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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院協會　函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2段29-5號25

樓

承辦人：洪毓婷

電話：02-28083300#22

傳真：02-28083304

電子信箱：ann@hatw.org.tw

受文者：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6月14日

發文字號：院協綜字第107020019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107A200886_1_14134743636.pdf)

主旨：敬邀　貴院參與「2018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

學術論文投稿，敬請 查照。

說明：

一、為促進國內醫療品質及專業學術涵養，台灣醫院協會、台

灣醫務管理學會、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謹訂於本（

107）年11月1日（星期四）假臺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台

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322號）聯合舉辦旨揭研討會等系

列活動。

二、本系列活動以「創新醫療價值，實踐跨界思維」為大會主

題，學術徵文口頭暨海報發表則分為「創新醫療管理」、

「營造幸福職場」、「醫療品質提升」、「遠距健康照護

」及「醫療政策因應」等五大議題，歡迎　貴院踴躍投稿

，促進同儕學習及院際交流。

三、「徵文辦法」：舉凡與徵文主題相關之理論、方法、應用

、實證、個案研究論文、改善專案，或具創意、啟發性之

論文，均歡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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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稿日期：自6月19日起至7月19日止。

(二)投稿方式：採線上投稿，網址：http://thc2018.hatw.

org.tw。

(三)投稿須知：

１、採摘要格式（含研究目的、研究材料與方法、研究結

果、研究結論、關鍵字），以中文或英文均可，內文

以純文字為主，不接受圖檔及表格。以1000字（2000

字元）為限。

２、共同作者人數上限7人。

３、關鍵字上限3組(不列入字數計算)。

(四)評分標準：主題之創新性30%、研究方法之適切性30％

、研究結果之推論之適當性30％及寫作結構10％。

(五)發表方式：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

(六)錄取通知：擬於2018年9月底於活動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

四、相關資訊請參見企劃書（詳如附件），活動專區網址：ht

tp://thc2018.hatw.org.tw。

五、「聯絡資訊」：

(一)洪毓婷小姐　電話：(02)2808-3300分機22

(二)董家琪小姐　電話：(02)2808-3300分機17

(三)吳心華小姐　電話：(02)2808-3300分機21

(四)何宛青小姐　電話：(02)2808-3300分機26

正本：全國醫院

副本： 2018-06-15
09:13:50



1 

 

2018 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 
暨台灣醫院協會 50 周年慶 

活動企劃書 

【活動緣起】 

健康照護已成為新世紀台灣社會所關注之議題，為增進各相關醫事團體之合作及交流，

遂於 2007 年起由台灣醫務管理學會、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及台灣醫院協會

發起，共同整合一個學術資源平台，以促進國內醫務(院)管理、公共衛生等學術發展，並期與

國際接軌為共同目標，共同籌劃並輪流主辦「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歷年活動皆獲

各界人士熱烈響應。 

2018 年將由台灣醫院協會（本會）第四度承辦，適逢本會創會 50 周年，誠摯邀請各界

先進蒞臨指導。 

 

【大會主題】  創新醫療價值   實踐跨界思維 

 

【大會時間及會場】 

 時間：2018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 

 地點：臺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 號） 

 

【主辦單位】 

 
台灣醫院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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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單位】 

 臺北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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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臺灣的健康照護擁有五項世界之最，包括最方便、最自由、最經濟、最有效率以及滿

意度最高，是令人引以為傲的臺灣奇蹟。過去，醫院管理著重在硬體設備，隨著時代的改

變，服務品質的提升、醫院品牌經營、績效管理等管理方法不斷地推陳出新，台灣醫療產

業也由早期以宗教及公立醫院為主的人道關懷，到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後，現在要面對的是

醫師五大皆空、醫事人員出走、急診室人滿為患、醫療暴力頻傳及勞動法令的影響等問題。

面對醫療環境不斷變化，唯有透過思維的轉換才能勇敢的接受挑戰。 

在這個微利的時代，從過往的單打獨鬥到現在的合縱連橫，透過各產業優勢集結一方，

共同改變整個的環境以因應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因此，醫院取得競爭優勢最重要關鍵是

擁有創造自我價值的能力，打破產業間的藩籬，讓醫療照護整合性的思維能根深柢固的成

為共同的思考模式，以因應更艱困的醫療環境。政府部門、醫療服務提供者、醫療人員、

病人／民眾、以及醫療相關產業等利害關係者的共同目標—讓病人得到高價值的醫療照護，

當價值改善，所有人都能獲益，而醫療體系也能永續經營。 

近年跨業合作及技術交流平台如火如荼展開，如我們所知的 Apple、Google、 IBM

等國際大廠紛紛投入醫療及健康照護事業，進而發展出新興商業模式。透過資源整合，擴

大跨領域的接觸，能從大量且快速累積的資料中找出實證、脈絡，進而輔助醫療決策，減

少錯誤，優化資源分配，提高管理效益並完善產業環境。唯有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才能以台

灣產業優勢為基礎，衝擊出不同於以往的新智慧，實踐具競爭力的跨界新思維。 

【2018 年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以「創新醫療價值   實踐跨界思維」為大

會主題，期藉由學術研討模式凝聚國內各醫療系統與各級單位對打造優質醫院的共識，並

透過學術徵文提升全國各級醫院及大專院校醫藥衛生系所之學術技能與涵養，提供各級醫

院分享及展現跨業合作之成果，藉此達到同儕學習及院際交流之目的，共創高價值的健康

照護體系，並引領創新醫療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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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內容為暫定規劃，實際以大會當天公告為準 

