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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629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聯絡人：施燕瑜

電話：27093600　分機　3162

Email：Z4047@tpech.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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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醫教字第10734669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聯合訓練合約書、聯合訓練計畫各院區窗口(XDAA10734669000-0-0.pdf、XDAA10

734669000-0-1.pdf)

主旨：檢送本院「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聯合訓練合約書及各

院區聯絡名單，敬請惠予公告並轉知各職類人員，請查照

。

說明：

一、本院一貫致力於增進教學研究質量，提升醫療品質、公共

衛生執行效能與落實聯合訓練機制。旨揭計畫包含中興、

仁愛、和平婦幼、忠孝、松德、陽明等六家院區，各具醫

療特色，能夠提供各式訓練項目並接受醫療院所薦送學員

至本院訓練。

二、各職類人員聯合訓練計畫書與聯合訓練合約書，公告於本

院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專區（http://service.tpech.g

ov.tw/library/proposal.htm），期提升整體醫療、教學

品質，並做為後續執行之參考。

正本：107聯合訓練公告群組

副本： 2018-07-11
15:01:1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合訓練合約書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為加強雙方

醫療、教學及醫事技術之合作交流，基於互惠原則與互助精神，經雙方同意，訂立聯合訓練

合約書（以下簡稱本合約）。 
 

壹、行政管理 

    甲、乙雙方行政作業完全獨立，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於涉及教學訓練合作關係時，得

就重要政策互相酌商協調，並視實際需要，聯合舉辦各種說明會、座談會、研討會或演

講。 
 

貮、教學訓練 

    一、薦送人員至對方機構接受相關訓練時，依對方機構規定之申請流程辦理。 

    二、雙方應聯合訓練合作業務之需要，必要時得互派人員組成「聯合訓練合作小組」，另

擬合作施行細則及其他有關業務細節之規定，並視業務之需要隨時召開討論會議進

行商議。 

    三、雙方得視聯合訓練合作需要，提供各自所有之部分醫療設施、儀器及圖書以為聯合

訓練之用，其設備之保養及管理由財產歸屬機構負責。 

    四、訓練期間權利與義務應遵守雙方機構工作規則，如有違反，對方得終止受訓人員之

訓練。若造成對方機構相關財產設備等損毀或遺失悉依對方機構「財產管理辦法」

辦理損害賠償。如因受訓人員不遵守約定而至對方機構權益受到損害時，受訓人員

願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五、受訓人員受訓期間倘若於對方醫院發生醫療糾紛時，送訓醫院應負責解決之。除因

歸責於對方醫院應付之責任外，均由送訓醫院負全責。 

    六、至對方機構受訓時，應按雙方醫院訂定之「收費標準」，於訓練結束前撥繳給對方。

未按時繳交者，經對方機構催繳，至下次繳款日仍未補繳者，則對方有權自下次起

終止訓練課程。本合約提前終止時，對方機構應按時間比例返還已收受之訓練費用。 

    七、訓練計畫之各項內容另訂「聯合訓練計畫書」，敘明受訓人員應完成之教育訓練、收

費標準，執行期程、考評項目等，「聯合訓練計畫書」視為本合約之一部份。 
 

參、爭端之解決 

    本合約如有任何糾紛或爭議，雙方應本諸誠實信用原則共商解決之道，如需以訴訟解決，

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肆、合約效期 

    本合約書自簽訂日起開始生效，有效期限為一年，雙方得於合約期滿前三個月先行檢討

得失，俾利決定是否續約。 

 

伍、合約提前終止 

    當事人之ㄧ方違反本合約約定或違反法令之行為者，經對方以書面通知其改正。逾一個

月仍未完全改善者，對方得以書面通知中止本合約。 

 

陸、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雙方協商修訂之。 

 
 

柒、本契約壹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方：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乙方： 

地址：10341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號     地址： 

電話：(02) 2555-3000             電話： 

院長：黃勝堅               院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職類 院區 聯絡人 電話 信箱

忠孝 黃美齡 (02)2786-1288#6700 B2016@tpech.gov.tw
仁愛 黃鶯滿 (02)2709-3600#1207 B1337@tpech.gov.tw
中興 楊式辰 (02)2552-3234#3260 B1713@tpech.gov.tw
陽明 陳淑暖 (02)2835-3456#5161 B1118@tpech.gov.tw
和平 (02)2388-9595#2515

