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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 

 

自 2007 年起，由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理學會、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

質策進會與台灣醫院協會，集結三會特色，整合資源建構交流平台，共同主辦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並將台灣醫事學術發展及國際接軌視為共同執行

目標，祈築構醫學界彼此交流的學術殿堂，為民眾健康照護福祉努力播種耕耘。

每年大會皆獲得各界人士熱烈迴響，「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由社團法

人台灣醫務管理學會第 6 次籌劃主辦。 

近年來隨著照護人力不足及急性傳染疾病之衝擊，推動醫療結合資通訊產

業發展智慧醫療已成為全球趨勢，透過與資通訊產業結合優化醫療照護品質及

流程，並即時提供數據予醫院管理者進行決策判斷，以提升照護品質及經營效

率。 

「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將以【邁向智慧醫院欣願景‧創新健康

福祉心價值】為核心主軸， 探討在後疫情時代下，醫療產業與科技產業透過跨

界合作以加速智慧醫療發展，以及醫務管理之應用及發展新趨勢，再創台灣醫

療產業新價值。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0 日 2 天活動內容以論壇、專題演講及學術徵文口頭暨

海報發表等方式進行，今年大會將請醫療業及科技業重要領袖、醫院代表與各

醫藥衛生大專院校(醫管、公衛、醫療資訊等)共襄盛舉。期望藉由與會貴賓們之

經驗交流及智慧激盪，帶來新的思維及啟發，共創衛生醫療產業永續發展的未

來。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理學會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台灣醫院協會 

 
 
 

 衛生福利部 

大會緣起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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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22 年 12 月 9 日(五)至 12 月 10 日(六) 

 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2 樓國際會議廳(台北市大安區金華街 187 號) 

 與會人數：1,000 人次 

  

【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為促進產業媒合及整合機會，今年度主題以

「邁向智慧醫院欣願景 創新健康福祉心價值」為核心主軸，內容以專題演講、論壇

對談、醫院應用實務分享及分場學術徵文口頭暨海報發表等方式進行，今年度大會

亦廣邀醫療業及科技業重要領袖、高階主管、醫院同仁與各醫藥衛生大專院校(醫管、

公衛、醫療資訊等)，並邀約相關各級政府單位共襄盛舉，今年度之盛會期望藉由與

會嘉賓間的經驗交流及腦力激盪，共創智慧醫療永續發展的未來。 

 專題演講及跨界論壇 

邀請國內官方代表就智慧醫療、數位發展、AI 政策及未來趨勢進行專題演

講，並特別安排醫界及產業界代表展開「智慧醫療跨界論壇」，智慧醫療的尖峰對

話，期能激發與會者新思維，開創台灣智慧醫療產業未來新契機 

本次大會特別安排「健保革新」專題演講，透過演講貴賓宏觀角度，以及現

場嘉賓的腦力激盪，共同思考如何讓醫院有更好經營環境，健保如何永續經營。 

 病人安全及醫務管理應用實務分享 

大會特別規劃病人安全及醫務管理實務應用分場，主題包括：績效管理、醫

療韌性與病人安全，以及健康風險等您不可不知的醫療趨勢議題。特別邀集台灣

醫界專家代表分享病人安全、醫務管理之應用及未來趨勢，期透過演講嘉賓豐富

的實務經驗分享，與現場嘉賓交流座談，提供醫院相互交流、學習的平台，提升

病人就醫品質，並促進台灣醫療產業之發展。 

 學術徵文口頭暨海報發表 

本大會為全國醫療院所及醫療相關系所之研究成果發表交流舞台，經由口頭

發表及線上海報展覽活動，可讓與會貴賓進行標竿學習機會，進而提昇整體醫療

服務品質。 

 

 促進醫療、科技產業媒合及整合機會。 

 打造智慧醫療、醫務管理交流平台。 

 

 

大會資訊 

活動內容 

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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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網址：https://youconf.at/tche2022 

