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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醫師：

醫學簡報比起一般簡報有資料量大、更新率高及製作時間短三大差異。對醫師來說，在
研討會上、醫院內部、教學中簡報是例行公事，擁有好的醫學簡報技巧不僅只是必備技
能，更是展現專業的關鍵因素。為了精進您醫學簡報技巧，我們將於 2021 年 4 月 10、
11 日假台中日月千禧酒店，舉辦  "AbbVie Oncology Academy - Medical Presentation 
Workshop"。

本次課程邀請到林長揚講師及湯硯翔醫師，針對簡報思維建立、資料萃取法則、TED Talk 
風格簡報、台上表達技巧等進行小班制工作坊教學。課程設計融入了醫學治療的範例，並
教導如何在視覺呈現上，凸顯出內容的重點，以及如何優化簡報架構，讓複雜資訊變得清
楚易懂。除了教學環節，更安排每位醫師分組實戰演練，讓學員即學即用，達到最大的效
益。課程並邀請到統計學專家高毓儒教授，講述醫學研究的實驗設計與基本生物統計。

誠摯邀請您加入這次實用度滿點的課程，期許您能掌握醫學簡報與台上表達的相關訣竅，
對簡報的功力將更上一層樓。

瑞士商艾伯維藥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敬邀

Training Speaker Profile

長揚老師在醫院服務時，體會
到專業人士與大眾溝通的困難，
發願要讓好知識更加流通，因
而開始研究簡報技巧，並開啟
簡報教學之路，更因為簡報的
專精而受邀登上 TEDx 舞台，從 
2016 年開始開設簡報工作坊公
開班，並屢獲各大企業、機關
單位邀請，舉辦客製化簡報教
學及演講訓練，生動而紮實的
簡報教學，更讓學員從實作中
學習，學完就記得、馬上就會
用，各梯次學員好評不斷！。
長揚老師亦擅長將時事、專業
知識轉化成易讀懶人包，作品
榮獲總統、副總統分享，懶人
包作品累積分享次數更突破 9 
萬次；並著有【懶人圖解簡報
術一書】，著作上市至今已超
越 10 刷。無論您有任何簡報問
題，都能從長揚老師的可成中
獲得食用解答！

林長揚 講師 湯硯翔 醫師

淡水馬偕胸腔科主治醫師—湯
硯翔醫師，在忙碌的醫療生活
中，仍對教學有巨大熱誠，希
望將好的簡報技巧，推廣給醫
療人員，讓人人都會好簡報。
2016 年 6 月與科內三位醫師共
同創立「Monkey 也會作簡報」
社團，至今固定每個月會舉行
一次簡報教學，對象為醫院內
的實習醫師、住院醫師、以及
主治醫師。另外也與醫院端共
同舉辦「簡報設計工作坊」、
「簡報初心工作坊」，期間共
進行超過 30場以上的簡報課，
修改過約 100 份的簡報，獲得
廣大醫療人員迴響！

高毓儒 教授

高毓儒教授於 1989 年於美國
肯塔基大學取得生理學及生物
物理學博士學位，現任職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科
暨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及專
長主要為神經電生理學、呼吸
病生理學、細胞分子生物學、
轉譯醫學及流行病學，著重於
肺部損傷機轉及急重症照護等
議題。
高教授於學術方面成就備受肯
定，積極參與重症照護、兒
科、耳鼻喉科、呼吸照護和胸
腔醫學等臨床研究；經常性出
席國際間重要學術活動，國際
期刊著作總數超過 170 篇；現
任 Scientific Reports、PLOS 
ONE、Frontier in Physiology
及 Respiratory Physiology & 
Neurobiology 國際期刊的學術
主編或副主編。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開場致詞
張正雄 院長  
彰濱秀傳醫院

14:40–15:30 打造不一樣的醫學簡報
1. 簡報思維建立
2. 打造好簡報的秘訣
3. TED 風格簡報特色剖析

林長揚 講師

15:30–15:40 休息

15:40–15:50 簡報示範演練 (1) 1. 簡報示範 (Viale-A & C data briefing)
2. 醫師提問與解疑

Reos Wang 
Medical Advisor, AbbVie

15:50–16:40 精準有效的簡報資料彙整方法
1. 簡報資料萃取法則
2. 簡報資料統整方法 湯硯翔 醫師

16:40–16:50 休息

16:50–17:00 簡報示範演練 (2) 1. 簡報示範 (Viale-A & C data briefing)
2. 醫師提問與解疑

Reos Wang 
Medical Advisor, AbbVie

17:00–17:50 引人入勝的簡報架構速成法
1. 何謂好的簡報架構
2. 萬用簡報架構剖析
3. TED 風格簡報規劃秘訣

林長揚 講師

17:50–18:00 休息

18:00–18:10 簡報示範演練 (3) 1. 簡報示範 (Viale-A & C data briefing)
2. 醫師提問與解疑

Reos Wang 
Medical Advisor, AbbVie

18:10–18:45 不同場景的架構設計重點
1. 各醫學簡報場景架構重點
2. 經驗分析與分享 湯硯翔 醫師

18:45-18:55 結語
侯信安 秘書長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

18:55–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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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場致詞
周文堅 理事長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

09:00–09:50 醫學簡報台上表達技巧 (1) 1. 實戰前的準備技巧
2. TED 風格的表達技巧與穩健台風 林長揚 講師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醫學簡報台上表達技巧 (2) 1. 問答環節該注意的重點
2. 簡報結束後的形象建立 湯硯翔 醫師

10:50–11:00 休息

11:00–11:50 醫學研究的實驗設計與基本生物統計
1. 醫學研究的實驗設計解說
2. 基本生物統計解說 高毓儒 教授

11:50-13:00 午餐

13:00–14:30 實戰時刻 
A/B 兩組同時進行

1. 每人報告 10 分鐘
2. 每人講師回饋與點評 5 分鐘

林長揚 講師　張正雄 院長
(5F  會議室 3+4)

湯硯翔 醫師　侯信安 秘書長
(5F  會議室 2)

14:30–14:40 休息

14:40–15:20 溫故知新
1. 優秀成果賞析
2. 綜合點評回饋

林長揚 講師

湯硯翔 醫師

周文堅 理事長

15:20–15:30 課程總結與頒獎

15: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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