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號限

存
襠保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匪I
池址: ll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l號
承辦人:何昊臻
奄話: l999（夕∣、縣市請撥02一27208889﹚轉
7l34

傅真: （02﹚2720-5382
砸子倌箱;aassdII】ay﹫heulth.gov.t﹨γ

受文者: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

題4﹙k文

收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ll0年4月l9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企字第ll030lll59號
速別:普通件

l0】l﹣Ⅱ﹣2∣

﹄占﹤

Ⅱ忍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艮:

附件: 「ll0042lSlllartCltytral〕sf0rIl】atlo「l inap0st﹣C0γ【Dw0rld議程」 l份
（l5ll4856l】030lll59 l川M『ACⅡlpdf）

主旨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辦理「智慧城市轉型﹠後疫lI青時代醫療
科技新思維（SⅢartC1tytral〕sforl∣lationiⅡapost-

C0ⅥDworld﹚」論壇活動,請貴機關轉知所屬人員踴躍參
3丁

與,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活動訂於ll0年4月2l日（三﹚上午9時至下午5時,假臺

北市政府第二行政中心ll樓國際會議廳（臺北市鸛華區艋胛
大道l0l號）辦理。
線

二、本次活動參與對象為衛生主管機關、防疫醫療專家、醫療
院所、執行檢疫所任務之醫院、科技防疫IT產業﹑社區防
疫等相關人員,議程女口附件’相關活動及報名資訊請至

https:∕∕sltesgooglecol﹜l∕view∕202lsIⅡtforulⅡ?
ccⅢS╴cS﹦l閱靈及報名。

三、請貴機關轉知所屬人員瑚躍參與,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文倉Il新書院張莉雯小姐,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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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02﹚2555﹣3000﹟2077。
lL木

︾Ⅱ』

令扛

薜

衛生祁利部醫事司、術生福利普∣嘖訊處﹑街生禍利部疾病管制署﹑術生福禾II鱟∣《國
民﹛i虹I!暮、衛生禍利部中央他康保險署﹑壹北市政府民政局、壹北市政府資汛
局﹑弗.∣↑北市政府術生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新北市政府資汛中心、牽中市政府
衛生／》 ﹑奎中市政府民政局﹑壹中市政府資訊中’c﹑壹南市政府衛生局﹑壺晌市
政府氏政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基
∣墜市術生局﹑基隆市政府民政處﹑花蓮縣衛生局﹑花蓮縣政府民政處﹑澎湖縣政
府衛生局、澎湖縣政府民政處、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政府民政處、新竹市
衛生／寸﹑新竹市政府民政處﹑ I勒投縣政府街生局﹑ I洵投縣政府民政處﹑彰化縣衛
生局、彰化縣政府氏政處、苗菜絲政府衛生綺﹑苗栗縣政府氏政處﹑全jk縣衛生
局﹑金柬縣政府氏政處﹑屏柬絲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氏政處﹑雲林縣衛生
局﹑喪林縣政府氏政處﹑長義縣術生局、嘉義縣政府民政處﹑新竹縣政府衛生
局﹑綁li竹縣政府氏政喔、桃閒市政府衛生局、桃囿市政府氏政局﹑桃園市政府資
訊科枚局﹑宜關縣政府.衛生局﹑立關縣政府氏政處﹑金門縣術生局、金門縣政府
民政處、連江縣衛生福利局、國立鞏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輔
仁大學﹑義守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慈濟學校財圍法人慈濟大學﹑臺北醫學大
學、 i∣,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開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
成功大學﹑國立t∣J典大學﹑國立陽明交迥大學﹑圍立中央大學、國立!∣,山大學﹑
國立i∣’正大學﹑國立彰化師純大學﹑國立全北大學﹑國立鶉狼大學﹑圓立高雄大
學、圃立jk華大犖﹑國立暨i紫】國際大學﹑圍立壹柬大學﹑囤立聯今大學﹑國立屏
求大學﹑國立壘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束科技大學﹑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圍立壘北護理健糜大學﹑國
立壘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曼柬專科學校、
束海大學﹑輔仁大學﹑求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學校財圍法人淡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錚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 【lJ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
學﹑大葉大學、栽守大學﹑世新大學﹑紕傅大學、齋踐大學﹑齋踐大學﹑ l啼﹞華大
學﹑立理大學﹑長榮大學、開南大學﹑康寧學校財圍法人康寧大學、朝陽科技大
學﹑ 「《﹚鞏學校財闆法人昀憂科技大學﹑崑山科枝大學、嘉藥學校財園法人嘉南藥
理大4｝l ﹑樹德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 !呵斯學校財圓法人明新
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健行學校財圍法人他行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圓法人
正修科技大學、蕊能學校財圍法人萵能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嶺柬科技大

