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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函 
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號 

聯絡方式：02-2514-0113 

聯絡人：黃大容 

電子信箱：nhca@ms16.hinet.net 

 

受文者：各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26日 
發文字號：私宏字第 00001061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附件一)議程與交通資訊 

主旨：敬邀貴院參加本會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促進會「106年度會

員大會暨專題研討會」，請查照。 

說明： 

一、本會謹定於 106年 11月 24日上午 10時至 11月 25日上午

12時，假員林基督教醫院物流中心二樓會議室舉辦「106

年度會員大會暨專題研討會」，歡迎貴院派員蒞臨指導(會議

議程與相關資訊詳如附件)。 

二、活動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6年 11月 10日(星期五)止，採

網路報名，報名網址：，或掃描報名與活動資訊中的QR Code

填寫線上報名表，並於繳費後將匯款證明回覆至

nhca@ms16.hinet.net。 

三、本次活動已向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申請輔助學分 6 學分

之認證，歡迎各位踴躍參加。 

 

正本：各醫院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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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發展促進委員會 

106年度會員大會暨專題研討會邀請函  

 

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下設的『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促進委員會』在各

級會員醫院的積極參與之下，今年已邁入第 23年，感謝各會員醫院支持，

讓促委會能完成各階段的使命及發揮功效。 

    現今面對醫療環境急遽變遷與人口高齡的問題，如何減少醫療成本的

損失並進一步提升醫療品質的「精準醫療」已是現在醫療業者共同迫切的

需求，因此儘速提昇「醫院的智慧化」是必然的課題。 

   在本次年會中，我們邀請各相關科技業界，以及已進行「醫院智慧化」

之醫院，分享其中之成果，如「醫院私有雲」的建構與物聯網 IOT在醫療

應用的經驗，以及從中央監控系統發展成能源與維生監控系統，智慧化輔

助醫療系統作業…等，同時探討最近氣候變遷，以及面臨不可預期之劇變

下，醫院如何及時因應所造成的停水、停氣、停電、火災等之準備，讓各

會員醫院在建置「智慧醫院」時參考。 

    敬邀各公、私立醫療院所之總務、工務、醫工、環安、資材、資訊…

等相關領域人員共同與會，相信藉由彼此的相互觀摩與實務分享，能提升

醫院後勤管理功效及提供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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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發展促進委員會 

「106年度會員大會暨專題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員林基督教醫院 

二、協辦單位：台灣醫院協會、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 

三、舉辦日期：106年 11月 24日至 11月 25日(星期五、六) 

四、舉辦地點：106年 11月 24日－員林基督教醫院 物流中心二樓 會議室 

        106年 11月 25日－員林基督教醫院本棟 四樓 會議室 

五、參加費用：會員＄3,000 元/人；(單人房加收 200元) 

非會員$3,500元/人；(單人房加收 200元) 

不住宿者費用為$2000元/人 

註：1單人房型有限，依線上報名順序為排序，請盡早報名，並來電 or信確認，以免向隅。 

六、報名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HV8BOEr4YV18GCU12 

 或掃描 QR Code 填寫線上報名表。 

※填妥報名表→完成報名後於一星期內繳費→繳費收據回傳 

(務必註明醫院名稱及參加者姓名)並使用下列其一方式回傳： 

1.傳真至(02)2514-0114→來電確認即完成報名手續。 

2.Mail至 nhca@ms16.hinet.net→有收到回覆信件即完成報名手續。 

七、繳費方式：請以郵政劃撥或指名支票（禁背） 

(1) 帳號－１４２５７０５３／戶名－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八、報名期限：106年 11月 10日(五)下午五點前。 

九、注意事項： 

1. 歡迎各醫療院所工務、醫工、總務、資材及環安之同仁、先進共同參與。 

2. 填妥報名表後請於一週內繳費，因需事前訂房，恕無法提供當日繳費及代

辦當日臨時住宿，於研討會前 5日，費用一律不退還，敬請見諒。 

3. 參加者請務必填寫身分證字號，以便為您辦理保險。 

4. 報名繳費後，請務必回傳繳費證明並註明相關資料，否則及報名不完整。 

5. 若持有郵政金融卡可至郵局 ATM做轉帳交易。 

存簿轉帳→轉入劃撥→非約定轉帳→(輸入劃撥帳號 14257053)→(輸入金額) 

目前無法接受其他銀行卡進行ATM轉帳，會出現交易失敗訊息。 

6. 為響應節能減碳，敬請參加人員自行攜帶水杯。 

7. 本研討會當天提供紙本講義，恕不提供電子檔案。 

8. 本此研討會已向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申請輔助學

分 6學分之認證，敬請於報到時簽到，恕不補簽。 

9. 聯絡人:黃小姐，Tel:(02)2514-0113 Fax:(02)251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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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醫院工務暨醫工發展促進委員會 
106年度會員大會暨專題研討會議程表 

