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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函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7 日 

發文字號：(107)醫品協字第 10700246 號 

附件：活動程序表、交通路線指南、報名表 

受文者：各醫療院所及本會全體會員 

主旨：敬邀台端參加本協會舉辦之「問卷設計與實務應用」課程，歡迎各醫療

相關人員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 本協會訂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18 日(週二)假臺中榮民總醫院，舉行「問

卷設計與實務應用」課程，敬請各醫療相關人員踴躍參加。 

二、 全程參與本研討會之學員，可獲得本協會教育積分 7.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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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中華民國醫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護理師護士學分)、臺灣醫務管理

學會積分申請中。 

三、 為便於秘書處前置作業安排，請於 107 年 12 月 11 日(週二)前報名。 

四、 前 20 名完成報名(繳費完成才算報名完成)者可免費獲得協會出版書籍 1

本(人會出錯、跨越品質的鴻溝、最新病歷紀錄指引(舊版)三本書籍自由

選擇一本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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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楠 

E-mail：ahqroc@gmail.com 

 

mailto:ahqro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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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方式(詳細內容請參閱 p7): 

※請繳費後再繳交報名表，未繳費則報名無效。 

※不預先保留名額。 

(1) 線上報名: 請於匯款後填寫下方網址之報名資料。 

https://goo.gl/forms/Vj5TxADSxXfo3SWn2 

(2) 紙本報名:填寫紙本報名表報名，再將報名表與匯款資訊傳真至

協會秘書處或 mail 報名。 

(如報名人數較多請以線上表單報名) 

六、 匯款方式: 

 

 

 

 

七、 聯絡人：李南楠 小姐 

電子郵件：ahqroc@gmail.com  

電話：(02)8792-7929       

傳真：(02)8792-7948 

 

  

 

戶名：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合作金庫銀行(006) 

國醫中心分行 

帳號：5137717008221 

mailto:ahqro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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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問卷設計與實務應用議程 

主辦單位：臺灣醫療品質協會、臺中榮民總醫院 

時間：107 年 12 月 18 日（週二）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 第二會議室 

【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課 程 表 

時  間 
使用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 講 人 

08:30~08:50 20 分鐘 學員報到 

08:50~09:00 10 分鐘 致歡迎詞 長官致詞 

09:00~09:30 30 分鐘 
Patient voice and patient exerience 

bundle survey 

臺中榮民總醫院 

吳杰亮主任 

09:30~11:00 90 分鐘 問卷設計原理與原則 
中臺科技大學 

葉德豐副教授 

11:00~11:10 10 分鐘 茶敘時間 

11:10~12:00 50 分鐘 問卷分析方法 
中臺科技大學 

葉德豐副教授 

12:00~13:00 60 分鐘 午餐時間 

13:00~14:30 90 分鐘 問卷表格的設計及信效度分析 
東海大學餐旅管理系 

李貴宜主任 

14:30~14:40 10 分鐘 茶敘時間 

14:40~15:10 30 分鐘 
住院病人之疼痛經驗調查之 

執行與分享-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品質管理中心 

洪逸倫專員 

15:10~15:40 30 分鐘 品質管理問卷應用經驗分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黃珊高專 

*本課程若有異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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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報名課程相關事宜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 第二會議室 

【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時間：107 年 12 月 18 日(二)AM 08:30 ~PM15:40 

 報名截止日期：107 年 12 月 11 日(二)，人數未達標準，將延期舉辦。

此場次前 20 名完成報名者(繳費完成才算報名完成)可免費獲得協會出

版書籍 1 本(人會出錯、跨越品質的鴻溝、最新病歷紀錄指引三本書籍

自由選擇一本贈送)。 

 雲端講義：為響應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此次研討會不提供紙本

講義，請於課程當天掃瞄 QR Code 下載講義 PDF 檔案，謝謝您！ 

 收費標準：（包含雲端講義、午餐、點心及出席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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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繳交 104 年至 107 年常年會費者以非會員標準收費。 

報名費用 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 學生會員 非會員 

107/10/17~107/12/11 1,800/人 1,800/人 1,000/人 2,000/人 

 

 因場地人數有限，請盡早報名。可使用團體會員費用之人數依各家醫

院團體會員代表人數限定，若有超額報名請先洽詢協會人員，確認後

再行匯款。 

 退費標準: 

