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受文者：各醫療院所及本會全體會員

函

聯絡電話：02-87927929
傳真電話：02-87927948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325 號
聯絡人：劉芝昀、石芊沛
E-mail：ahqroc@gmail.com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9 日
發文字號：(111)醫品協字第 11100176 號
附件：活動程序表、報名事宜、報名表、提案單、交通路線指南、投稿辦法、著作權授權書、
投稿格式

主旨：本會訂於 111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假國防醫學院三樓致德堂舉辦「111 年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敬請踴躍參加。
說明：
一、 研討會主題：從疫病時期看臺灣醫療品質，詳見活動程序表(附件一)。
二、 有效會員可全程免費參加，非會員報名費每人新台幣 2 千元，111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報名並繳費，詳見報名事宜(附件二)、報名表(附件三)、
提案單(附件四)。
三、 全程與會者且填寫滿意度問卷可獲本會教育積分 10 學分；另，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護理師護士和專科護理師學
分)、臺灣醫務管理學會積分申請中。
（可申請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之學分認證）
四、 投稿截止日期至 111 年 7 月 1 日(週五)中午 12:00，錄取之論文每篇至少
應有一名作者報名參加活動，詳見投稿辦法(附件六)、著作權授權書(附
件七)、投稿格式(附件八)。
五、 本會隨時關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公眾集會指引，並配合相關政策
與措施，視疫情嚴重等級，活動可適時修正及調整成視訊辦理，大會有
任何更動(日期、議程及辦理方式等)隨即函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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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111 年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課程活動程序表

壹、 主辦單位：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貳、 合辦單位：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叁、活動時間：111 年 8 月 20 日(週六)
肆、活動地點：國防醫學院三樓致德堂【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時間
08:15~ 8:30

議程

08:30~08:35

理事長致詞

08:35~08:40

貴賓致詞

08:40~09:25

演講者
學員報到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鄭紹宇理事長
長官致詞

後疫情時代的臺灣醫療品質
及展望

劉越萍司長

主持人

秘書處
秘書處
鄭紹宇理事長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醫療品質策進會
鄭紹宇理事長
王拔群執行長

09:25~10:10 學 後疫情醫療品質新趨勢
術
10:10~10:20 論
休息/交流
亞東醫院院長
文
鄭紹宇理事長
10:20~11:05
疫情期間之醫療照護與品質
邱冠明院長
海
臺中榮民總醫院院長
報
鄭紹宇理事長
11:05~11:50
醫療在疫情時期的社會責任
陳適安院長
觀
11:50~12:20 摩
會員大會
主席：鄭紹宇理事長 莊旺川秘書長
12:20~13:00

午餐

13:00~16:00

論文口頭報告

16:00~16:30

頒獎時間
*本課程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得終止或變更本活動時間及地點等相關活動內容之權利。
※目前規定實體場，視疫情嚴重等級，活動可適時修正及調整成視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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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附件二

報名事宜
一、報名截止日期：111 年 8 月 10 日（三）
二、報名費:
身分 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學生會員
非會員
錄取大會論文發表
金額
免費
免費
免費 NTD2,000 元/1 人 NTD2,000 元/至少 1 人報名
※尚未繳交 109 年至 111 年度常年會費者，需於報名時補齊會費才算完成報名。
 本次活動 109 年至 111 年會費皆已繳交完成之會員可全程免費參與。
 本次活動有提供雲端講義及出席證明。
 若錄取大會論文發表，每篇至少應有一名作者報名參加活動，投稿者報
名費用皆為$2,000/人(可參與整天的活動)。
※錄取皆須繳費，未繳費視同放棄。
※第一作者(不包含通訊作者與其他作者在內)若有多篇論文錄取，不論
錄取篇數，只需繳交 1 次報名費用。
※若會員是唯一投稿者代表出席，仍須繳交論文發表費 2,000 元。
 為鼓勵作者參加，錄取論文中同篇作者第二名以上報名參加，非會員者
享有作者優惠價錢，每位費用為 1,000 元。
 繳費方式：合作金庫銀行(代號 006)國醫中心分行
戶名：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帳號：5137717008221
三、報名方式
1.線上報名
進入協會網站:
http://www.ahqroc.org.tw/

