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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臺北榮總內科部 Chief Round 課程表  
主持人：臺北榮總內科部侯明志主任 
時間：每週二晚上 18:00-19:00 
地點：中正樓十二樓胃腸科會議室   

日期 科別 型態 題目 負責教師 報告學員

10/13 一般內科 實體 內專口試模擬 莊喬琳 All 
10/19 內科部 (週一) 實體 新進住院醫師迎新聚餐 侯明志 All 
10/26 內科部 (週一) 實體 住院醫師座談會 侯明志 All 
11/3 血液腫瘤科 實體 個案討論 林庭安 徐千富 
11/10 胃腸肝膽科 線上 專題演講：Update of HCV treatment 藍耿欣 All 
11/17 內科部  實體 內科醫學會口頭報告練習 蘇建維 All 

11/24 腎臟科 線上 專題演講：題目待訂 黎思源 All 
12/1 感染科 實體 論文及指引導讀 陳昕白 徐靖浩 
12/8 新陳代謝科 線上 專題演講：題目待訂 郭錦松 All 
12/15 過敏免疫風濕科 實體 個案討論 陳明翰 郭鈞育 

12/22 【腫瘤醫學部】 線上 專題演講：題目待訂 
陳天華 
楊慕華 

All 

12/29 心臟內科 實體 論文及指引導讀 張俊欽 曾致學 
1/5 【胸腔部】 線上 專題演講：Critical care in COVID-19 infection 柯信國 All 

1/12 胃腸肝膽科 實體 議題辯論：Early periampullary cancers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ERCP or surgical intervention. 

李癸汌 
葉勇呈 
謝秉翰 

1/19 血液腫瘤科 線上 專題演講：題目待訂 
高冠鈞 
王浩元 

All 

1/25 內科部 (週一) 實體 住院醫師座談會 侯明志 All 
2/2 腎臟科 實體 個案討論 林志慶 陳紀瑜 
2/9 心臟內科 線上 專題演講：Update in cardiac imaging 郭泠 All 

2/23 新陳代謝科 實體 

論文及指引導讀：Dulaglutide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type 2 diabetes (REWIND): a 
double-blind,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19;394(10193):121-130. 

胡啟民 李宗翰 

3/2 內視鏡中心 線上 專題演講：GI bleeding 張天恩 All 
3/9 感染科 實體 個案討論 陳夙容 陳怡仁 
3/16 心臟內科 線上 專題演講：Update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nd 鄧欣一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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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vascular imaging 
3/23 過敏免疫風濕科 實體 論文及指引導讀 陳瑋昇 李佳儒 
3/30 腎臟科 線上 專題演講：題目待訂 吳采虹 All 
4/6 胃腸肝膽科 實體 個案討論 楊宗杰 傅家駒 
4/13 【神經內科】 線上 專題演講：癲癇概論 施彥丞 All 
4/20 心臟內科 實體 內專口試模擬 吳道正 All 
4/26 內科部 (週一) 實體 住院醫師座談會 侯明志 All 
5/4 血液腫瘤科 實體 論文及指引導讀 陳玟均 傅苡倉 

5/11 
臨床毒物與 
職業醫學科 

線上 專題演講：臺灣常見毒蛇咬傷之診斷與治療 蔡維禎 All 

5/18 【腫瘤醫學部】 實體 個案討論 洪逸平 黃冠榕 

5/25 胃腸肝膽科 線上 專題演講：Acute kidney injury and hepatorenal 
syndrome 

許邵榮 All 

6/1 心臟內科 實體 議題辯論 黃偉杰 
張祐寧 
宋偉廷 

6/8 過敏免疫風濕科 線上 專題演講：紅斑性狼瘡概論 孫易暄 All 
6/15 新陳代謝科 實體 個案討論 黃君睿 王亭雅 
6/22 感染科 線上 專題演講：題目待訂 黃盈綺 All 
6/29 胃腸肝膽科 實體 論文及指引導讀 李懿宬 李知育 
7/6 心臟內科 線上 專題演講：Introduction to mitral clips 李慶威 All 
7/13 【胸腔部】 實體 個案討論 蕭逸函 孫瑞璘 
7/20 腎臟科 實體 論文及指引導讀 曾偉誠 陳逸安 
7/26 內科部 (週一) 實體 住院醫師座談會 侯明志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