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急重症诊疗专业培训课程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 on
Safe Practice in Obstetric Emergency
日期：2017 年 11 月 25-26 日 (六至日)
地点：(讲课) 香港 威尔斯亲王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深造中心
逸夫讲堂
(工作坊) 香港 威尔斯亲王医院 李嘉诚专科诊所(南翼) 2 楼 妇产科
本课程旨在促进妇产科理论知识的临床实践转化，强化妇产科专科医生临床技能，增强
应对产科急重症的诊疗水平及应对非常见情况的自信心和领导力。
我们将于 2017 年 11 月 25 至 26 日假 香港 新界 沙田 韦尔斯亲王医院举办「产科急重
症诊疗专业培训课程」。本课程共两部分：为期两天的讲课 (两个上午) 和半天的工作坊。
欢迎来自国内外产科医生和助产士参加。
一. 主办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二. 课程时间
讲课：2017 年 11 月 25 - 26 日 (上午)
工作坊：2017 年 11 月 25 或 26 日 (下午) (两日选一日, 内容相同)
(名额 50 个，只限参与讲课之人士报名)
三. 课程地点
讲课：香港 新界 沙田 韦尔斯亲王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深造中心 逸夫讲堂
工作坊：香港 新界 沙田 韦尔斯亲王医院 李嘉诚专科诊所(南翼) 2 楼 妇产科
四. 参加费用

讲课

上午 第一部分 (25 日) + 第二部分 (26 日)
第一部分 (25 日) 或 第二部分 (26 日)
工作坊 (名额 50 个) 下午 25 日 或 26 日
五. 国内参加者报名及课程须知
国内参加者请详细填写报名表，传真或发电子邮件至大会联络处
电子邮箱：jessicascw@cuhk.edu.hk
电话号码：852-3505 1527
传真号码：852-2636 0008

收费 (港币)
1500
800
700

本次课程正式语言为英语，工作坊则会以中文及英文进行。
六. 课程内容
讲课
2017 年 11 月 25 日（时间：08:30 – 13:00）
地点：香港 韦尔斯亲王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深造中心 逸夫讲堂
时间
内容
Shoulder dystocia: Is HELLPER mnemonic really helpful?
08:30-09:00
肩难产：HELPERR 方法帮助多大？
Cord presentation and prolapse: practical tips
09:00-09:15
脐带前置及脐带脱垂：临床处理技巧
Vaginal breech delivery: common mistakes and panic behavior
09:15-09:40
臀位阴道分娩中临床常见错误
Difficult Instrumental delivery
09:40-10:05
困难阴道分娩器械助产术
External cephalic version: tricks for success
10:05-10:30
体外头位倒转术：成功技巧
10:30-10:50
Tea break 茶歇
Vaginal
twin
delivery:
can
be as safe as CS
10:50-11:10
双胎阴道分娩能否与剖宫产一样安全？
11:10-11:40 ‘‘Failed’ Caesarean section: tips to deliver a stuck baby
(including 2nd stage labor CS, transverse lie, etc)
“失败的”剖宫产：（如：第二产程剖宫产，横位剖宫产）
11:40-12:10 CTG: difficult to interpret, and easy to misinterpret
容易错误解读的复杂胎心监护图
12:10-12:40 Neonatal resuscitation: prepare for the unexpected
新生儿复苏: 突发情况应变
12:40-13:00 Emergency CS: is 30min rule outdated?
急诊剖宫产：30 分钟规则是否已过时？
End of Part 1 第一部分结束
2017 年 11 月 26 日（时间：08:30 – 13:00）
地点：香港 韦尔斯亲王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深造中心 逸夫讲堂
时间
内容
PPH: Why blood loss is often underestimated?
08:30-08:50
产后出血：为什么出血量总是被低估？
PPH: Fluid replacement: how fast can we run?
08:50-09:00
产后出血：如何补液？
PPH: Pharmacological method: Why oxytocic do not always
09:00-09:20 work?
产后出血：为什么缩宫药物效果欠佳？
PPH: intrauterine balloon: practical tips to success
09:20-09:40
产后出血：宫内球囊使用技巧
PPH: Manual method: often under-ultilised and poorly
09:40-09:55 performed
产后出血：手法技巧：为什么总是运用不到位？
PPH: How to correct coagulopathy effectively? (including
09:55-10:20 tranexamic acid and use of thromboelastogram)
产后出血：如何正确有效止血？（包括氨甲环酸和血栓弹力

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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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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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杨教授
劳子僖教授
梁德杨教授
林鸿生教授
梁德杨教授

讲者
梁德杨教授
许金山教授
梁德杨教授
杜荣基医生
梁德杨教授

许金山教授

图的使用）
10:20-10:30 Discussion 讨论
10:30-10:50
Tea break 茶歇
10:50-11:10 Pre-eclampsia: common mistakes in using anti-hypertensive
子痫前期运用降压药物时的常见错误
11:10-11:30 Pre-eclampsia: common mistakes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eclampsia
预防和处理子痫前期临床常见错误
11:30-11:50 Maternal collapse & perimortem delivery: the golden 5 min;
teamwork and leadership
产妇衰竭&围死亡期剖宫产：黄金五分钟；团对合作和领导
能力
11:50-12:20 Maternal collapse & resuscitation: steps to revival
产妇崩溃和复苏：复苏步骤
12:20-12:40 Maternal sepsis: simple to treat but often too late
产后败血症：处理简单但又经常为之过晚
12:40-12:50 Total spinal block: how to reverse immediately
全脊髓阻滞：应立即如果处理
12:50-13:00 Discussion 讨论
End of Part 2 第二部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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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2017 年 11 月 25 或 26 日（时间：14:00 – 18:00）
地点：香港 威尔斯亲王医院 李嘉诚专科诊所(南翼) 2 楼
14:00-14:10 Briefing 简介
14:10-17:40 Stations (Each station 30min)场景（每个场景 30 分钟）
1. Shoulder dystocia 肩难产
2. Vaginal breech delivery 臀位阴道分娩
3. External cephalic version
体外头倒转术
4. Neonatal resuscitation 新生儿复苏
5. 2nd stage CS & fetal pillow / Transverse lie 第二产程剖宫产和胎儿
枕/横位剖宫产
6. Maternal resuscitation & perimortem CS 产妇抢救复苏法和剖宫产
7. PPH: acute control of bleeding 产后出血：急诊止血方法
17:40-18:00 Discussion 讨论
七. 课程讲者
许金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麻醉及深切治疗学系 副教授

林鸿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儿科学系 副教授

劳子僖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荣誉教授

刘伟霖医生

广华医院

罗丽华医生

韦尔斯亲王医院 妇产科 顾问医生

梁德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系主任及教授

杜荣基医生

联合医院 妇产科 部门主管

妇产科 顾问医生

产科急重症诊疗专业培训课程
报名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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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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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咭 (港币)  Visa
信用咭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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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咭背面
有效日期(月份/年份)
三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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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上述信用咭扣除港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妥报名回执请电邮至大会联络处
电子邮箱：jessicascw@cuhk.edu.hk
电话：852-3505-1527 / 传真：852-2636 0008
主办单位:

□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