 大會信箱：tche@tche.org.tw 

 大會地址：台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 3 段 95 號 9 樓 

 電  話：(02)23693081 

 

  

報名身分別            報名天數 12 月 9 日(單日) 12月 10日(單日) 兩天全程參與

一
般
報
名
者 

11 月 11 日(含)前報名並完成繳費 

個人報名 2,000 元/人 2,000 元/人 3,500 元/人 

團體報名(5 人以上) 1,800 元/人 1,800 元/人 3,000 元/人 

11 月 11 日以後報名 

個人報名 2,200 元/人 2,200 元/人 3,900 元/人 

團體報名(5 人以上) 2,000 元/人 2,000 元/人 3,500 元/人 

投稿大會口頭發表或 
海報發表錄取者 

1,800 元/人 1,800 元/人 3,000 元/人 

在學學生 1,000 元/人 1,000 元/人 2,000 元/人 

現
場
報

名
者 

個人報名 2,200 元/人 2,200 元/人 3,900 元/人 

在學學生 1,000 元/人 1,000 元/人 2,000 元/人 

備註：1.一般報名者之團體報名係指 5 人以上同時報名及繳費。 
2.團體優惠僅能以單一報名身分類別與相同報名日數為計。 
3.學生報名優惠限額 100 名，請於線上報名時上傳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即可享學生優惠價。 

 

 

 

大會聯絡資訊 

大會報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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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線上報名，大會網站 https://youconf.at/tche2022→「線上報名」。 

 線上報名注意事項： 

 填寫完成線上報名表後，系統會自動計算報名費用，您可選擇以信用卡

/WEB ATM/轉帳/臨櫃匯款方式完成繳費。 

 線上報名完成後，系統會自動寄送繳費通知信，務請檢查是否被歸入垃圾

郵件；若仍無，請聯絡主辦單位確認是否報名成功，以確保您的權益。 

 繳費完成需等待系統入帳，入帳後會自動發送繳費存根聯至您的電子郵件

信箱。 

 若需查詢繳費是否入帳，請在線上繳費區輸入報名時填的電子郵件信箱及

PIN 碼做查詢，如未繳費者則會繼續線上繳費流程。 

 報名洽詢電話：02-23693081 分機 23、16（蕭伃孝助理專員、鄒美鳳行政助理） 

 

一、WEB ATM/轉帳/臨櫃匯款 
 繳費說明：WEB ATM 指網路轉帳，轉帳指 ATM 自動櫃員機轉帳，臨櫃匯款

指親至金融機構辦理匯款 
 入帳通知：本次大會採用資訊公司之系統自動入帳核對，無須傳真匯款憑證；

WEB ATM / 臨櫃匯款最晚將於繳費 24 小時後入帳，入帳後系統會以電子郵

件自動寄送繳費完成通知。 
 重要提醒：繳費帳號同時也是您的核帳代號，每位報名者皆不同，請勿轉告或

與其他人共用帳號，以免影響您的權益。 

二、信用卡線上刷卡。 
 
 
 

 報名者如遇不可抗力之因素無法參加方可辦理退費或費用保留，申請人需填妥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理學會退費/保留申請表」並出示相關證明文件；而非不

可抗力之因素者，本學會不受理退費之申請。 
1. 退費原則：活動前 7 日(含假日)，扣除 20%報名費；活動前 1-6 日(含假日)，

扣除 50%報名費，最高扣款上限為 50%報名費。日期計算以本會收到申請

資料為計算基準。 
2. 保留原則：活動前 7 日(含假日)，可將費用全額保留，保留期限為 1 年，

須於 1 年內將費用抵扣使用(可抵扣其他活動報名費、年費等)；活動前 1-6
日(含假日)，僅能以退費方式辦理，日期計算以本學會收到申請資料為計

算基準。 

 如為重複或溢繳費用，須扣除 100 元行政處理費。 

報名方式 

繳費方式 

費用保留及退費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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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本次聯合大會每天可得： 

