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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發展促進委員會 

邀請函 

敬致各位會員醫院： 

隨著科技的進展，高科技醫療設備在各醫療院所中購置的情形已經

不只是醫學中心專有的計劃，連區域醫院也都慢慢加入高科技醫療設備

市場競爭，諸如3T MRI ,達文西手術機器人、複合式手術室（Hybrid OR）、

到ＰＥＴ／ＣＴ或質子加速器(Proton)等建置。 

在此"醫療競武"的要求之下，對於建置初期的醫療評估、採購評比

已經是必經、必要的過程，但對於建置後的維運狀況，一直沒有特別的

分享經驗，本次特別商請地主光田醫院、長庚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

院、馬階紀念醫院、義大醫院，由各醫工專家分享在高科技醫療設備導

入前之技術評估、採購評比、系統安裝及建置後維運管理與監測相關經

驗分享，另外也安排不同層級醫院醫工人員分享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問題

及解決方式，可提供給各醫院醫工從業人員參考，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本次課程已向醫學工程學會申請主學分，提供會員進修積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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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發展促進委員會 

108 年度「醫學工程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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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04 月 26 日(星期五) 

四、舉辦地點：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第二醫療大樓 8 樓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 

五、參加費用：會員＄800 元/人；非會員$1,000 元/人 

會員偏遠地區(花蓮、台東、屏東地區醫院)$ 600 元/人 

              (註 1)僅限各醫療院所同仁報名，廠商如欲參加請向本會洽詢 

(註 2)現場報名的同仁報名費一律$1,000/人，請盡早報名! 

六、報名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dhjJ1c 

或掃描 QR Code 填寫線上報名表。 

※繳費(ATM、臨櫃)→填妥報名表→繳費收據(拍照)上傳至報名表

單內 

傳真至(02)2514-0114→來電確認即完成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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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銀行臨櫃跨行匯款：郵局代號 700 帳

號 001014257053 

(跨行手續費需自行吸收) 

(3)銀行匯款： 

行號：(013)國泰世華銀行(慶城分行)  

帳號：268-03-500899-6 

    戶名：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八、報名期限：107 年 04 月 12 日(五)中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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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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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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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dhjJ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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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辦單位提供當日由高鐵台中站到會場之交通接駁車，欲搭乘者請於報名表

中勾選。發車時間於 04/26 上午 09:1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等車地點為台中

站 6 號出口，當日接駁車及人員將於活動 4/24 日前 mail 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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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搭乘：南下 1305 車

次，抵達台中 08:54、北上 0612 車次，抵達台中 09:00。(實際請依高鐵公司公

告為主，以下謹供參考) 

5. 報名及繳費後於研討會前 5 日，費用一律不退還，敬請見諒。 

6. 為響應節能減碳，敬請參加人員自行攜帶水杯。 

7. 本研討會講義已改電子檔案，敬請帶 3C 產品下載，恕不會後提供檔案。 

8. 本此研討會已向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申請主學分，敬請於報到時簽到，

恕不補簽。 

9. 聯絡人:林小姐，Tel:(02)2514-0113 Fax:(02)251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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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發展促進委員會 

108 年度「醫學工程研討會」  

時  間                 會       議       行      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貴賓致詞  王乃弘 院  長 /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吳明彥 秘書長 / 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鄭慶森 會  長 / 醫院工務暨醫學工程促進委員會 

10:10-10:50 
專題演講(一) ：儀器生命週期實例探討（需求>採購>維護>報廢） 

◎主講人：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醫工課 鐘家彥 副課長 

10:50-11:30 
專題演講(二) ﹕直線加速器購置之評估規劃 

◎主講人：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醫工處 曾明仕 處長 

11:30-11:45 
醫儀探索(一)：1.5T 佳能最新 MRI 

◎主講人：老達利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1:45-12:00 
醫儀探索(二)：內視鏡之分解與維修 

◎主講人：元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13:00  lunch time 

13:00-13:40 
專題演講(三)：質子治療機系統之運轉及維護工作分享 

◎主講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 儀器處 洪聖彰 課長 

13:40-13:55 
醫儀探索(三)：(敬邀中)  

◎主講人：台灣日立醫療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13:55-14:10 
醫儀探索(四)： (敬邀中) 

◎主講人：西門子醫療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14:10-14:50 
專題演講 (四)： 3T MRI 評估與維運管理 

◎主講人：馬偕紀念醫院 醫工室 陳志強 組長 

14:5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0 
專題演講 (五)：貴重儀器建置-複合式手術室設備選採購安裝與維護管理 

◎主講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體系營運中心 楊明治 高專 

16:00-16:30 
醫學工程論壇及 Q＆A（綜合座談） 

◎主持人：會長及各幹事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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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行開車 

 二高：(1)北上方向於「龍井交流道」下（至本院約 5 分鐘） 

(2)南下方向於「沙鹿交流道」下（至本院約 10 分鐘） 

 中山高：於「台中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至本院約 20 分鐘） 

指定停車場：興仁停車場，設有接駁車。(若停以外停車場自行付費)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高鐵：搭乘高鐵至台中烏日站， 

建議搭成班次發車時間於 4/26 上午 9:10 準時發車，等車地點為台中站 1F  6 號出口。(光

田綜合醫院同仁於出口舉牌指引) 

※建議搭乘高鐵班次。(實際請依高鐵公司公告為主，以下謹供參考)  

南下： 

車次 南港站 台北站 板橋站 桃園站 新竹站 苗栗站 台中站 

1305 08:01 08:20 - 08:20 - - 08:54 

北上： 

車次 左營站 台南站 嘉義站 台中站 

0612 08:00 08:13 08:32 09:00 

 台鐵：搭乘海線至「沙鹿火車站」，步行至「大同街」右轉至醫院約 3 分鐘 

 公車：路線公車：93 路、95 路、102 路、162 路、166 路、176 路、177 路、180 路、236 

路、237 路、238 路、290 路。 

搭乘上列路線公車，於「沙鹿光田醫院站」下車。 

指定停車場 
(設有接駁車) 

活動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