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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s Place Yilan Hotel (宜蘭蘭城晶英酒店) February 22-23, 2014

2014 TSOC Spring Scientific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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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2014 春季學術研討會
冠狀動脈旋磨術認證課程
時 間/地 點

103 年 2 月 23 日 ( 星期日 ) 14:30-16:30
宜蘭蘭城晶英酒店 6 樓五圍廳

目

的

冠狀動脈旋磨術在高度鈣化的複雜性病灶使用趨於廣泛，鼓勵心臟血管介
入專科醫師透過訓練及認證，經由講師課程介紹及模擬器操作熟悉此旋磨
術，將來應用於臨床治療，提高手術成功率。

課 程 介 紹

課程包括器材介紹及準備、病人選擇、操作技巧、併發症發生及處理，最
後透過模擬器熟悉操作方式。

學 員 條 件

邀請已具心臟血管介入專科醫師資格者報名參加。
課程免費用。但需事先報名及預繳保證金 NT$1200﹝ 報名表請見附件 ﹞，
學員員額至多 40 位 ( 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本訓練課程因名額有
限，凡經報名者均不退費。
全程參與者發給參加證明及預繳保證金移轉為 103 年度常年會費，未出席
者，其報名費由學會沒入。

14:30

Opening Remarks

14:35

ROTABLATION COURSE: Indication and Patient Selection
High-speed Rotational Atherectomy Introduction

14:55

Peri-procedural Preparation and Technique of Rotational Atherectomy

15:15

Complications and Management

15:35

Case Presentation

15:50

Rotablator Simulator—Hands-on
Simulator 1
Simulator 2
Simulator 3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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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春季學術研討會
冠狀動脈旋磨術認證課程
一、活動時間：103 年 2 月 23 日 (w7) 14:30-16:30。
二、活動地點：宜蘭蘭城晶英酒店 6 樓五圍廳 ( 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6 號 )。
三、報名截止時間：額滿為止。報名名單將於 2 月 10 日公告於網站 (http://www.tsoc.org.tw)
四、報名保證金：NT$1,200.-。﹝ 已報名完成者均不退費 ﹞
五、報名方式：請填寫報名表格 ( 電子檔可至心臟學會網站 www.tsoc.org.tw 秘書處公告下載 )，
傳真或 e-mail 報名，並請再以電話確認收件。經確認報名成功，請務必親自出席。
六、人數限制：40 名。
如有任何問題，請連絡 02-25976177~9 心臟學會秘書處。

報
姓

名

表

名
服務單位

會員編號
聯絡方式
通訊地址

E-mail

手機：
□□□□□

□同心臟學會通訊地址

劃撥 / 轉帳單據黏貼處
( 請務必提供，以便對帳，謝謝。)

繳費方式
( 右欄擇一勾選 )

□ 郵局劃撥
帳號：01353995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 銀行或 ATM 轉帳
帳號：合作金庫銀行大同分行
( 銀行代號 :006)/ 0430-717-132-721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網路銀行轉帳，請填寫以下資料：
轉帳銀行：

/ 交易序號 :

/ 轉帳帳號後 5 碼：

請將報名表填好後傳真或 e-mail 至心臟學會秘書處 連絡人 : 黃淑菁小姐
Tel: 02-25976177~9#16 Fax: 02-25976180 E-mail:tsoc@tsoc.org.tw 學會網址：www.tsoc.org.tw
學會地址：10452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11 號 13 樓之 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收
※附註：為維護報名學員權益，未報名者禁止入場，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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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通知
【主旨】
請踴躍參加本會『第四十四屆年會暨學術演講會』，並提出論文摘要。公告『口頭論文最佳發表
獎』、
『海報論文發表獎』、
『青年醫師研究獎』、國內學人『丁農獎』及『優秀論文獎』甄選辦法。

【說明】
一、 第四十四屆年會暨學術演講會，訂於民國 103 年 5 月 16-18 日（星期五至日），為期三天。
二、 年會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
三、 論文摘要截稿日期：103 年 2 月 14 日（w5）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四、 投送摘要注意事項如下：
1. 本年度論文摘要投稿一律採用“線上投稿”方式。﹝http://www.tsoc.org.tw“第 44 屆年會”﹞
2. 全部內容以英文為原則。包括 (1) 題目 (2) 作者姓名 (3) 服務單位 (4) 摘要本文。
3. Electrophysiology – Pacing、Hypertension、Pediatric Cardiology 及 Cardiovascular Surgery 類
別投稿全為 Poster 發表。
4. 不接受 case report 投稿。
5. 投稿內容需尚未於國內外雜誌刊登（已接受但尚未刊登者除外）。
6. 投送摘要不限篇數，但每人限口頭報告乙篇。
7. 線上投稿成功後，將會立即以 e-mail 通知確認。
8. 審查結果及發表形式、場次，會員可於三月下旬自行上網查詢。
五、口頭論文最佳發表獎：
1. 投稿注意事項：同（四）『論文摘要』。
2. 由每個口頭論文發表會場的六位發表者中各評選出最佳者一位。頒發獎金新台幣一萬元整
及獎狀乙只。
3. 由各口頭論文發表會場之主持人 ( 三位 ) 擔任評審。