學﹑ 『Iy國科技大學、中量科枝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緩

光宇孿校財闆法人允培醫事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中華學校財朋法人中
華科技大學、廢亞學校財朋法人育達科枝大學﹑美和學校財囤法人美矛l】料技大
學﹑修平學校財朋法人修乎科技大學、城市學校財圍法人曼北城市科枚大學﹑醒
吾學校l!才囤法人醒吾科.技大學、箠夏學校財圍法人華夏科枝大學、慈濟學校｝!才團
法人悠濟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囤法人致理科技大學﹑亞東技術學I院﹑樹人醫護
管理菲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佛教慈濟醫療財圍法人台北慈濟醫I完﹑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衛生福利部八
里療恭院、國立壁灣大學醫學院咐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
院、圃立陽明交迦大學附設醫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三
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氏服診療肌務處﹑鞏北
榮民總醫院﹑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圍法人臺安醫院﹑國泰醫療財圍法人國泰
綜合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圍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台潛基督長老教
會’島偕醫療財圍法人蹋偕兒童醫I克﹑新光醫療財園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振
興醫療財悶法人振興醫院、醫療財圉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倌治癌中心醫院、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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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

醫癡財圍法人璀∣隆長庚紀念醫I兜﹑醫療財闆法人徐尢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釆紀念
醫∣完、行犬官禮療志業醫瘀財圍法人恩主公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刖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駱院﹑國恭駱療財圍法人汐止國泰綜今醫院﹑夭主教糾莘醫
療I!才圍法人耕莘醫∣兜﹑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圍法人羅柬聖母醫院﹑臺北駱學大學
附沘醫I兇﹑暈北市立萵芳醫I兜-姿託財圈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衛生禍禾Il罟l!雙
和醫院（姿託壘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醫療財圍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束坪愛骼
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衛生福利各∣﹛桃園療養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國立
壘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覺大分院﹑國單桃囿總醫院﹑臺北榮民總體院桃園
分∣完、天成醫療社曲法人天風醫院﹑長庚醫療財困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兇、台灣:

裝

基;條長老教會馬偕醫療l!才囤法人新竹’陶偕紀念醫院﹑沙關德聖保祿修女令醫赧財
刖法人聖保祿播∣兜、 .長庚醫療財囤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財圍法人為恭紀念醫
院.敏盛綜合醫l兜、 」l﹩刪國I祭」i﹩l!兒﹑來允綜合醫院﹑術生福利部奎中醫倪﹑術生
祁﹥l;Il各I﹙豐原醫∣兒﹑衛生福利部彰化醫I睫﹑術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國軍矗中總醫
院lγ寸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壘中榮氏總醫院﹑林新醫療社圍法人林新醫院﹑李綿合
醫療社圍法人大甲李綜今醫院﹑光田醫療社圍法人光田綜合醫院、童綜令醫疚社
圍法人童綜今醫I兒﹑秀傅醫療社圍法人秀傅紀念醫∣兜、佛教慈濟醫療財﹠∣法∕↘台
中慈濟醫院﹑仁愛醫療財囤法人大里仁愛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圓法人彰1匕基
督教醫院﹑彰化濫督教醫療財I剽法人彰化痣督教兒童醫院﹑秀傳醫療財凹法∕↘彰

濱秀傳紀念醫院、埔基醫療財∣蚓法人ji∣i里基督教醫l兜﹑中國醫藥大學兄童醫院﹑
【∣J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劉醫藥大學l忖設醫院﹑澄清綜合醫院、澄清綜合嘴院
中巷分l兜、衛生福利部壘l﹟j醫Il鬼﹑衛生禍利部嘉l佝療泰院、台南市立醫院﹑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l完∣γ寸設醫∣完、國立壘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臺中榮氏總
醫∣i兒嘉義分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樅醫療財圍法人麻豆新樓醫院﹑台灣基杼長
老教會新桃醫療財圍法人台l拘新桃醫院、奇美醫瘀財圍法人佳里奇美醫眨、 了∣i德
汀

塗
線

森體療財剛法人岳義基督教騷I!兒、夭主教【l』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囤法人大主教聖
』賜悶定醫院、犬主教若墨醫捺財闆法人若瑟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l才團法人突林
基督教醫院﹑ .長庚醫瘢l∣州I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圓法人太林
您蘚醫院﹑奇美駱燎財叫法人柳營奇美醫I完、奇美醫療財圍法人奇美醫院﹑佛教
超濟醫療財圍法人大林蠡濟醫I兜﹑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郭綜令醫院﹑國
仁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姿託財圍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
學Iγ寸設中禾U紀念醫院經營﹚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術生福禾lI部屏柬醫l亮﹑國車高
雄總醫I兜左營分I兜附設氏眾診療服務處﹑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氏眾診療服務蜓﹑
高雄榮l《總醫l兒、阮綜令醫擁社囤法人阮綜令醫院﹑寶建醫療社陘l法人﹝丫淫塒
院﹑安泰醫療社圈法人安泰醫∣兜﹑高雄7I丁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圍法人私立高﹟﹜l嗇