 台灣醫務管理學會 8 積分/天。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教育積分 8 積分(小時) /天。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台灣醫療品質協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西醫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護理師/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專科護理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藥師/藥劑生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檢驗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物理治療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職能治療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牙醫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 

備註：  

1. 請於當日進行簽到及簽退作業，本會將於活動結束後將簽到單及學習時數登

錄認證單位網站或送交認證單位。  

2. 相關繼續教育積分認證依當日公告為準。  

學分認證 



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議程 
邁向智慧醫院欣願景 創新健康福祉心價值 

日期：2022 年 12 月 9 日(星期五)                                 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2 樓國際會議廳 

時間 主題 座長/演講貴賓 

09:00-16:30 論文海報線上展覽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大會主席暨貴賓致詞： 
總統府 
衛生福利部 
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籌備總會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台灣醫院協會 

賴清德 副總統 
石崇良 常務次長 
洪子仁 理事長/總召集人 
王拔群 執行長 
翁文能 理事長 

10:00-10:10 貴賓合影 

10:10-11:10 
SessionI【特別演講~智慧醫療欣願景】 

主持人：高雄醫藥大學 陳建志董事長 

10:10-10:40 智慧醫療政策和未來 衛生福利部 石崇良常務次長 

10:40-11:10 健康照護學術與產業策略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陳儀莊副主任委員

11:10-11:40 茶敘交流/攤位參觀 

11:40-12:10 主持人：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籌備總會 洪子仁 理事長/總召集人 

11:40-12:10 疫後經濟趨勢與未來展望 中華經濟研究院 王健全副院長 

12:10-13:20 中午用餐/攤位參觀 

13:20-14:40 

主題 
SessionII 

【智慧醫療跨界論壇】 
醫療照護品質專題演講 

主持人 台灣醫院協會 翁文能理事長 台灣醫務管理學會 趙正芬理事 

會場 2 樓國際會議廳 4 樓 A431 會議廳 

14:40-15:00 茶敘交流/攤位參觀 

15:00-16:20 

主題 SessionIII 
【醫療韌性與病人安全】 

2022 年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理競賽 
金獎分享 

主持人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醫療品質策進會 王拔群執行長 

台灣醫務管理學會 趙正芬理事 

會場 2 樓國際會議廳 4 樓 A431 會議廳 

13:20-16:10 

論    文    分    場 

主題 智慧醫院與醫管創新  醫療品質與病人安全  

主持人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 
花蓮慈濟醫院 陳星助副院長 

臺北醫學大學管理學院 
郭乃文院長 

會場 10 樓 A1001CB 新光鋼講堂 9 樓 A939 會議教室 

16:20-17:00 
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學術論文海報競賽暨 

2022 年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理競賽頒獎典禮 

17:00 簽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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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II【智慧醫療跨界論壇】 

日期：2022 年 12 月 9 日(星期五) 

時間 題目 與談人 

13:20-14:40 主持人：台灣醫院協會 翁文能理事長 

13:20-13:30 主持人引言 

13:30-14:30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適安院長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林宏榮院長 
緯創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志峰智能醫療事業總監 
遠東醫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鄧俊男總經理 

14:30-14:40 綜合討論交流 

 
 

 
 

SessionIII【醫療韌性與病人安全】 
日期：2022 年 12 月 9 日(星期五) 

時間 題目 與談人 

15:00-16:20 主持人：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王拔群執行長 

15:00-15:20 談醫療韌性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系 
黃育信助理教授 

15:20-15:40 
111-112 年度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

目標重點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洪聖惠副執行長 

15:40-16:00 安全醫院新概念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許惠淑副執行長 

16:00-16:20 全人醫療的具體實踐-以疾病別為例 
臺北榮民總醫院 
許惠恒教授、院長級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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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議程 
邁向智慧醫院欣願景 創新健康福祉心價值 

日期：2022 年 12 月 10 日(星期六)                                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2 樓國際會議廳 