※申請截止日期：103 年 2 月 14 日 (w5)。
﹝ 投稿程序同 _ 四、論文摘要投稿，請留意於投稿時請選擇“口頭發表”為優先發表型式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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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報論文發表獎：
1. 投稿注意事項：同（四）『論文摘要』。（請選擇 poster 為優先發表型式）
2. 採安排座長之評分方式且參賽者必須至會場接受評審詢問。（103 年 5 月 17 日（w6），備
詢時段將另行通知）
3. 評分內容：內容（研究主題、材料方法、創新性…等）占 60%、設計制作占 40%。
4. 海報論文發表獎名額六名，除獎牌外，各頒發獎金 1 萬元，並於 5/17（w6）Welcome Party
公開表揚。

※申請截止日期：103 年 2 月 14 日 (w5)。
七、 『青年醫師研究獎』甄選辦法，申請辦法如下：
1. 鼓勵本會會員努力從事心臟醫學相關研究，特訂本辦法。
2. 凡於年會前未滿四十歲之本會會員，得以在國內完成之研究成果並擬在本屆年會發表之論
文全文和摘要。
3. 論文不得於大會前事先刊登於國內外任何期刊，且申請人必須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
4. 曾於國內外獲獎之論文不得參賽。
5. 每年每人限以一篇論文申請，且以獲得一次為限。
6. 參賽論文由本會學術委員會組成評審團，得分前六名為最後參賽者，於年會上進行口頭報
告，由本會另組評審團提出問題質疑，選出前三名為得獎人。
7. 青年醫師研究獎名額三名，除獎牌外，各頒發獎金：第一名 10 萬元，第二名 8 萬元，第
三名 6 萬元，並於 5/17（w6）Welcome Party 公開表揚。
8. 第一名得獎者須在年會 5/18（w7）13:45-14:00 發表演講（15 分鐘）。

※申請時請附上簡歷及論文各十六份。
申請截止日期：103 年 2 月 14 日 (w5)，以郵戳為憑。
八、 國內學人『丁農獎』甄選辦法，申請辦法如下：
1. 以傑出研究者為頒獎對象。
2. 不拘年齡及論文之年限。
3. 應以推薦方式申請，需附推薦函。
4. 被推薦者需提出代表著作至少三篇（有主題之系列研究），及其所有出版目錄。
5. 評分標準包括：(1) 主題及研究內容 (2) 研究地點以國內為原則，但包括在國外之相關主題
研究 (3) 對國內心臟學有貢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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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本學會名譽理事評審。
7. 丁農獎得獎者一名，除獎牌外，頒發獎金 10 萬元，並於 5/17（w6）Welcome Party 公開表揚。
8. 得獎者須在年會 5/18（w7）14:00-14:20 發表演講（20 分鐘）。

※申請時請附上簡歷及論文抽印本十三份。
申請截止日期：103 年 2 月 14 日 (w5)，以郵戳為憑。
九、 優秀論文獎甄選辦法：
1. 由編輯委員會委員擔任評審委員，審查年度內接受刊登於本會雜誌之論文，選出前三名，
提報理監事會通過為優秀論文獎得主。
2. 優秀論文獎名額三名，除獎牌外，各頒發獎金：第一名 10 萬元，第二名 6 萬元，
第三名 4 萬元，並於 5/17（w6）Welcome Party 公開表揚。
十、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本會秘書處連絡。
電話：02-25976177~9；傳真：02-25976180；E-mail: tsoc@tsoc.org.tw

林幸榮
學術主委 陳肇文
秘 書 長 殷偉賢
理 事 長

【年會論文摘要投稿問題排解說明】
會員反應年會投稿功能“無法貼上摘要內容”狀況發生。
主要原因是電腦瀏覽器版本不同原故，請依照下列步驟排除問題─
(1) 請至“工具”功能選項，選擇“相容性檢視設定”。
(2) 在“新增此網址”下空白欄位中，輸入 心臟學會網址:“tsoc.org.tw＂ ，然後按
“新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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