時間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9:00-9:10 主辦單位致詞 

9:10-9:30 貴賓致詞 

9:30-10:20 

學

術

論

文

海

報

觀

摩 

【特別演講】 

台灣醫療衛生政策實施現況與未來發展  

10:20-10:50 台灣醫院協會 50 周年慶 慶祝儀式 

10:50-11:10 茶敘 

11:10-12:00 
【專題演講】 

醫療產業跨界轉型的競爭與威脅、翻轉與突破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場次 台灣醫院協會會員大會 【論文分場 1】 【論文分場 2】 

地點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場次 【論文分場 3】 【論文分場 4】 【論文分場 5】 

地點 第四會議室 第六會議室 第十會議室 

15:00-15:20 茶敘 

15:20-16:50 

場次 

【分場論壇】 

智慧科技帶動醫療照護 

整合管理 

【論文分場 6】 【論文分場 7】 

地點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場次 【論文分場 8】 【論文分場 9】 【論文分場 10】 

地點 第四會議室 第六會議室 第十會議室 

17:00-17:10 下屆大會預告【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17:10-17:30 頒獎 ◆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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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徵求-口頭暨海報發表】 

廣徵全國醫療院所暨大專院校醫藥衛生相關系所之優秀研究成果，鼓勵踴躍投稿，特辦理

專業學術論文口頭暨海報發表活動，提供展現卓越成果的舞台及標竿學習機會，促使提升

醫療服務品質及學術研究風氣。 

 

【徵文主題領域】 

一、 創新醫療管理 

舉凡與醫院管理、醫療相關之流程創新管理、科技應用之議題均屬此範圍，如：經營管理

（含醫務成本管控、健保營收提升、健保相關案件成效改善）、人力資源管理、專案效能

評估、雲端技術、電子病歷、行動醫療、資訊安全（含個人資料保護）…等。 

二、 營造幸福職場 

舉凡有關職場安全、職場健康、友善職場之議題均屬此範圍，如：員工關懷、員工福利、

職業安全衛生、正向執業環境、企業社會責任、員工健康促進…等。 

三、 醫療品質提升 

舉凡以病人為中心之醫療品質提升議題均屬此範圍，如：病人安全、指標監測、品質管理

策略、團隊資源管理(TRM)、流程改善、醫學教育、民眾參與、醫病關係…等。 

四、 遠距健康照護 

舉凡利用資通訊技術提供健康照護指導、諮詢、個人健康管理，或藉由生理量測設備進行

監測、提醒、追蹤、數據收集與分析等之健康照護均屬此範圍，如：健康管理、遠距照護

模式、行動裝置、標準建立、技術應用、資訊回饋、支援服務…等。 

五、 醫療政策因應 

舉凡與衛生政策分析、研究、對策、因應及反思之議題均屬此範圍，如：全民健保、醫院

總額、醫事人力短缺、勞基法、長照制度、醫院評鑑、督導考核、護病比…等。 

 

【投稿類型】 

 舉凡與徵文主題領域相關之理論、方法、應用、實證、個案研究、改善專案，或具創意、

啟發性之論文，均歡迎投稿。 

 

【發表方式】 

 口頭發表、海報發表 

※錄取論文將於活動前公告於大會網站提供下載，活動當天不提供紙本論文集。 

 

【投稿時程】自 2018 年 6 月 19 日起至 2018 年 7 月 19 日中午 12:00 截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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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格式】 

 採摘要格式（含研究目的、研究材料與方法、研究結果、研究結論、關鍵字），以中文或

英文均可，內文以純文字為主，不接受圖檔及表格，以中文 1000 字（英文 2000 字元）

為限。 

 共同作者人數上限 7 人。 

 關鍵字上限 3 組（不列入字數計算）。 

【投稿方式】 

 一律採取線上投稿  http://thc2018.hatw.org.tw 

 著作人(任一並列作者)請於線上簽署【著作授權聲明】頁面，以完備投稿程序。 

 稿件一經錄取，均以原稿刊登，恕不再受理修改或抽換。 

【評分標準】 

 主題之創新性（30%） 

 研究方法之適切性（30%） 

 研究結果及推論之適當性（30%） 

 寫作結構（10%） 

【錄取通知】 

 將於 2018 年九月底於活動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以電子郵件告知投稿聯絡人稿件審查結

果及後續口頭或海報發表相關細節。 

 凡錄取者，每篇論文至少需有 1 名作者報名參加(惟一位作者以代表 2 篇論文為限)，並於

活動當日進行口頭發表或海報展示。 

【投稿問題洽詢窗口】 

洪毓婷小姐  電話：(02)2808-3300＃22 

董家琪小姐  電話：(02)2808-3300＃17 

吳心華小姐  電話：(02)2808-3300＃21 

何宛青小姐  電話：(02)2808-3300＃26 

 

【團體論文競賽】 

為推廣學術研究風氣，促進同儕標竿學習，展現機構卓越成果，並鼓勵所有參與投稿及獲獎

之機構，除錄取優秀之「口頭發表」及「海報展示」外，特辦理【團體論文競賽】，本獎項將

依據投稿及錄取結果（以第一作者之服務機構計算），除學校外，另將醫療機構劃分為「醫學

中心」、「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等三類，擇優頒發研究成效優良獎（獲最多論文錄取篇

數）及研究風氣優良獎（獲最多論文投稿篇數），並於大會公開頒獎表揚以資鼓勵。誠摯邀請

醫療院所/學校鼓勵全體同仁或師生，踴躍參與論文投稿。 

 

https://www.yoursaas.cc/websites/67253028703165607311/docs/agreemen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