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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期限： 

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函 
       機關地址：110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5203A 室 

       電    話：(02) 2885-1528 分機 14 

       傳    真：(02) 2885-3089 

       E - MAIL：nhca05@gmail.com 

       承 辦 人：林家聖 

受文者：本會團體會員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6 日 

發文字號：私仁字第 105020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邀請函、報名與活動資訊 

 

主旨：敬邀參加本會醫院資訊暨智慧醫療發展促進委員會之「105 年度第二次

智慧醫療專題研討會」，請查照。 

說明： 

一、 本會謹定於 10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3 點至 17 點，假桃園長庚

紀念醫院 B2 國際會議廳舉辦「105 年度第二次智慧醫療專題研討會」，

歡迎各位先進蒞臨參加。 

二、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4 月 22 日止，採用網路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goo.gl/forms/mQHwcoejyt，或至本會網站之協會公告區。 

三、 報名費用：免費。 

四、 聯絡人：林家聖先生，電話：(02)2885-1528#14，傳真：(02)2885-3089，

E-mail：nhca05@gmail.com。 

 

正本：本會團體會員醫院 

 

mailto:nhca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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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醫院資訊暨智慧醫療發展促進委員會 

105 年度第二次智慧醫療專題研討會 

 

邀請函 
 

實驗室儀器整合與自動化軌道系統建置是目前檢驗的趨勢，其設置考量點除了可

增進檢驗效能、降低作業成本，最重要的是提昇及確保檢驗流程與結果正確快速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年檢驗量超過一千二百萬項次，為全國之冠，檢驗人員除需承擔

龐大的檢驗量外，在面對種類繁雜的儀器，且應即時掌握各類實驗室儀器設備使用情

況，既給實驗室同仁增加了負荷與壓力，也不利於管理與維護。為整合資源與優化流

程，歷經檢驗團隊的詳細的規劃、跨部門整合、醫檢與資訊團隊的合作，以及嚴密的

進度控管等，成就實驗室運作高度 e化。因此，邀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分享實驗室應

用物聯網技術之經驗，與瞭解如何透過軟、硬體設備的整合，讓實驗室變『智慧』!

另一方面，院方積極推動疾病分類編碼的改革，將流程由出院後調整至住院中，並輔

以資訊系統的介入，有效提昇編碼的效率與品質，充分發揮疾病分類師的功能。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灣微軟)，長期致力於提升台灣醫療機構的醫療服

務品質，透過不斷地研發，推進新的醫療科技服務模式，期望建構更安全的健康照護

環境，故本次邀請台灣微軟就未來的醫療創新應用進行分享，例如大數據、更多感測

器的應用、雲端運算與醫療影音等等。同時，也邀請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商奇

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個別就智慧醫療通訊整合的應用，及以智慧醫療的觀點看遠程

照護等趨勢進行分享。 

活動現場則設有多家資訊廠商針對智慧醫療及資訊科技提供產品諮詢與服務。誠

摯邀請醫療電子暨資訊產業相關與專家學者參加，並踴躍回饋交流，促進國內智慧醫

療之產業發展。竭誠邀請蒞臨指導，共襄盛舉。 

 

順頌   商祺 

 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醫院資訊暨智慧醫療發展促進委員會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敬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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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醫院資訊暨智慧醫療發展促進委員會 

105 年度第二次智慧醫療專題研討會 

報名與活動資訊 
 

一、 主辦單位：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醫院資訊暨智慧醫療發展促進委員會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二、 舉辦日期：10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13:00-17:00 

三、 舉辦地點：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B2 國際會議廳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123 號) 

四、 報名費用：免費 

五、 報名方式：採用網路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goo.gl/forms/mQHwcoejyt，或

至本會網站(http://www.nhca.org.tw/)「訊息公告」填寫線上報名表。 

六、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5 年 4 月 22 日(五) 止。 

七、 相關注意事項： 

1. 歡迎各醫療院所之資訊同仁與先進共同蒞臨參與。 

2. 為響應環保，敬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3. 本會議僅採電子講義，請與會者當日務必攜帶行動電子裝置於現場下載。 

