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從⼼開始 

第⼗四屆 
       台兒胎兒醫學⼯作坊 

The 14th Annual Taiji Clinic Fetal Medicine Workshop 

主辦：社團法⼈台灣胎兒醫學振興會 
協辦：台兒診所 

2022年5⽉7⽇，COVID-19新增本⼟病例46,377例。Omicron病毒株雖然正在台灣肆虐。
不過，對照去年五⽉時因疫情提昇至全國第三級警戒時的時空背景，病毒的毒性改變
了，疫苗的覆蓋率也完全不同了，指揮中⼼的防疫政策也逐漸鬆綁之中，雖然說不出時
間表，但我們離恢復正常⽣活的時間應該是更近了。 

去年⼯作坊時，我們第⼀次全⾯採⽤遠距的形式。有⼈跟我說學習的效果也不錯，還不
⽤交通時間。但是各種醫學會年會、講座這些事，從來就不只是學習⽽已，除非你沒有
朋友。能利⽤這些機會和久違的同道⾒⾯、聊上兩句、互道平安、交換⼀些⼩道消息，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 

因此，今年我還是預訂了集思台⼤會議中⼼，時間是2022年11⽉20⽇(週⽇)，來舉辦第
14屆台兒胎兒醫學⼯作坊。我選擇了『從⼼開始』，做為這次⼯作坊的主題。 

今年四⽉，我拿到了有胎兒⼼臟超⾳波聖經之稱的『Practical Guide to Fetal 
Echocardiography』的第四版，⼼中有很多感慨。1998年時，我透過Amazon買到第⼀
版，長得像共同筆記，只有118⾴。時隔24年，第四版已經變成⼀本厚達771⾴的豪華精
裝書。我也從⾺偕婦產科總醫師變成診所負責⼈，帶著⼀群對胎兒醫學懷有夢想和使命
的同伴們⼀起打拼。



讀第⼀版時，我⼀個⼈好孤獨，在那個啟蒙時代，婦產科醫師普遍缺乏胎兒⼼臟超⾳
波的訓練，讀不懂，也沒有學長姊可以問。所幸，⾺偕⼩兒⼼臟科陳銘仁醫師從那時
候開始，就⼀直給我指導，做我的導師，我才能⼀路撐下來，沒有中途改⾏。至於
2013年後，因結識⽇本⼩兒⼼臟科川瀧元良醫師，他毫不保留地、熱情地、定期給台
兒同仁指導，讓我體會到先⾏者的責任，知識不能擁有，也不能繼承，但可以傳承。 

第⼆版、第三版時，我們都曾在台兒院內的晨會全⾯導讀，也請陳銘仁醫師來給我們
指導。當我拿到第四版時，我想了很久後，找來吳佩臻醫師和池宛玲醫師，問她們可
不可以在花四個⽉的時間在台兒的晨會導讀後，把精華重現在今年年底的⼯作坊時，
我⼼裡是不安的，因為我不確定我的堅持是不是已經內化成所有台兒同仁共有的企業
⽂化。 

沒想到兩位⼀⼜答應，⾺上就著⼿動員所有的醫師、放射師⼀起分配章節、指揮IT⼈
員調閱台兒的胎兒⼼臟病個案、拜託護理師整理和追蹤預後、並協調⽂編和美編⼈員
為⼯作坊的講義做準備。 

吳佩臻醫師在陳持平醫師的指導下完成⾺偕⽣育保健科兩年的Genetics訓練後，於2011
年加入台兒，在台兒從Fellow做起，打下胎兒超⾳波堅實的基礎。是現任台灣胎兒醫
學振興會的理事長，應該是繼我之後，台灣第⼆位全職只做胎兒超⾳波的婦產科醫
師。 

池宛玲醫師在台⼤完成⼩兒⼼臟科訓練後，擔任萬芳醫院⼩兒⼼臟科主治醫師，於
2017年加入台兒。我因川瀧元良醫師和神奈川縣⽴兒童醫院新⽣命⽀持中⼼的啟發，
決定聘⽤專任的⼩兒⼼臟科醫師專攻胎兒⼼臟，⽽池醫師就是響應這個號召的第⼀
⼈。五年來，池醫師是台兒和台⼤及⾺偕⼩兒⼼臟內外科溝通及轉介所倚重的橋樑。
我可以說，池宛玲醫師是國內全職專攻胎兒⼼臟超⾳波的第⼀⼈。 

因此，我們要⽤今年的⼯作坊『從⼼開始』⼀整天的時間，以『Practical Guide to 
Fetal Echocardiography』的第四版為框架，帶著⼤家快速學習胎兒⼼臟病，也重新整
理台兒胎兒⼼臟病的病例，⼀併呈現。 

