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號限

存

檔保

←

「（∕

臺北市立聯今醫院函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鄭川路l45號
聯絡人:邱信一

電話: 02﹣2555-3000﹟2076

電子郵件:M345﹫tpechgov.tw

受文者:仁愛醫療財圉法人台中仁愛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ll0年l0月l日
發文字號:北市醫文創字第ll0306l4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目
附件:議程vl－l份﹑投稿通知l份、全文投稿格式範本╴l份（ll0306l495-24-0.pdf、
裝

ll0306l495﹣24-l.pdf、 ll0306l495﹣24﹣2docx）

主旨 :修正「202l精資醫療國際高峰會-精實管理在健康照護的
軌跡、創新與未來」徵稿期限,敬邀貴機構派員報名參加
並請協助公告。
說明:
叮

一、因疫情影響,延長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徵稿期限, 自9月27
日延長至l0月3l日。

二、為持續提升各項服務與行政效能,導人創新管理之精神及
工具,推動精實管理,將能夠減少浪費﹑創造給客戶最大

線

務管理學會訂於202l年l2月3日舉行「202l精實醫療國際高

隱

的價值,提高顧客品質與加強滿意度,本院與合灣精實醫

峰會╴精實管理在健康照護的軌跡、創新與未來」 ,議程
如附件一.

主題包括:精實防疫、精實醫療﹑精實醫務管理﹑精實思
維、醫務品質改善、醫務流程改善﹑精益管理‧投稿發表

注意事項詳如投稿通知及全文投稿格式範本‧

第l頁,共2頁

毫

三、本次高峰會受理全文發表﹑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徵稿

四、報名方式及報名費用:

﹙一﹚線上報名,報名綢址詳見附件議程,繳交報名費用後,
~

方完成報名‧

（二﹚一般參加者（早鳥優惠﹚

: ＄l,500∕人（限l0月3l日前,

ll月l日起恢復原價＄2’000∕人﹚ ‧

（三﹚投犒發表者（海報發表﹚

: ＄500∕人（每篇限一位發表

者,需經審核通過,其餘以一般參加者收費﹚ ‧

（四﹚投稿發表者（口頭發表、全文發表﹚

:免費（每篇限一

裝

位發表者,需經審核通過,其餘以一般參加者收費﹚ ‧
（五﹚報名截止日為ll月25日 ‧

五、繳費方式:費用繳款單將依報名資訊以電子郵件寄送】請
依繳款單至超商、ATⅡ、網路銀行線上繳納費用‧

六、敬請協助公告並鼓勵所屬踴躍投稿,未盡事宜逕洽人文創
〒」

甘u

新害院邱先生（02）2555-3000分機2076﹑EⅢail :
M345﹫tpech.gov.tw,或洽張小姐（02﹚2555-3000分機

2064、EⅢail :A4699﹫tpechgov‧tw
正本: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

副本:睜聊罰
線

雪
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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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精實醫療國際高峰會
精實管理在健康照護的軌跡、創新與未來
The Pathway, Innovation and Future of
Lean Management In Healthcare
大會議程
 大會時間:

報名連結

202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09:00-16:40

（https://reurl.cc/pg0k9Z）

 大會地點:
線上會議

 指導單位: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主辦單位: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台灣精實醫務管理學會


協辦單位：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臺灣健康組織溝通與領導學會、全球華人健康識能學會



合作單位：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202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
Session 流程

Time 時間
08:00-09:00
09:00-09:15

Registration 報到
Opening Ceremony
開幕典禮

Greetings and Opening Remarks 與會貴賓合影

09:15-0920
Time 時間

Greetings and Opening Remarks
長官及貴賓致詞

Session 議題

Keynote
Session 1
09:20-10:25
專題演
講1

待定

待定

Speaker 主講者
Shier-Chieg Huang, Commissioner,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黃世傑局長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邀請中)
Gary S. Kaplan
Chairman and CEO of the Virginia
Mason Health System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維梅醫學中心

Moderator 引言人

Sheng-Jean Huang,
Superintendent, Taipei City
Hospital
黃勝堅總院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待定
10:25-10:35
待定

Keynote
Session 2
10:35-11:30
專題演
講2

待定

待定

11:30-13:00
Keynote
Session 3
13:00-14:00
專題演
14:00-15:00

待定

講3
Breakout Sessions1
精實案例分享 1

Michael D Boyer
Consultant
of Lean Healthcare
美國精實醫療界顧問
Coffee Break 茶點時間(精實影片)
Shaw-Yeu Jeng
President of Taiwan Healthcare
Quality Association
鄭紹宇理事長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Geoffrey Gui
Director of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總監
新加坡綜合醫院 組織規劃與績效
Hiromi Ando
Special Appointed VP of ASO Iizuka
Hospital
特別任命副院長
日本飯塚醫院
Lunch 午餐
蕭勝煌院長
蔡景耀院長
陳修聖院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邀請中)
徵選邀稿中