4. 聯絡人：林家聖先生，電話：(02)2885-1528#14，傳真：(02)2885-3089， 

E-mail：nhca05@gmail.com。 

 

附件二 

mailto:nhca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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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醫院資訊暨智慧醫療發展促進委員會 

105 年度第二次智慧醫療專題研討會 

議程表 
舉辦日期：105 年 4 月 29 日(五)    地點：桃園長庚醫院 B2 國際會議廳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11:30-13:00 幹事會議(B2 簡報室) 

12:00-13:00 報到暨參展廠商交流 

13:00-13:15 【貴賓致詞】 
吳明彥 秘書長/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潘延健 特助/長庚醫院行政中心 

黃明國 會長 

光田綜合醫院副院長 

13:15-13:40 

專題演講(一) 

智慧醫院暨物聯網在醫療

上的應用-以自動化實驗

室建置為例經驗分享 

游信銘 高專 

長庚醫院資訊管理部 

潘延健 特助 

長庚醫院行政中心 

13:40-14:30 

廠商新知(一) 

微軟醫療創新應用藍圖 

楊璨妃 Principal solution specialist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影音知識分享新趨勢 
卓昭明 博士 

Gridow 睿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0-14:55 休息時間暨參展廠商交流 

14:55-15:20 
廠商新知(二) 

智慧醫療資通訊整合應用 

王超群 董事長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黃明國 副院長 

光田綜合醫院副院長 
15:20-15:45 

廠商新知(三) 

從智慧醫療看遠程照護 

陳錦宏 經理 

美商奇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45-16:10 休息時間暨參展廠商交流 

16:10-16:35 
專題演講(二) 

住院診療計畫經驗分享 

江仰仁 泌尿科主任/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鄭小文 疾病分類師/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吳明彥 秘書長 

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16:35-17:00 

【綜合討論】 

智慧醫院推廣經驗交流 

與談人: 

黃明國 會長/光田綜合醫院副院長 

楊璨妃 Principal solution specialist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卓昭明 博士 

       /Gridow 睿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超群 董事長/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陳錦宏 經理 

       /美商奇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潘延健 特助/長庚醫院行政中心 

游信銘 高專/長庚醫院資訊管理部 

江仰仁 泌尿科主任/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鄭小文 疾病分類師/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7:00 賦歸 

課程講題及講師以研討會當日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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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地圖 

會場地點：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B2 國際會議廳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123 號) 

交通資訊 

■ 長庚醫院交通車(汎航通運) 

●搭乘汎航通運者，共有下列四條路線可到林口長庚。一般每隔十五至二十分鐘發一班車，車資

全票35元，可刷悠遊卡或投幣。 

1. 台北長庚 ←→ 林口長庚。 

2. 台北車站(台北西站A棟) ←→ 林口長庚。 

3. 桃園車站(桃園市復興路159號) ←→ 林口長庚。 

4. 中壢車站(中壢市中央東路62號，7-Eleven前) ←→ 林口長庚。 

●坐到林口長庚後，下車進入醫院，在郵局對面等候從林口長庚到桃園長庚之交通車，此段交通

車車程免費。 

■ 乘坐高鐵：搭乘至高鐵桃園(青埔)站。 

●高鐵桃園(青埔)站無交通車接駁至桃園長庚，建議可搭乘高鐵接駁車至桃園或中壢市火車站，

再轉搭長庚醫院交通車(泛航通運)；或於高鐵桃園(青埔)站搭乘計程車至桃園長庚。 

■ 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林口第二交流道離開高速公路，接忠義路，轉頂湖路123號。 

2. 往桃園長庚醫院進入至B3或B4停車場停車，搭北一電梯或南一電梯至B2會場。 

3. 會場提供停車優惠：新台幣100元/次。 

長
青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