婦幼 (02)2391-6471#1222

松德 簡瑩佩 (02)2726-3141#1607 B1553@tpech.gov.tw
院本部 葉馨智 (02)2726-3141#1159 A0563@tpech.gov.tw
中興 章伶祝 (02)2552-3234#3079 A0453@tpech.gov.tw
仁愛 趙瑩 (02)2709-3600#8151 A2462@tpech.gov.tw

和平婦幼 郭姵伶 (02)2388-9595#2021 A4599@tpech.gov.tw
忠孝 翁紹恩 (02)2786-1288#8700 Z2670@tpech.gov.tw
松德 許馨丰 (02)2726-3141#1159 A3886@tpech.gov.tw
陽明 陳佩君 (02)2835-3456#6123 A3266@tpech.gov.tw
中興 蔡佩芳 (02)2552-3234#3382 A0420@tpech.gov.tw
仁愛 許瑋真 (02)2709-3600#5140 A0055@tpech.gov.tw

和平婦幼 莊獻章 (02)2388-9595#8219 A0187@tpech.gov.tw
忠孝 蕭睿章 (02)2786-1288#8242 A4310@tpech.gov.tw
陽明 王嘉莉 (02)2835-3456#6366 A1167@tpech.gov.tw
中興 程勇清 (02)2552-3234#3186 A0402@tpech.gov.tw
仁愛 賴建成 (02)2709-3600#5151 A0085@tpech.gov.tw
和平 鄧婉竹 (02)2388-9595#3831 A3344@tpech.gov.tw
婦幼 楊靜如 (02)2391-6470#2008 A0800@tpech.gov.tw
忠孝 黃國恩 (02)2786-1288#8107 Z1658@tpech.gov.tw
陽明 賀志豪 (02)2835-3456#6180 A1124@tpech.gov.tw
松德 黃憶芬 (02)2726-3141#1220 A0939@tpech.gov.tw
林昆 許杏芬 (02)2591-6681#1227 A1571@tpech.gov.tw
中興 李宜庭 (02)2552-3234#3088 Z3397@tpech.gov.tw
仁愛 王貴霞 (02)2709-3600#5147 A0066@tpech.gov.tw
中興 高禎穗 (02)2552-3234#3190 A0326@tpech.gov.tw
仁愛 林宜蒨 (02)2709-3600#5126 A2555@tpech.gov.tw
忠孝 吳璧珊 (02)2786-1288#8025 A1401@tpech.gov.tw
中興 張德彥 (02)2552-3234#5556 A3512@tpech.gov.tw
仁愛 李君碩 (02)2709-3600#3113 A0019@tpech.gov.tw

和平婦幼 陳淑英 (02)2388-9595#8306 A0584@tpech.gov.tw
忠孝 羅鳳嬌 (02)2786-1288#8082 A1355@tpech.gov.tw
陽明 何美達 (02)2835-3456#6875 A1864@tpech.gov.tw

職能治療師 仁愛 謝佳芝 (02)2709-3600#3126 A0069@tpech.gov.tw
精神職能治療師 松德 黃旭章 (02)2726-3141#1002 A0899@tpech.gov.tw
呼吸治療師 仁愛 余文靖 (02)2709-3600#1211 A2867@tpech.gov.tw

陽明 徐盈真 (02)2835-3456#6362 A0935@tpech.gov.tw
仁愛 彭鍾伃 (02)2709-3600#5245 A0060@tpech.gov.tw
中興 湯素琴 (02)2555-3000#2853 A0873@tpech.gov.tw
松德 葉俞均 (02)2726-3141#1234 A2878@tpech.gov.tw
中興 趙  珊 (02)2552-3234#3050 A0308@tpech.gov.tw
仁愛 林宜芬 (02)2709-3600#8148 A1344@tpech.gov.tw

和平婦幼 藍玉芬 (02)2388-9595#2728 A2751@tpech.gov.tw
忠孝 陸美玲 (02)2786-1288#8005 A0396@tpech.gov.tw
陽明 杜秀容 (02)2835-3456#5138 A1546@tpech.gov.tw

臨床心理師

營養師

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放射診斷科

醫事放射師-放射治療科

醫事放射師-核子醫學科

物理治療師

藥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聯合訓練各類別聯絡窗口

護理師

陳筱瑋 B1194@tpech.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