗琴 理事長 
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理事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部  副主任 

林綉珠 秘書長 
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  秘書長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護理部  副主任 

童恒新   教授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暨研究所  教 授 

方震中 理事長 
台灣急診醫學會  理事長 

臺大醫院急診部   主任 

顏鴻章 理事長 
台灣急診醫學會  榮譽理事長 

台北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主任 

陳維恭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部  主任 

※名單依議程順序排列※  



 

 

 

 

 交通指引： 

 

捷運： 

淡水北投線(紅線)：台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板南線(藍線)：善導寺站二號出口 

 
公車： 

 捷運善導寺站：0 南、15、22、202、212、212 直達車、220、232、

232 副、257、262、265、299、605、671 

 成功中學站(濟南路林森南路口)：265、297、671 

 開南商工站(近徐州路口)：0 南、15、22、208、295、297、671 

 台大醫院站：22、15、615、227、648、648 綠、中山幹線、208、

208 直達車、37、坪林-台北、烏來-台北 

 仁愛林森路口站（林森南路口）：295、297、15、22、671 

 仁愛林森路口站（仁愛路口）：245、261、37、249、270、263、621、

651、630 

  



 

 

 

 

 報名費用： 

項目 費用 備註 

急診管理學會會員《醫師》 1,200元  

急診管理學會會員《非醫師》 800元  

急診管理學會團體會員 
薦派：免費 

其他：800元 

1、 請先確定年度會費己繳納 

2、 每一團體可推薦一名人員免費參加。 

急診醫學會     會員 1,200元 請提供會員編號 

急重症護理學會 

專科護理師學會 
會員 1,000元 請提供會員編號 

非會員 2,000元  

 

 報名方式：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額滿為止。請至下列網址https://goo.gl/QCFdzi向本會報名，

並 於 繳 款 後 回 傳 「 報 名 匯 款 確 認 單 」， 傳 真 至 02-23704797 或

taedm2011@gmail.com。 

 

 繳費方式： 

可選用『銀行匯款』或『郵局劃撥』方式繳費。 

匯款銀行 郵局劃撥 

國泰世華館前分行 

(通匯金融代號：013)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急診管理學會 

帳號：001-50-605772-4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急診管理學會 

帳號：50194152 

並於劃撥單通訊欄內註明『106/02/26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費用』。 

 

 退費規定： 

因故不克參加要求退費者，活動十日前退報名費90%，活動三日前退報名費

70%，其餘狀況不退。（退款者應自行付擔退款所需之手續費）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報名匯款確認單】 
【請至 https://goo.gl/QCFdzi 網址中報名，完成匯款後，再回傳本確認單】 

 

姓名  聯絡手機  

服務機構  

服務單位  職稱  

費用類別 

(請勾選) 

勾選 類別 單價 人數 合計 

活動費用 

□ 急診管理學會會員《醫師》 1,200元   

□ 急診管理學會會員《非醫師》 800元   

□ 急診管理學會團體會員 
薦派：免費   

其他：800元   

□ 急診醫學會會員 1,200元   

□ 
急重症護理學會 

專科護理師學會 

會員 

(編號：    ) 
1,000元   

□ 非會員 2,000元   

常年會費 

□ 專業會員《醫師》 2,000元   

□ 專業會員《非醫師》 1,000元   

□ 相關會員《醫師》 1,000元   

□ 相關會員《非醫師》 500元   

□ 個人贊助會員 5,000元   

□ 團體贊助會員 15,000元   

總     計   
 

繳款收據黏貼處 

匯款日期： 匯款帳戶末五碼： 

※可傳真至 02-23704797 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taedm2011@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