點選最新消息

點選「111 年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暨學術研討會」

點選報名表單
一般報名 https://www.ahqroc.org.tw/ClassDetail.aspx?sid=A-20220820
論文投稿 https://forms.gle/eXb5zqaUh1rv7jLLA
1、 依照指示填妥報名資料
2、 若無法提供匯款後 5 碼，請將匯款資料 mail 或傳真至協會

2.紙本方式報名

填寫
紙本報名表

傳真至(02)8792-7948

將將收據黏貼
報名表，一併

掃描成附加檔 Email：ahqro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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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報名表
※請以正楷字體填寫

111 年 8 月 20 日(週六) 「111 年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機構/部門/職稱

電話(手機)

E-mail

收據抬頭

會員資格
□會員，編號
□非會員

_

□會員，編號
□非會員

_

□會員，編號
□非會員

_

統一編號

□口報發表，文章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口報或海報發表
作者或代表出席的 □海報發表，文章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章題目
□一般參加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分機/手機

報名方式：
1.報名期限：
一般報名 111 年 8 月 10 日(三)截止

ATM 轉帳請填寫以下資料：

論文投稿 111 年 7 月 1 日(五)截止
2.網路線上報名
一般報名 https://www.ahqroc.org.tw/ClassDetail.aspx?sid=A-20220820；
論文投稿 https://forms.gle/eXb5zqaUh1rv7jLLA
或傳真至(02)8792-7948

電話：(02)8792-7929、傳真：(02)8792-7948、

E-mail：ahqroc@gmail.com
繳費收據將於簽退時發放
出席證明請於課後 5 日自行官網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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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人：
金額：
匯款日期：
匯款帳號後五碼：
~謝謝您~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附件四

「111 年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會議提案單
姓名

會員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Email：
提案：
案由：

說明：

擬辦：

提案紙部份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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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交通路線指南

 地點：國防醫學院三樓致德堂【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交通方式：三軍總醫院無提供免費停車位，且停車位數量較少，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開車：
※國道一號（中山高）→由中山高內湖交流道下→（左轉）成功路(約四個紅綠燈)→成功路二
段 325 號（三軍總醫院）→（右手邊）三軍總醫院大門→右轉進入停車場後，尚需步行 10~15
分鐘至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https://wwwndmc.ndmctsgh.edu.tw/unit/100001/917
1、 捷運轉公車
(1)至國防醫學院大門口（站名：國防醫學院）
項目
路線
到捷運對面(麥當勞那一邊)搭乘藍 36(捷運昆陽站→國防醫學院)
捷運南港線【昆陽站】
(上車站名：捷運昆陽站→下車站名：國防醫學院)
捷運內湖站 2 號出口左側(信託那一側)搭乘 617
捷運文湖線【內湖站】
(上車站名：捷運內湖站→下車站名：國防醫學院)
搭乘 645(往榮總)、紅 32(往台北橋)
捷運文湖線【葫洲站】
(上車站名：捷運葫洲站(康寧專校)→下車站名：國防醫學院)
捷運中山國小站或捷運民權東路站搭乘紅 32(往內湖)
捷運中和新蘆線
(上車站名：捷運中山國小站或捷運民權東路站→下車站名：國防醫學院)
【中山國小站、
捷運中山國小站或捷運民權東路站搭乘 617
民權東路站】
(上車站名：捷運中山國小站或捷運民權東路站→下車站名：國防醫學院)
(不在國防醫學中心下車，而是繞一圈的【國防醫學院】)
(2)至三軍總醫院（站名：三總內湖站）尚需步行 10~15 分鐘至國防醫學院 3 樓致德堂
項目
路線
到捷運對面(麥當勞那一邊)搭乘 284、藍 20
捷運南港線【昆陽站】
(上車站名：捷運昆陽站→下車站名：三總內湖站)
捷運內湖站 1 號出口右側搭乘 284、240
捷運文湖線【內湖站】
(上車站名：捷運內湖站→下車站名：三總內湖站)
捷運文德站 2 號出口左側 278、0 東
捷運文湖線【文德站】
(上車站名：捷運文德站(碧湖公園)→下車站名：三總內湖站)
2、 公車直達
駛至國醫中心（成功路二段）公車： 214、286、617（從新莊 出發未至院區內，回新莊時
有進入院區內）、630、652、小 3、棕 9、國光客運（基隆－石牌，基隆－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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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11 年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論文口頭報告及海報發表 投稿辦法
 與「從疫病時期看臺灣醫療品質」主題相關之原著、綜論、實務、方法、
理論及個案報告等研究論文，或具創意、啟發性之論文均可，敬請踴躍投
稿。
 投稿主題：投稿時請註明口頭報告或海報發表。
1. 病人安全：
1.1建置安全文化
1.2病人安全工作目標
1.3病人安全教育訓練課程

