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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峽兩岸檢驗醫學論壇 
Cross-strait Laboratory Medicine Symposium in 2015 

主題：社區健康照護與雲端服務趨勢 

第一天議程 

時間/日期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2：50-13：30                  報   到 

13：30-13：50                        開幕式 

 
主持人：謝銘松 博士        羅東博愛醫院檢驗科 主任 

                               中臺醫事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13：50-14：40 
題目：全人健康管理與預防保健服務雲端化 

講師：邱淑媞  博士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署長 

14：40-15：30 

題目：醫養結合在醫療訊息與社區養老的海量數據分析與應用 

講師：韓紅星 博士  大陸解放軍空軍總醫院血液科 主任醫師 

                     大陸解放軍空軍總醫院醫務處 主任 

15：30-15：50                        BREAK 

 
主持人：范紀鎮 理事長    臺北馬偕紀念醫院生理科 主任 

                         元培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15：50-16：40 

題目：從智慧健康生活到行動安全照護 

講師：林宜隆 教授  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健康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16：40-17:30 

題目：大陸老人社區與機構的遠距照護體系現況與未來 

講師：尹良紅 博士  廣東省暨南大學碩博士生導師 

                   廣東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   

17:30 學員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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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海峽兩岸檢驗醫學論壇 
Cross-strait Laboratory Medicine Symposium in 2015 

主題：社區健康照護與雲端服務趨勢 

第二天議程 

時間/日期 201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 

08：00-08：30 報   到 

 主持人：吳憲政  理事長        台南縣醫事檢驗師公會 

08：30-09：20 
題目：老人長期照護機構與群聚照護環境的管染管制 
講師：王任賢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科 

09：20-10：10 
題目：雲端健康照護與智慧管理趨勢 
講師：林佳憓  營運長     順天醫療社團法人董事   

10：10-11：00 
題目：臺灣醫療資訊雲端的規劃與優點 

講師：蔡淑鈴 博士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副署長 

11：00-11：20 BREAK 

11：20-12：10 
題目：談個資法與醫療雲端服務的規範 
講師：周道君 簡任視察    衛生福利部 

12：10-13：00 LUNCH 

 主持人：許宏彰 理事長         大台中醫事檢驗師公會 

13：00-13：50 

題目：如何培育優秀的長期照護人才 

講師：林四海 博士        衛生福利部 前主任秘書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資源中心主任 

13：50-14：40 
題目：社區健康照護與老人保護 
講師：林維言 副司長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14：40-15：00 BREAK 

 主持人： 蘭光坪 博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副教授 

15：00-15：20 
題目：職能治療師在遠距健康照護服務新思維 
講師： 張自強 博士       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15：20-15：40 
題目：談營養雲的建構與健康照護服務模式 
講師：蔡玲貞  主任       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15：40-16：00 
題目：物理治療師在遠距健康照護服務新思維 
講師：楊政峯  博士       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16：00-16：20 
題目：長照藥師扮演之角色與雲端藥歷的優點 
講師：李蜀平 理事長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16：20-16：40 
題目：檢驗雲端大數據運用於慢性病患者的健康促進 
講師：呂振富 主任       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 

16：40-17：30 綜合討論 

17:30 大會閉幕/學員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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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峽兩岸檢驗醫學論壇     報名須知 

        Cross-strait Laboratory Medicine Symposium in 2015     (附件 2) 

                『主題：社區健康照護與雲端服務趨勢』 

一、時    間：2015年 10月 17日(星期六) 1：30 pm ~10月 18日(星期日) 5:30 pm 

二、地    點：臺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大樓二樓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號 

三、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四、主辦單位：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 

五、協辦單位：醫檢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物理治療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睡眠醫學檢驗學會、台灣臨床生理技術學會、台灣病理技術學會、台南縣醫檢 

              師公會、南投縣醫檢師公會、彰化縣醫檢師公會、高雄市大高雄醫檢師公會、台中 

              市大台中醫檢師公會、苗栗縣醫檢師公會、澎湖縣醫檢師公會、雲林縣醫檢師公會、 

              台北市醫檢師公會、高雄市醫檢師公會、宜蘭縣醫檢師公會、新北市醫檢師公會、 

              桃園市醫檢師公會、嘉義市醫檢師公會、台東縣醫檢師公會、花蓮縣醫檢師公會、 

              屏東縣醫檢師公會、嘉義縣醫檢師公會、新竹市醫檢師公會、基隆市醫檢師公會、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兢威有限公司、佳葳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健康檢驗網、中華健康產業發展協會、臺中榮民總醫院 

             

六、學分認證：醫檢、護理、助產、營養、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等預計 12~24學分 (以實際核 

              定學分數為準)，含感控學分、兩性學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七、報名日期： 08月 20日～10月 06日為預約報名(郵政劃撥日期為準)  

