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香港心臟超聲波會議
10th ECHO HONG KONG
二O一五年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邀請函
籌委會主席

香港心臟超聲波會議 (Echo Hong Kong) 是香港首個以心臟超聲波為專題并附即場臨床示範而舉辦的醫學學

劉育港醫生

術會議。兩年一度的盛事，目的是讓參與者透過學術交流和研討最先進的知識和技術，提升臨床心臟超聲

籌委會聯合主席
李國倫醫生
董光達醫生

波應用的水平，從而更準確有效地診治心臟血管疾病。
自一九九七年舉辦以來，已有數千位國內外及國際醫療專業人士參與，大會每次都獲得參與者熱切反應和

李英華醫生

高度評價。

籌委會國際聯合主席

第十屆香港心臟超聲波會議 (10th Echo Hong Kong) 將於二O一五年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假律敦治醫院及

Prof Bijoy K Khandheria
Prof Gerald Maurer
Prof Natesa Pandian

香港喜來登酒店舉行。主辦機構 — 香港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得到多個享譽國際之心臟科學府及機構大力

海外主講者包括：

Prof Bijoy K Khandheria
Prof Gerald Maurer
Prof Natesa Pandian
Prof Johnathan Chan
Prof Jose Zamorano
Prof Smadar Kort
Dr Dominic Leung
Mrs Bonita Anderson
會議場地：

支持，包括美國 Aurora Health Care, Advanced Cardiovascular Services，Stony Broo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Tufts University — 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澳洲 Griffith University，Liverpool Hospital，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奧地利 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 和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等。多名
世界頂尖級心臟超聲波醫生將來港，匯同香港及亞太地區心臟科專家，與大家分享心得，交流經驗。
是次會議主題為“From Wisdom to Clinical Practice＂(“由智慧到臨床應用＂)。四日會議重點項目包括有現場
轉播臨床心臟超聲掃描，與專家作互動案例研討，以及專家小組帶導的臨床實用工作坊等。此外，更增添
洲際隊伍問答比賽，年青心臟科醫生個案研討獎勵計劃，以及心臟超聲波在危急病情的應用等專題講座和
示範，會議期間還有最先進的超聲波儀器及最新的醫療產品展覽。
參加者將包括有心臟內科及外科、兒童心臟科、內科、麻醉科、急診科及深切治療科之醫生、掃描員和護
士，以及對心臟超聲波有興趣的醫療專業人仕。

律敦治醫院
香港灣仔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和購物天堂；東方傳統與西方文化薈萃，令她擁有獨特的文化氣質和魅力。十一月份天

皇后大道東266號

氣晴朗及清爽涼快，是訪港旅遊最佳時分；欣賞維港兩岸景緻，暢遊迪士尼樂園及海洋公園，享受美食，

香港喜來登酒店

必會令你樂而忘返，增添美麗難忘的回憶！

九龍尖沙咀
彌敦道20號

本屆籌委會誠邀閣下來港出席是次會議，以增添榮寵。現謹奉上會議簡介及報名表格乙份，懇請填妥寄回或
傳真到會議秘書處。如需任何協助，請與本會行政秘書聯絡。聯絡電話 (852) 2566 2889，傳真 (852) 2570 4773

會議秘書處：

或電郵 info@echohongkong.com。

LLINK LIMITED
香港北角英皇道89號
桂洪集團中心23樓02室
電話：(852) 2566 2889

此致

傳真：(852) 2570 4773
電郵：info@echohongkong.com
網址：www.echohongkong.com

主辦機構：

第十屆香港心臟超聲波會議籌委會主席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心臟專科與內科主管及顧問醫生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內科)

Ruttonjee & Tang Shiu Kin Hospitals

會議獲得以下國際知名機構認可：

英國愛丁堡及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文憑 (心血管病)，美國心臟專科學院院士

劉育港 醫生
二O一五年

謹啟

第十屆香港心臟超聲波會議

報名表
會議及現場臨床案例示範 (2015 年11月21至 22日)
醫生
 港元$2,000

 港元$2,600 (2015年10月15日後註冊)

受訓醫生、掃描員及護士

海外參加者
 美元$270

 美元$340 (2015年10月15日後註冊)

 港元 $1,400

 港元 $1,800 (2015年10月15日後註冊)

(以上費用已包括午餐及茶點)

臨床實用工作坊 (2015 年11月19 至 20日)
工作坊 I (專題講座 — 2015年11月19日)
本地參加者
 港元$700
 港元 $900 (2015年10月15日後註冊)

 美元$100

工作坊 I + II (專題講座 + 臨床示範指導 — 2015 年11月19 至 20日)
本地參加者
 港元$2,000
 港元 $2,600 (2015年10月15日後註冊)

 美元 $270

海外參加者
 美元 $130 (2015年10月15日後註冊)

海外參加者
 美元 $340 (2015年10月15日後註冊)

重要事項：
‧工作坊名額有限，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凡欲報名參加工作坊 II (有限名額150位)，都必須同時註冊工作坊 I 及 11月21至22日之會議

稱謂 (請  )

 教授

 醫生

 先生

(費用已包括茶點)

 太太

 女士

(英文)

姓名：(中文)
醫院 / 所屬機構：
通訊地址：(中文)
(英文)
電話：(

)

傳真：(

手機：

)

郵編：

電郵：

簽署：

日期：

付款方法
請  在適當方格
 本人隨函附上劃線支票乙張 (支票抬頭：Hospital Authority)
支票號碼：

頒發銀行：

 本人隨函附上銀行本票乙張 (支票抬頭：Hospital Authority)
支票號碼：

頒發銀行：

 本人欲授權Hospital Authority 從本人以下之信用卡扣除相關費用：
 VISA

 MasterCard

印於信用卡背面之最後 3 位數字驗證碼：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到期日：

付款總額 (港元 /美元)：

卡主簽署：

月

/

年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寄到以下地址：第十屆香港心臟超聲波會議
LLink，香港北角英皇道89 號桂洪集團中心 23 樓02 室，如使用信用卡付款，請將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會議秘書處 (852) 2570 4773 / info@echohongkong.com
注意：
‧Echo Hong Kong獲 CME/CNE/ CPD 認受作進修課程
‧會議結束後，參加者可獲頒發證書
‧已登記之參加者，如在10月15日之前以書面通知會議秘書處退出事宜，
可獲退還已遞交的一半的登記費用
‧參加者可向會議秘書處申請邀請函以安排旅遊簽證
‧兌換率美元$1= 港元 $7.8
‧有關酒店 / 旅遊詳情，請與會議秘書處聯絡

查詢和註冊：
會議秘書處：林小姐 (Ms. Lynn Lam) / 潘小姐 (Ms. Joyce Poon)
LLink，香港北角英皇道89號桂洪集團中心 23樓 02室
電話：(852) 2566 2889
傳真：(852) 2570 4773
電郵：info@echohongkong.com
課程秘書處：王小姐 (Ms. Corina Wong)
香港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66號
電話：(852) 2291 1336

www.echohongk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