2. 醫療品質
3. 醫務管理
4. 全人照護
5. 健康照護資通訊應用
6. 高齡友善照護
7. 新興傳染病品質管制
 稿件格式﹕
一、按目的(Objective)、方法(Methods)、結果(Results)、結論(Conclusion)、
關鍵詞(keywords)之順序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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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元為限。
二、中文字型－標楷體；英文字型－Times New Roman。
三、請註明作者姓名、服務機關及單位、連絡電話和 e-mail。
 截稿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1 日(五)中午 12:00 截止
 投稿方式：
1. 先於網線上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eXb5zqaUh1rv7jLLA
2. 請將論文 Word 檔與【著作權授權書】掃描成 PDF 檔(著作人請一併簽
署)後 Mail 至協會信箱：ahqroc@gmail.com，並收到回覆確認信才完
成投稿作業。稿件一經錄取，均以原稿刊登於大會手冊，恕不再受理
修改或抽換。
 錄取通知：將於 111 年 7 月下旬以電子郵件個別通知投稿聯絡人審查結果
及後續口頭或海報發表相關細節，並將相關訊息公告於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網站。錄取之論文每篇至少應有一名作者報名參加活動，報名費用每人
NTD2,000 元(可參與整天的活動)。(報名與繳費方式同研討會報名事宜)
 主辦單位對於投稿者錄取口頭或海報發表選擇，保有最終決定權。
 獎勵措施：
1. 優秀口頭論文發表及優秀海報論文發表：為獎勵投稿者，將論文口頭報
告及海報發表，於活動當日現場評分後，按比例頒發優秀論文口頭報告
及優秀海報發表獎項，並舉辦頒獎典禮加以表揚。

2. 防疫特別獎(Covid-19 Best Paper Award)：為鼓勵於防疫中不忘投入學術
研究之投稿者，針對防疫相關投稿文章頒發此獎項，且不與優秀口頭論
文發表或優秀海報論文發表重複頒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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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111 年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著作權授權書
一、本人（等）申請投稿於「111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之題目：
『

』，

以□口頭報告 □海報發表方式呈現。
主要類別：第

類，次要類別：第

類（跨兩領域者填寫）

（ 類 別 ： 1.病 人 安 全 ； 2.醫 療 品 質 ； 3.醫 務 管 理 ； 4.全 人 照 護 ；
5.健康照護資通訊應用；6.高齡友善照護；7.傳染病品質管制）
二、著作人同意本授權為非專屬之無償授權，本篇著作為原創性著作，內容未侵犯他人之著作權，
保證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或損及學術倫理之事情，特此聲明。
三、著作人同意由臺灣醫療品質協會將所此篇文章刊登於此次研討會活動手冊中，以供與會者參
考。
四、著作人如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列簽署之著作人授權代表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
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五、已投稿之著作人不得更換；不得更換、刪除或新增其他共同著作人。
著作人授權代表: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授權書可至本會網站最新消息會員大會公告區 http://www.ahqroc.org.tw/下載，請以電腦打
字或黑、藍色筆填寫，並親筆簽名及蓋章後，將授權書掃描成影像檔或 PDF 檔後，mail 至
協會信箱：ahqroc@gmail.com，並收到電話確認後才完成投稿作業。
如有相關疑義，請洽秘書處，聯絡電話：(02)8792-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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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題目

主題：□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務管理
□全人照護□健康照護資通訊應
□高齡友善照護□傳染病品質管制
欲發表：□口頭□海報□皆可

作者
服務機構、單位

【目的】

【方法】

【結果】

【結論】

關鍵字：

稿件連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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