10月 07日(含)以後視為現場報名(一律採 e-mail報名 or傳真報名方式辦理)。 

八、報名方式：(請勿重覆報名) 

1.預約報名：請務必事先『完成劃撥手續』後，再依下列方式報名： 

a. 網路報名：網址：http://www.tmla.org.tw，請記得填具『劃撥收據單號』。 

                 ※ 2 人以上集體報名(劃撥)時，請點選報名表右上方之集體報名(劃撥)。 

   b. e-mail報名：劃撥收據電子檔及填妥報名表後，寄至 office@tmla.org.tw 

c. 傳真報名；粘貼劃撥收據及填妥報名表後，FAX：04-7385205  (來電確認) 

    2、現場報名（學生憑學生證現場報名即可） 

九、報名費用：（含 10/18午餐、紀念品） 

     1、預約報名 900元 

     2、現場報名 1500元 

     3、學生憑學生證現場報名免費(不含在職生)，索取講義、學分證明者酌收 200元工本費。 

十、研討會報到流程及參加學員名單(含報到序號)將於 10月 12日陸續於網站公告，請上網查詢。 

      網址：http://www.tmla.org.tw 

      會後 2015年 10月 26日學分將上傳至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請參加學員於 11 

月 06日前至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積分管理系統 http：//cec.mohw.gov.tw查詢個人學分是 

否登錄成功，如有問題請於 11月 06日前，洽詢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 

十一、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 08月 01日至 09月 14日止 

十二、報名費請利用郵局劃撥 帳號： 22660238      戶名：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 

                     電話：04-7387249     傳真：04-7385205 

 

http://www.tmla.org.tw/
mailto:填妥報名表後mail至tns.mt1952@msa.hinet.net
mailto:填妥報名表後mail至tns.mt1952@msa.hinet.net
http://www.tmla.org.tw/


2015 海峽兩岸檢驗醫學論壇       

               Cross-strait Laboratory Medicine Symposium in 2015    (附件 2-1) 

       『主題：社區健康照護與雲端服務趨勢』 專用報名表 

請勾選證照類別：□醫檢師(生) □護理師(士) □助產師(士)□營養師 

                □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其他 
 
姓    名 身份字號 所屬公會 服 務 單 位 電話/分機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總計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元整  

聯絡人姓名(必填)  服務單位(必填)  

聯絡電話(必填)  E-mail   

 

＊報名表填寫請務必字跡清晰！以便學分登錄。 

＊同單位請儘量一起報名，並一起劃撥報名費用。 

帳號：22660238       戶名：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   

-------------------------------貼劃撥收據處-------------------------------------- 

 

 

 

 

 

 

 

 

 

 

     

報名傳真：04-7385205 (傳真者請來電 04-7387249確認)           

＊請儘量利用網路報名，網址：http://www.tmla.org.tw 

＊或報名表 mail至 office@tmla.org.tw 

 

http://www.tmla.org.tw/
mailto:＊或報名表mail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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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海峽兩岸檢驗醫學論壇   投稿須知 

Cross-strait Laboratory Medicine Symposium in 2015 

           主題：社區健康照護與雲端服務趨勢         (附件 1) 

                                                     
一、時間：2015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六) 1:30 pm 至 10 月 18 日 (星期日) 5:30 pm 
二、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大樓二樓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號 
三、宗旨：促進國際及海峽兩岸醫學相關業界之學術發展，讓醫檢與生技界不同專業相關領域之產、

官、學、檢的人才與資源，有交流與整合的平台，歡迎相關醫、護及科學領域之原著論文

發表，投稿論文分為五個主要組別【A 組-血液、血庫、鏡檢；B 組-細菌、黴菌、微生物、

感控；C 組-生化、分子診斷；D 組-血清免疫、病毒；E 組-健康照護、健康管理、實驗室

管理、其他…】。 
四、投稿方式：一律以線上投稿（請確定無電腦病毒）。請直接上傳至『2015 海峽兩岸檢驗醫學論壇

稿件』申請；檔名設定為自己的中文名字（名字前並註明所選定之論文組別），有多篇者則請於

名字後編號，並請注意是否收到本會之回覆。(投稿步驟請參閱：論文投稿方式說明)。 
五、請依照以下之規定格式打字編排： 

1. 文稿撰寫：文章請以 A4 規格紙張撰寫，上邊界 3.5 公分、下邊界 2.5 公分、左邊界 3 公分、

右邊界 3 公分。 
2. 字體規格：以 12 號字體大小繕寫，中文字型請用標楷體，英文字型請用 Times New Roman；

段與段間不空行，原稿內文、表格應設定為 1.5 倍行高。 
3. 稿件內容應包括：題目、作者全名、服務機關及單位。中英文並書，排列方式先以中文題目、

作者姓名、服務機關名稱，而後為英文題目、作者姓名（姓在前，名在後）及服務機關名稱

（排列方式請見範例）。 
4. 題目請置中編排。作者下方緊接機關名稱，請用全名。 
5. 若為發表者，請於作者下方劃一黑線標示。 
6. 打字前請參考範例；來稿請自行仔細校對，勿寄稿後再行修正。 
7. 每篇摘要字數請維持在一頁 A4 之內。如超出一頁則退回稿件，請作者於修正後再上傳接受

