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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函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3段 95號 9樓 

聯絡電話：02-23693081 

傳真電話：02-23649354 

受文者：本學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4日 

發文字號：醫管秘字第 11000009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大會議程表、大會提案回覆單 

 

主旨：本學會謹訂於 110 年 12 月 4 日(六)舉辦「第 8 屆第 3 次會

員大會暨 2021 年 THIS年會學術活動」，敬請會員踴躍報

名參加，並請惠予提供大會提案，無任感荷。 

說明： 

一、 本學會自 87 年成立至今，感謝全體會員朋友之認同與肯

定，期待在我們努力不懈下，會員能給予更多鼓勵與支

持，促使學會不斷精進與成長。 

二、 「第 8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暨 2021 年 THIS 年會學術活

動」謹訂於 110 年 12 月 4 日(六)舉辦，結合年度會員大

會、THIS 年會、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頒獎典禮以

及醫務管理期刊優良文章頒獎典禮等活動，內容精采可

期，議程表詳如附件 1，誠摯敬邀全體會員踴躍參與。 

三、 本次大會將以視訊方式進行，會員免費參與，上課連結

及相關資訊，將於大會前 3日，以電子郵件寄發行前通知

提供，若未收到者請主動聯絡本會。 

四、 大會報名採線上報名方式，請逕至本學會網站

(http://www.tche.org.tw)「活動訊息」→「本會活動」報

名，並回傳「個資蒐集同意聲明書」（附件 2），以完成

報名手續。 

五、 凡本學會個人會員、贊助個人會員及學生會員繳清 110年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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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完成簽到退可獲得本學會教育學習抵用券乙份，

並將於會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 

六、 全程參與本大會之學員，將可獲得以下機構(關)之積分

(需完成簽到、退作業)： 

1.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積分 10積分。 

2.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教育積分 8積分(小時)。 

3.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4.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5.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積分待核定)。 

七、 為促使會務之推動更符合當前醫療環境及會員之期盼，

請各會員踴躍提出當前醫療政策、醫院經營管理或對本

學會之建言等討論案及解決辦法，並填寫會員大會提案

回覆單(如附件 3)，敬請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一)前傳真

(FAX:02-23649354)或 e-mail(tche@tche.org.tw)至本學會，

以利本學會審查整理正式提案於會員大會中討論。 

八、 本課程如因 COVID-19疫情影響而有異動，將會儘速公告

及周知與會學員，請隨時留意本學會最新消息。 

正本：本學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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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第 8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暨 2021 年 THIS年會學術活動 

議  程  表 
日        期：110年 12月 4日（六） 

會議型式：採 Cisco Webex Meeting視訊進行 

 主題 演講貴賓 

09:00-09:30 簽    到 

09:30-09:40 

主席致詞：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江宏哲理事長 

貴賓致詞：衛生福利部            石崇良次長(邀請中) 

中央健保署            李伯璋署長 

09:40-10:30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及防疫政策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黃高彬 副院長 

10:30-11:00 
從 COVID-19疫情下看醫管防疫應

變作為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洪子仁 行政副院長 

11:00-11:30 防疫守門員~地區醫院之防疫作為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
醫院 
鄒繼群 院長 

11:30-12:00 
醫院防疫持續因應緊急計畫管理指

引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王中儀 教授兼系主任 

12:00-12:30 

【第 8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會務執行報告 

－提案討論暨臨時動議 

主持人：江宏哲 理事長 

報告人：王美純 副秘書長 

12:30-12:40 【2021 年醫務管理期刊優良文章頒獎典禮】 

12:40-13:30  中午休息時間 

13:30-:14:00 
THIS年會專題演講— 

疫情下智慧醫療品質管理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 

邱冠明 院長 

【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 

引言人：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委員會 周思源召集委員 

14:00-14:15 

2021年競賽金獎作品分享 

機構組-部門別 金獎 

14:17-14:32 機構組-病人流 金獎 

14:34-14:46 專題組 金獎 

14:48-15:00 專題組 金獎 

15:00-16:00 【2021 年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頒獎典禮】 

16:00-16:30 簽     退 

指導單位：內政部、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本議程內容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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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蒐集同意聲明書 

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 

一、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及用途：目的在於進行本學會所辦理及提供之各項相

關服務與業務，並將利用您所提供之 Email、聯絡電話及地址通知您相關

訊息。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中文姓名、身份證字號或影本、聯絡電話、傳真電

話、Email、服務單位及職稱、通訊地址。以下服務項目需另行蒐集個資類

別如下:  

1. 入會申請：出生年月日、學經歷、戶籍地址、畢業證書影本、在職證

明書影本、學生證影本。 

2. 期刊投審稿作業：匯款資料 

3. 醫管師甄審及檢定考試作業：出生年月日、學經歷、畢業證書（學生

證）影本、服務年資證明正本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 

1. 期間：本服務項目，自個資蒐集日起至特定目的消失止。由本學會保

存您的個人資料，以作為查詢、確認等相關服務之用。 

2. 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僅於國內處理或利用。 

3. 對象：本學會所辦理及提供之各項相關服務與業務之使用者。 

四、 報名者之個人資料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報名者對個人資料於保存期限

內得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本人業已詳細閱讀並同意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本服務項目或業務之個資告

知事項，並同意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同意人： 

    年    月    日 

文件名稱  個資蒐集同意聲明書 機密等級 一般 文件編號 PI-D-019 

記錄編號  填表日期  版 本 V1.1 頁碼/總頁數 1/1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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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第 8 屆第 3次會員大會提案回覆單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提案人姓名： 

會員編號：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註：敬請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 ( 一 ) 前傳真（ Fax ： 02-23649354 ）或 e-

mail(tche@tche.org.tw)至本學會，以利本學會審查整理正式提案於會員大會中討論。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