歡迎⼤家。  

                                                              台兒診所 院長 張東曜 2022/05/07



【報名資訊】 

1. 主辦單位：社團法⼈台灣胎兒醫學振興會 

2. 協辦單位：台兒診所 

3. 研習時間：2022年11⽉20⽇ (週⽇) 09:00 - 17:00 

4. 研習地點：集思台⼤會議中⼼蘇格拉底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85號B1) 

5. 報名費⽤ (依身份別)：醫師 新台幣4,000元整︔非醫師 新台幣2,000元整 

6. 名額：共200名 (名額將更新於⼯作坊網⾴)，報名截⽌時間為2022年11⽉16⽇ (週三) 

7. 台兒胎兒醫學⼯作坊網⾴：https://reurl.cc/9GYAvd（最新資訊將公告於此網⾴） 

8. 聯絡⼈：許予甯醫務管理師，電話：(02) 2586-7873分機23， 

                    E-mail：service@tifm.tw 

9. 報名： 

步驟⼀：繳費 
繳費⽅式： ATM轉帳、匯款 

                 ⼾名：社團法⼈台灣胎兒醫學振興會  / 銀⾏：台北富邦銀⾏ 中山分⾏(012) 

                 帳號：00350102063040 

步驟⼆：繳費後請填寫報名表單 ( 連結網址：https://forms.gle/s6wCQ jVD6s2rTMGaA ） 

步驟三：將於確認報名成功後寄送確認信 

 
報名表單⼯作坊網⾴

https://reurl.cc/9GYAvd
https://forms.gle/s6wCQjVD6s2rTMGaA


【講師及座長介紹（依課程表排序）】  

講師 經歷

張東曜醫師 台兒主治醫師、前台北⾺偕婦產部⾼危險妊娠科醫師

郭萬祐醫師 前臺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主任

陳鈺婷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劉姵妤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吳佩臻醫師 台兒主治醫師、前台北⾺偕婦產部⽣育保健科醫師

陳柔安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林丹薇醫師 台兒主治醫師、前台北⾺偕婦產部醫師

鍾筠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葛萱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楊⼦逸醫師 台兒診所醫師、前台北⾺偕婦產部醫師、前臺東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夏敬淇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李佳恆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李怡盈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周昱青醫師 台兒主治醫師、前臺北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醫師

胡溱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潘彥慈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陳彥妮醫師 台兒診所醫師、前淡⽔⾺偕紀念醫院婦產部⽣育保健科主治醫師

陳芮瑜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蘇婉婷放射師 台兒放射師

池宛玲醫師 台兒診所⼩兒⼼臟科醫師、前台⼤⼩兒⼼臟科、前萬芳醫院⼩兒⼼臟科主治醫師

董于瑄護理師 台兒護理師



【課程表】  

時間 題⽬ 講者

0830-0900 Registration

0900-0910 台兒年度報告 台兒張東曜醫師

0910-0930 台灣胎兒核磁共振發展歷程-從無到有、到建⽴專家團隊、到建⽴訓練制度 前榮總郭萬祐醫師

0930-1000 Normal and abnormal four chamber view 座長：台兒張東曜醫師

Small LV: HLHS, critical AS & CoA 台兒陳鈺婷放射師

Small RV: Tricuspid atresia & PAIVS 台兒劉姵妤放射師

1000-1015 討論

1015-1045 Normal and abnormal position of heart 座長：台兒吳佩臻醫師

Abnormal position of fetal heart 台兒吳佩臻醫師

Heterotaxy syndrome 台兒陳柔安放射師

1045-1100 討論

1100-1115 Coffee Break

1115-1145 Normal and abnormal 3VT view 座長：台兒林丹薇醫師

Postvalvular dilatation (Valvular PS or AS), abnormal continuity (IAA), 
or abnormal branching (TGA)

台兒鍾筠放射師

Right aortic arch or double aortic arch 台兒葛萱放射師

1145-1200 討論

1200-1300 Lunch

1300-1345 VSD + overriding great artery 座長：台兒楊⼦逸醫師

TOF, PA with VSD and APVS 台兒夏敬淇放射師

Common arterial trunk 台兒李佳恆放射師

DORV 台兒李怡盈放射師

1345-1400 討論

1400-1430 Normal and abnormal venous system 座長：台兒周昱青醫師

PLSVC; IVC interruption; abdominal venous system 台兒胡溱放射師

TAPVR 台兒潘彥慈放射師

1430-1445 討論

1445-1500 Coffee Break

1500-1530 TR and cardiomegaly 座長：台兒陳彥妮醫師

Ebstein and Tricuspid dysplasia 台兒陳芮瑜放射師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台兒蘇婉婷放射師

1530-1545 討論

1545-1600 Optimizing image quility in fetal cardiac imaging 台兒池宛玲醫師

1600-1615 Our little patients and their stories 台兒董于瑄護理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