 若無法更換學員名單欲辦理退費，活動前 7 日(含)辦理退費酌收手

續費 100 元/人；活動前 1-6 日，扣除手續費 200 元/人。 

 為顧及學員之權益，若已報名之學員活動前無法參加課程，最晚請

於活動前一天中午 12 點前來電告知並更換參與人員姓名(不再退

費)。 

 如為重複或溢繳費用，則需扣除 100 元/人行政處理費。 

 當天無故缺席者視為自動棄權，恕不退費、不登錄學分、不受理他

人代領、不另補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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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 

 

 

 

 

 

 

 

 

國道一號(中山高) ==>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１２號省道(臺灣大道)-->臺中榮總 

國道三號(中二高) ==>龍井交流道下(往台中方向)--> １２號省道(臺灣大道)-->臺中榮總 

※院內無提供免費停車位，且停車位數量較少，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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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搭火車或公共汽車到臺中榮總： 

1. 台中火車站下車: 

(1)至建國路(火車站前)搭巨業客運往海線，【大甲-鹿寮-台中】、

【清水-梧棲-台中】。 

(2)台中客運60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88號【新民高中-沙鹿】、

106號【台中車站-監理所】及 147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2. 沙鹿火車站下車可搭巨業客運往台中市區的公車，【大甲-鹿寮-

台中】、【清水-梧棲-台中】。 

3. 公共汽車：在豐原、東勢可搭豐原客運 63 號【豐原－逢甲大學

－臺中榮總】。 

 臺中榮民總醫院交通指南： 

http://www.vghtc.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52721&ctNode=258&mp=1 

 

  

http://www.g-bus.com.tw/
http://www.g-bus.com.tw/geya/routefile/305.jpg
http://www.g-bus.com.tw/geya/routefile/306.jpg
http://60.249.10.173/1.php
http://60.249.10.173/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60
http://60.249.10.173/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88
http://60.249.10.173/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106
http://60.249.10.173/image/lineimage.php?imagetest=147
http://www.g-bus.com.tw/
http://www.g-bus.com.tw/geya/routefile/305.jpg
http://www.g-bus.com.tw/geya/routefile/305.jpg
http://www.g-bus.com.tw/geya/routefile/306.jpg
http://www.vghtc.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52721&ctNode=25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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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1.網路線上報名: 

 

 

 

 

 

 

 

 

 

2.紙本方式報名: 

 

 

 

 

 

 

 

 

 

 

 

 繳費方式： 

 

進入協會網站: 

http://www.ahqroc.org.tw/ 

 

點選最新消息 
點選 

「問卷設計與實務應用」 

點選 GOOGLE表單

https://goo.gl/forms/Vj5TxADSxXfo3SWn2 

1. 依照指示填妥報名資料 

2. 若無法提供匯款後 5碼，請將匯款收據掃描

 

戶名：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合作金庫銀行(006) 

國醫中心分行 

帳號：5137717008221 

填 

寫 

紙

本 

報 

名 

表 

將收據連同報名表一

併傳真至：

(02)8792-7948 

聯絡時間：09:00-12:00 

13:30-18:00 

電話：(02)8792-7929、 

傳真：(02)8792-7948 

聯絡人：李南楠 

http://www.ahq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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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與實務應用」報名表                                             ※請以正楷字體填寫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機構/部門/職稱 E-mail 電話／手機 會員資格 
用餐 

類別 

    Tel： 
□會員，編號   _ 

□非會員 

□葷 
□全素 
□蛋奶素 

    Tel： 
□會員，編號   _ 

□非會員 

□葷 
□全素 
□蛋奶素 

    Tel： 
□會員，編號   _ 

□非會員 

□葷 
□全素 
□蛋奶素 

收據抬頭 
(請務必確認貴院完整抬頭) 

統一編號  

報名場次 □107 年 12 月 18 日（二）臺中榮民總醫院 第二會議室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分機/手機  

報名方式： 

1.報名期限：107 年 10 月 17 日至 107 年 12 月 11 日 

2.網路線上報名( https://goo.gl/forms/Vj5TxADSxXfo3SWn2 )； 

或傳真至(02)8792-7948 

3.如報名人數較多請以線上表單報名 

聯絡方式： 

電話：(02)8792-7929、傳真：(02)8792-7948、 

E-mail：ahqroc@gmail.com 

聯絡人：李南楠 

繳費收據與出席證明將於當天下午簽退一起發放 

ATM 轉帳請填寫以下資料： 

匯款人：                                 

金額：                                   

匯款日期：                               

匯款帳號後五碼：                         

※繳費完成才算報名成功，不預先保留名

額。 

 
~謝謝您~ 

mailto:ahqro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