日期 地點 時間 會議行程 

11 

月 

24 

日 

星 

期 

五 

員
林
基
督
教
醫
院 

物
流
中
心 

2F

會
議
室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貴賓致詞： 
李國維 院長 /員林基督教醫院 
吳明彥 秘書長/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楊明崇 會長 /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促委會 
會員大會與會務報告 

10:30-11:20 
專題演講(一)：新世代智能醫院與服務經驗 
主講人： 員林基督教醫院 李國維院長 

11:20-12:10 
專題演講(二)：國際 JCIA及國內醫院評鑑對環境安全提升的新思維 
主講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工務部 許志仁副主任 

12:10-13:00 Lunch Time 

13:00-13:15 
廠商新知(一)：講題待訂 
主講人：南亞光電 

13:15-13:30 
廠商新知(二)：台塑關係企業醫療體系-雲端供應鏈管理 
主講人：台塑網 專案經理 

13:30-14:20 
專題演講(三)：以病人為中心的智慧醫院 
主講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資訊室 孫培然副主任 

14:20-14:35 
廠商新知(三)： 空調冷媒技術及發展 
主講人：詮宏空調 系統事業服務處 高科技組 張軒銘經理 

14:35-14:50 
廠商新知(四)：打造健康、安全、環保的醫療空間 
主講人：崧賀實業 劉悅 

14:50-15:40 
專題演講(四)：加速時代的智慧服務 
主講人：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林家和 顧問 

15:40-16:00  Coffee Break 

16:00-16:15 
廠商新知(五)： 醫院空調機房節能改善案例分享 
主講人： 台灣開利 林龍億 

16:15-16:30 
廠商新知(六)：數位紅鈴系統 
主講人：聯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進福 協理 

16:30-17:20 

專題討論 1(工務)：從 JCIA施工前風險評估對病人照護安全影響之探討 
主持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工務室 王起鑫主任 

專題討論 2(醫工):醫療儀器廠商 E化工單整合與智慧管理 
主持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工室 賴忠裕主任 

17:20-17:50 醫院設備參訪 

爵士九號 18:00-18:30 卸下行曩休息去-住宿 Check In 

山井大肥鵝日式

餐廳 18:30 晚餐與心得分享交流(餐廳) 

11 

月 

25 

日 

星 

期 

六 

員
林
基
督
教
醫
院 

會
議
室 

07:00-08:30 早  餐 

08:30-09:00 離開溫暖的小窩 - Check Out 

09:00-09:50 
專題演講(五)：資訊與醫工的智慧整合 
主講人：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黃明國 副院長 

09:50-10:40 
醫院因應停電之預防、準備、應變、回復實務探討 
主講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工程部 林文修主任 

10:40-11:00 綜合討論：會長及各幹事 

11:00 下課嘍!! 

課程講題及講師以研討會當日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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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搭乘高鐵：        (詳細接駁車車號、司機電話於會前 Mail通知) 

1. 此次備有高鐵台中站至員林基督教醫院來回之接駁專車，欲搭乘者請於報名

時勾選，未勾選搭車之學員若當日欲搭車，須視接駁車是否仍有空位而定。 

 11月 24日：高鐵台中→員林基督教醫院： 

候車地點為高鐵台中站 4A、4B車站廣場北側出口，上午 9點 05分發車。 

 11月 25日：員林基督教醫院→高鐵台中：研討會結束時於醫院接駁。 

2. 北部及南部學員建議搭乘下表之班次  

南下列車 

車次 
南港

站 

台北

站 

板橋

站 

桃園

站 

新竹

站 

苗栗

站 

台中

站 

彰化

站 

雲林

站 

嘉義

站 

台南

站 
左營站 

0609 07:35 07:46 07:55 08:10 08:22 
 

08:48 
  

09:14 09:33 09:45 

0205 07:40 07:51 07:59 
   

08:40 
   

09:18 09:30 

北上列車 

車次 
左營

站 

台南

站 

嘉義

站 

雲林

站 

彰化

站 

台中

站 

苗栗

站 

新竹

站 

桃園

站 

板橋

站 

台北

站 
南港站 

0108 07:55 
    

08:39 
   

09:21 09:32 09:40 

0612 08:00 08:13 08:32 
  

09:00 
 

09:25 09:38 09:51 10:02 10:10 

 

 

 

 

 

 
 

自行開車 行駛國道一號埔鹽交流道下→往台 76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往員林）→員林下 
   →左轉中山路（經過大潤發）→遇到岔路開左邊往莒光路→員林基督教醫院。 

                              ※停車場位於新義街上。 
搭乘交通工具 
1.高鐵：搭乘至「台中站」再轉台鐵由「新烏日」→「員林」火車站。 
2.台鐵：搭乘至「員林火車站」可步行或搭計程車至醫院。 
3.客運：搭乘至「員林轉運站」，出站後右轉靜修路約 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