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液、尿液、血液細胞形態研討會(I) ※
課程重點：
本會特別規劃體液檢驗 5 單元、尿液檢驗 6 單元與血液檢驗 6 單元，共 17 個單元課程，
內容包含檢驗與疾病及臨床診斷的相關性、檢體採檢程序、實驗室檢驗程序、檢驗結果的完成、
檢驗品質的監測與相關檢驗的能力試驗，用以協助新進醫檢師對於體液檢驗、尿液檢驗與血液
檢驗的相關指引建議與實驗室檢驗流程有更清楚的認識。
同時亦提供 1 個單元課程關於顯微鏡的使用方式與學術海報的投稿流程與撰寫，協助醫檢
師對於形態學檢驗工具的瞭解，培養學術論文摘要撰寫及學術海報製作的能力。
本次課程由北中南各醫院的專門領域醫檢師所共同完成，相關內容將會成為本會的線上學
習標準教材。
台北場：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協辦單位：台灣希森美康股份有限公司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13：00~18：00

地

點：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R1002（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限 90 人。

課程內容：
時間
13：00~13：20

內容

主講者
報

到

13：20~13 : 25

致詞 : 李名世 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3 : 25~13 : 30

主持人：李名世 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3：30~14：20

體液的花花世界~種類及臨床意義

14：20~15：10

報告的守門員~尿液常規檢驗的品質管理

15：10~15：30

Break
尿化學檢驗~探索泌尿道疾病的密碼(I)
glucose、bilirubin、ketone、blood、
urobilinogen
臨床意義與案例討論

15：30~16：20

16：20~17：10

一起認識工作細胞的世界~常規血液檢驗

17：10~18：00

血中驍勇善戰的防衛隊~白血球之形態鑑
別(I)
骨髓系及單核球系白血球
及其臨床意義與案例討論

奇美醫院 臨床病理科
魏宏安 醫檢師
台大醫院 檢驗醫學部
衛品妃 醫檢師

台北長庚醫院 檢驗醫學部
彭淑玉 醫檢師
臺大醫院 檢驗醫學部
郭勁甫 醫檢師
林口長庚醫院 檢驗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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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捷 醫檢師

※ 體液、尿液、血液細胞形態研討會(II) ※
台中場：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協辦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醫技系
台灣希森美康股份有限公司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4 日（星期六）09：00~18：00

地

點：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2F213 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限 110 人。

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08：00~08 : 45
08 : 45~08 : 55
08 : 55~09 : 00
09：00~09：50

主講者
報

到

致詞: 謝文祥 常務監事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主持人：謝文祥 常務監事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尿化學檢驗~探索泌尿道疾病的密碼(II)
國泰健康管理
pH、protein、specific gravity、nitrite、
leukocyte esterase
高崇銘 醫檢師
臨床意義與案例討論

09：50~10：10

Break

10：10~11：00

泌尿道無聲而重要的疾病線索~常見上皮
細胞的種類與辨識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科
林貴玉 醫檢師

11：00~12：00

顯微鏡使用方式與學術海報之投稿撰寫

台大醫院 檢驗醫學部
朱蘇煜 醫檢師

12：00~13：30

15：10~15：30

Lunch
認識血中百萬攜氧大軍的樣貌～紅血球
之形態鑑別(I)
及其臨床意義與案例討論
認識血中百萬攜氧大軍的樣貌～紅血球
之形態鑑別(II)
RBC inclusion bodies &
Reporting format
及其臨床意義與案例討論
Break

15：30~16：20

體液小小兵~體液檢驗相關技術

16：20~17：10

顯微鏡萬花筒～體液鏡檢下的細胞鑑別

13：30~14：20

14：20~15：10

17：10~18：00

來龍去脈追追追~由體液檢驗報告探知疾

屏東基督教醫院 檢驗科
郭嘉玲 醫檢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科
賴欣榆 醫檢師
林口長庚醫院 檢驗醫學部
黃玉玲 醫檢師
台大醫院 檢驗醫學部
朱蘇煜 醫檢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

病的真相

蔡慧思 醫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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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液、尿液、血液細胞形態研討會(III) ※
高雄場：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協辦單位: 台灣希森美康股份有限公司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13：00~18：00

地

點：高雄商務會議中心—商道廳（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 號 ），限 110 人。

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13：00~13：20

主講者
報

到

13 : 20~13 : 25

致詞：李名世 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3 : 25~13 : 30

主持人：李名世 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3：30~14：20

掌握血液常規檢驗品質管理的祕訣

14：20~15：10

血中驍勇善戰的防衛隊～白血球之形態
鑑別(II)
淋巴球系性白血球
及其臨床意義與案例討論

15：10~15：30

Break

15：30~16：20
16：20~17：10
17：10~18：00

泌尿系統疾病的偵查兵~紅血球與白血球

高雄長庚醫院 檢驗醫學部
傅姿樺 醫檢師
台大醫院 檢驗醫學部
孟淑英 醫檢師

屏東基督教醫院 檢驗科

形態

郭嘉玲 醫檢師

尿沉渣的另一個世界~圓柱體與結晶
內外兼顧不出槌~體液品質管理及外部品

臺北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
王晏莉 醫檢師
台北長庚醫院 檢驗醫學部

管檢討

彭淑玉 醫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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