時間 主題 座長/演講貴賓 

09:00-16:40 論文海報線上展覽 

08:40-09:00 報到 

09:00-10:30 
Session IV【健保革新】 

主持人：2022 健康照護聯合學術研討會籌備總會 洪子仁理事長/總召集人  
09:00-09:10 主持人引言 

09:10-09:40 
從價值創造思維探討台灣醫療服務之投入
與產出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周穎政教授 

09:40-10:10 健保財務永續發展之道 逢甲大學財稅系謝啓瑞特約講座 
10:10-10:30 綜合討論交流 

10:30-10:50 茶敘交流/攤位參觀 

10:50-12:10 
SessionV【醫務管理應用】經營分析 

主持人：台灣醫務管理學會/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廖茂宏常務理事/行政副院長  

10:50-11:10 醫療資安政策 衛生福利部資訊處龐一鳴處長
11:10-11:30 BI 於醫院營運管理導入及運用 怡仁綜合醫院管理部吳家勳主任 
11:30-11:50 視覺化儀表板於護理臨床管理之應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護理部徐逸民主任 
11:50-12:10 綜合討論交流 

12:10-13:20 中午用餐/攤位參觀 

13:20-14:40 
SessionⅥ【醫務管理應用】雲端醫療、績效管理 

主持人：台灣醫務管理學會 黃明國秘書長 
13:20-13:40 雲端醫療系統之應用與發展 台大醫院資訊室尙榮基協理 

13:40-14:00 專科經理人的醫院經營績效管理實務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經營服務中心林佩燁副主任 

14:00-14:20 智慧醫院的系統與資料整合方案 臺北榮民總醫院李偉強副院長 
14:20-14:40 綜合討論交流 

14:40-15:00 茶敘交流/攤位參觀 

15:00-16:20 
Session Ⅶ【健康風險新思維】 

主持人：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王拔群執行長 
15:00-15:20 專題演講 衛生福利部醫事司劉越萍司長 

15:20-15:40 醫療科技與病安風險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資訊室毛政賢主任 

15:40-16:00 台灣再生醫學之最新進展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李光申副院長 

16:00-16:20 綜合討論交流 

13:20-16:10 

論     文     分     場 

主題 
醫院評鑑與教學研究 
防疫作為與經驗傳承 

健康促進與長期照護及其他 

主持人 
長榮大學健康科學學院  

陳宏一榮譽院長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陳美如副院長 

會場 10 樓 A1001CB 新光鋼講堂 9 樓 A939 會議教室 

16:20-16:30 下屆主題預告：疫後韌性醫療新時代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16:30-16:40 閉幕式 

16:40- 簽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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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公企中心 

地址:台北市大安區金華街 187 號 

 

 

 

 

 

 

 

 

 

 

 

 捷運 
● 淡水線(紅線)/蘆洲線(橘線)→東門站 3 號出口：步行約 6-8 分鐘 

● 新店線(綠線)/蘆洲線(橘線)→古亭站 4 號出口：至和平東路轉搭 214、606 公車至公企中

心站 

● 新店線(綠線)/蘆洲線(橘線)→古亭站 5 號出口：沿和平東路左轉金山南路，再至金華街口

右轉，步行約 12-15 分鐘 

 公車 

● 公企中心：0 南、214、214 直、237、253、606、670、671 

● 信義永康街口：0 東、20、22、38、88、88 區、204、758、信義幹線 

● 金華新生路口：72、109、211、280、280 直、311、505、643、668、672、675、676、

680、1550(基隆/台北)、松江新生幹線 

● 師大：18、235、237、278、278 區、254、295、295 副、568、662、663、672、907、949、

和平幹線、復興幹線 

 U-bike 
● 以下站點可租借/停放 U-bike： 

金華公園、和平金山路口、金山愛國路口、捷運東門站(4 號出口)、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 

金華街 199 巷及 199 巷 3 弄備有腳踏車停車架 

交通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