15:00-15:10
15:10-16:25

邀請中

邀請中

邀請中

Coffee Break 茶點時間(精實影片)
Breakout Sessions2
精實案例分享 2

Closing
16:25-16:40 閉幕會
議

待定

徵選邀稿中

邀請中

Jacob Chang, President of Taiwan
Lean Healthcar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張文信理事長
台灣精實醫務管理學會

Peter Lin
林政逸秘書長
台灣精實醫務管理學會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本活動之權利

2021 精實醫療國際高峰會--精實管理在健康照護的軌跡、創新與未來

投稿通知
一、主辦單位：臺北市立聯合醫院、臺灣精實醫務管理學會
二、會議時間：110 年 12 月 3 日（五）上午 9 點 00 分至 16 點 40 分。
三、會議地點：線上辦理
四、徵稿類型、主題、相關時程、發表方式：
徵稿類型

海報發表
（摘要審查）

口頭發表
（摘要審查）

全文發表
（全文審查）

徵稿主題

精實防疫、精實醫療、精實醫務管理、精實思維、醫務品質改善、醫務流程改善、
精益管理

相關時程

1、至以下投稿連結報名、選擇投稿類別
及進行投稿摘要（500 字內）。
2、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
3、審查結果通知（11 月 22 日）
4、正式發表（12 月 3 日）

https://reurl.cc/pg0k9Z

投稿連結

發表方式

1、至以下投稿連結報名、選擇投稿類別
及進行全文投稿。
2、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
3、審查結果通知（11 月 22 日）
4、正式發表（12 月 3 日）

高峰會當日於官方
網站上公開展示發
表

高峰會當日於線上
會議口頭發表

高峰會當日於官方網站上公開展示發
表，會後預計出版成冊，提供所有與會
者紙本檔案留存參閱。

五、投稿注意事項：
1、 文件資料不全或不符合資格者，不予受理。
2、 若發現有違反申請規定或學術倫理等情事，主辦單位得拒絕受理。
3、 投稿摘要若經審查通過，口頭、全文發表者免報名費（每篇限一位發表人），海報發表者
500 元/人（每篇限一位發表者）
。
4、 所有審查通過之全文、口頭及海報發表，均需有至少一位作者報名。
六、海報、口頭投稿格式：
1、 摘要：以結構書寫方式（500 字內），應包含以下項次（背景、目的、方法、結果、結論）
2、 口頭發表：PPT 簡報，格式不限。
3、 海報發表：寬 84.1 公分、高 118.9 公分（A0 尺寸），其餘格式不限。
七、全文發表投稿格式：
1、 經審核錄取之投稿論文全篇論文頁數需於 4-8 頁以內（以 5000 字為限）
，所有發表的論文
需具有原創性（之前未曾發表過或是目前正在審核中的論文）。
2、 論文格式詳如全文投稿格式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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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精實醫療國際高峰會論文全文投稿格式範本
作者一
服務單位
E-mail
作者二
服務單位
E-mail
摘要
本文舉例說明 2021 精實醫療國際高峰會論文投稿格式，供投稿人撰寫論文時參考。
已由本研討會評審接受的論文，煩請務必依照本格式進行編排，若無法依規定進行排版
者將不予刊登。論文來稿請附有中文及英文的摘要檔，包含論文名稱、作者姓名與相關
資訊、摘要、關鍵詞。摘要應包括研究問題，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發現，文長不超過
250 字。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並以 MS-Word 排版，圖表、參考文獻引用格式依 APA
格式規範。
關鍵詞：關鍵詞一、關鍵詞二、至多五項

壹、導論
一、研究背景
稿件請以 Microsoft Word for Windows 編輯。本次研討會採全文投稿，全文投稿以
A4 紙張 4-8 頁，5000 字為限。論文全文包含論文名稱、作者資訊、中文摘要、正文、
參考文獻、以及英文摘要(於文末)，並請不用編入頁碼。內文格式：中文採用標楷體，
英文採用 Times New Roman，內文皆為 12 點字型，單行間距，不需分欄。

（一） 研究問題
1. 假設
(1) ······
a. ······
(a) ······
………
2. 注釋
不論中英文，請附註於該頁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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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for 2021 International Lean Healthcare Summit (Asia)
Paper Submission
Author
Affiliation
Email
Author
Affiliation
Email
Abstract
This sample document provides the authors with instructions to prepare camera-ready
abstract to 2021 International Lean Healthcare Summit (Asia). The abstract should summarize
the contents of the paper within 250 words, written in English, A4 paper, single-spaced,
justified, with a font size of 12pt Times New Roman. In the first page, the title should be
written centered, in 16pt, boldface Times New Roman, initial capital letters and the authors’
names, affiliations, and e-mail addresses should be written centered, in 12pt, Times New
Roman. Please do not number the pages for your paper. The file should be in Windows
Microsoft Word format. The citation format of charts and references is based on the APA
format specification.
Keywords: Keyword 1, keyword 2, no more than five key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