審稿。 
六、論文摘要內容中文、英文皆可，但題目、作者姓名、服務機關及單位，必須中英文並書。 
七、請務必於頁尾註明論文組別（參閱第三點）、聯絡人中文名、聯絡電話及 E-mail address。”投稿

種類”項中勾選”海報論文”。 
八、投、截(修)稿日期：2015 年 08 月 01 日起接受稿件，至 2015 年 09 月 14 日截(修)稿。 
九、論文編號、時間及發表方式，將於 2015 年 09 月 22 日公佈於「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網頁最

新消息。 
十、審稿：所有來稿於本會收到時，將經過編委會聘請委員審查。稿件通過審查程序將以電子信箱通

知聯絡人；或至本會網頁查詢（https//:www.tmla.org.tw）。參與本會論文發表作者，至少有一位

需註冊參加研討會，否則將喪失其相關資格。 

十一、洽詢電話：(04) 7387249  翁小姐                e-mail：office@tml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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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範例  Sample Abstract 
 
 
 
 
 
 
 
 
 
 
 
 
 
 
 
 
 
※註 1：姓名加底線者為講演者。 
※註 2：論文題目及作者部分，中英文皆須註明。 
※註 3：摘要內容可使用中文或英文。 
 

壁報論文（Poster）製作及報告之注意事項 
 

壁報論文展示於 2015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12 點 30 分起至 2015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4 點 30 分止，請各

壁報負責人於 10 月 17 日下午 12 點 30 分釘掛論文，10 月 18 日下午 4 點後拆除論文。 

 

※參與本會論文發表作者，至少有一位需註冊參加研討會，否則將喪失其錄取資格。 

 
 
壁報論文 140 公分高，90 公分寬。本會統一釘掛壁報論文號碼。 
製作方式請參考下圖： 
1.壁報開頭請標示論文題目、作者姓名及單位。 
2.論文之圖表文字等大小以一公尺距離可清晰閱讀為原則。 
3.論文內容中、英文皆可。 
 

 

 

 

中文題目名稱 
 

姓名 1, 姓名 2, 姓名 1、、、 

單位科別 1, 單位科別 2, 、、台灣 
 

英文題目名稱 
 

英文姓名 1, 英文姓名 1, 英文姓名 2、、、 

英文單位科別 1, 英文單位科別 2, 、、、Taiwan 

 
    摘要（中文標楷體或英文 Times New Roman 字體，12 號字體大小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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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編排方式參考圖 

 

 

 

 

 

 

 

 

 

 

 

 

 

 

 

 

 

 

 

 

 

 

 

 

 

 

 

 

 

 

DEVELOPMENT OF XX TESTING FOR XX 
○ ○醫院檢驗部 1 
○ ○醫院護理部 2 

 
陶大偉 1、張中燕 2、孫小毛 1 

INTRODUCTION 
XXX XXXX XXX 

METHOD and MATERIAL 

TABLE 1 

FIG. 1 

FIG. 2 

90 cm（寬） 

140cm（高） 
文字說明宜用大
於 1 cm 字體 

標題、作者單位及姓名宜用
大於 2.5cm 字體 

RESULT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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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 論文投稿流程說明 
 
↓進入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網站(http://www.tmla.org.tw)。 
↓點選網頁右上側之<論文投稿>。 
↓點選網頁中間之<論文投稿>。 
↓於論文投稿同意書頁面勾選<同意以上事項>後按下<確定送出>按鈕。 
↓確認作者資料，如果是舊作者，請輸入帳號及密碼，如果是新作者，請輸入基本資料，表單上有 2 
顆按鈕可以切換登入表單<我要登入>及新註冊表單<我是新作者> (*為必填欄位，請務必填寫正 
確)。 

↓開始進行投稿： 
1.<投稿作者>由系統自動帶出。 
2.選擇<論文主題>，說明會由系統自動帶出。 
3.選擇<稿件類別>。 
4.選擇<投稿種類>。 
5.填寫<投稿標題>。 
6.填寫<投稿摘要>，(*換行請按 Enter)。 
7.填寫<關鍵字>。 
8.上傳稿件檔(格式依據論文投稿須知規定)，只接受上傳稿件檔為 doc 或 pdf 或 xls 檔。 
9.按下<完成送出>，即完成論文投稿作業 
10.可點選網頁中間之<論文集>來查詢論文投稿審查進度。 

 

 

 

 

 

 

 

 

 

 

 

https://www.tml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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