學大學經營﹚ 、長庚醫療財陘I法人高雄長灰紀念醫院、義大醫療財廄I法人義大醫
院﹑屏基醫療ll才凹法人屝來基猙教醫院﹑財圍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l!完、﹟i∣i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財陛l法∕﹑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丈您’罌醫
院、國單花運總醫l兜附設氏眾診療服務處、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鼴濟礬
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圍法人門諾體∣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翳燎財圍
法人台柬‘喝偕紀念醫l兜﹑國立蹙潸大學醫學∣兜附設醫l兜北護分院﹑ ’緊北7仃立∣」﹩l渡
醫il鬼-姿託盪北榮氏總醫院經營﹑ iI』山醫瘢社曲法∕﹑中山醫l兜﹑ L∣』‘C診所醫痊l∣才
圓法人中!c綜令醫l兜﹑宏’恩醫療財傻I法人宏‘駐綜令醫院、康寧醫療財圍法人雁寧
醫l完、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l兇壘北分l兜﹑財阻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l兜附設仁
濟醫ll兒﹑ I司仁I﹛兒醫療財I唧法人i』;華醫l陡﹑ ↑!﹟仁綜令醫I兕﹑培靈醫l兜﹑秀俾翳院﹑
協和婦女播院、泰安醫∣免、茲∣﹛吹懵∣兜（姿:.E1』英醫擁社圍法人經營） ﹑西匝l醫療社
圓法人西園醫ll充、紫美醫院﹑台北市‘奄腦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醫師公兮全國
聯今會、台北T「醫師公會、財闆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閔法人工業技術’6﹜I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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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轉型&後疫情時代醫療科技新思維
Smart City transformation in a post-COVID world
日期：110 年 4 月 21 日(三)上午 9 點 30 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第二行政中心國際會議廳(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11 樓)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時間

項目

09:00~09:30

單位
報到

09:30~09:35 活動開始

開幕 (防疫周年紀念影片)
1. 衛生福利部石崇良常務次長

09:35~09:50 貴賓致詞

2. 臺北市政府黃珊珊副市長
3. 臺北市衛生局黃世傑局長

09:50~10:10 專題演講一
新常態·新台北
10:10~10:30 專題演講二
Good Clinical Governance
During COVID-19 Crisis and
Beyond
10:30~10:40

臺北市政府 黃珊珊副市長

台大醫療體系管理發展中心
洪冠予副主任

茶點時間(影片:社區防疫守護神、北市檢疫所暨防疫旅館 SOP)

10:40~11:00 專題演講三
正視醫療照護體系感染管制之改
革：COVID19 全球疫情下之省思
11:00~11:20 專題演講四
中央地方攜手防疫
11:20~11:40 專題演講五
Post-COVID-19 pandemic:
Digital health trendbarometer
& AI-driven decision
11:40~12:00 專題演講六
從科技防疫談智慧醫療發展

三軍總醫院 張峰義副院長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徐永年院長

國際認知行為暨 AI 數據中心
趙玉萍(Dyna)博士

衛生福利部 石崇良常務次長

12:00~13:30
議題

午餐
A.創新服務

B.數位科技轉型

大疫情下的角落小夥伴

建構安全可靠的健康醫療資訊交換環境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衛福部資訊處

林紹雯副院長

龐一鳴處長

起風了!隨 COVID19 疫情成長的

從精神科居家檢疫─臺北市關愛檢疫所:

北榮新竹分院

談精神專科醫院醫療科技應用與思維

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彭家勛院長

楊添圍院區院長

創新科技全人照護

後疫情時代的數位整合健康服務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蔡衣帆主任

劉建良主任

防疫幕後創新思維大公開

智慧台北－數位轉型與治理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管科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陳秋芳技正

李鎮宇主任

時間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休息時間(影片:社區防疫守護神、北市檢疫所暨防疫旅館 SOP)
居家檢疫與社區防疫

COVID-19 AI Dashboard: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數據為依據的即時決策

吳坤宏副局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黃遵誠副總院長

15:30~15:50

15:50~16:10

安心、溫馨、貼心服務─我的半月家人

後疫情時代的檢測新趨勢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金鴻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由亮副總幹事

廖建發董事長

視訊診療&藥事服務

AI 智能防疫的預測與新興應用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振業資訊有限公司

詹尚易醫務秘書

羅振忠總經理

COVID-19 AI Dashboard:

16:10~16:30

數據為依據的即時決策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黃遵誠副總院長

防疫智能雲在佈署中的風險與挑戰
中國文化大學數位科技中心主任
陳仁偉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