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第一場
廠商名稱

日期

台灣英飛特
股份有限公司

99/03/26
(星期五)

地點

地址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臺北縣板橋市南雅南路 2 段
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醫院
21 號
（14F 國際會議廳）

聯絡人員：張小姐
電話：(02)28083300#25
議程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
主持人/主講人/
主講人/發言代表

13:00~13:30

與會來賓入場

報到

13:30~13:35

來賓介紹

台灣英飛特 總經理 黃肇源

13:35~13:50

貴賓致詞

亞東醫院 院長 朱樹勳

13:50~14:20

電子病歷歷程規劃與醫院執行建議

14:20~14:50
14:50~15:10
15:10~15:40
15:40~16:10

輔導醫院成果暨經驗分享電子病歷軟硬體規劃與注意項目探討

電子病歷辦公室 主任
黃援傑
亞東醫院資訊室 主任 楊基譽

茶點/休息
實施電子病歷之醫院經驗分享醫院如何著手規劃電子病歷

中英醫院資訊室 主任 蕭敏恩

實施電子病歷之醫院經驗分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資訊室

EMR 建置前後之差異性與效益

主任 孫培然

16:10~16:40

實機展示及台灣英飛特電子病歷介紹 台灣英飛特 技術主任 曾煒翔

16:40~17:00

綜合座談

17:00

賦 歸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第二場
廠商名稱

日期

耀瑄科技
99/04/02
股份有限公司 (星期五)
聯絡人員：洪先生
電話：(07)5371368#232

地點

地址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第二
醫療大樓 12F 第一會議室)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 901 號

議程
時間
13:00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
主持人/主講人/
主講人/發言代表

報到

13:20~13:30

發表會開始，來賓介紹

耀瑄科技 總經理 廖俊德

13:30~13:50

醫院成果介紹

奇美醫院 院長

13:50~14:30

實施電子病歷之醫院經驗分享

14:30~15:30

電子病歷成果發表

耀瑄科技 經理 吳仁貴

15:30~16:00

電子病歷平臺介紹

耀瑄科技 協理 蔡正中

16:00~17:00

系統展示及茶敘

耀瑄科技 & 合作廠商

邱仲慶

奇美醫院 病歷推廣小組
鄭天浚 醫師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第三場
廠商名稱

日期

合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99/04/07
(星期三)

地點

地址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 2 段 690
(新竹分院新期大樓 13 樓之
號
會議廳)

聯絡人員：廖小姐
電話：(02)28094611#312
議程
時間

活 動 內 容

13:00~13:30

與會來賓入場

13:30~13:40

發表會開始，介紹與會嘉賓

13:40~13:45

協辦醫院致詞

13:45~13:55

貴賓致詞

13:55~14:15

電子病歷規劃與醫院執行建議

14:15~14:30

電子病歷輔導成果報告

主持人/
主持人/主講人/
主講人/發言代表
合華科技 總經理 何慶華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院長 郭許達
元培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
主任 林四海
電子病歷專案辦公室 主任
黃援傑
合華科技系統開發處 處長
杜延龍
．國泰綜合醫院

14:30~15:30

4 家輔導醫院經驗分享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童綜合醫院
．蕭中正醫院

15:30~16:30

茶敘暨電子病歷系統現場展示

16:30~17:00

現場提問與技術說明

17:00~17:30

活動結束

合華科技
系統部/工程部/業務部
合華科技 總經理 何慶華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第四場
廠商名稱

日期

地點

地址

商之器科技股 99/04/1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份有限公司
(星期四) (癌症中心一樓階梯會議室)
聯絡人員：徐小姐
電話：(02)87514567#305
議程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
主持人/主講人/
主講人/發言代表

13:00~13:30

與會來賓入場

13:30~13:40

發表會開始 介紹與會貴賓

13:40~13:50

輔導廠商致詞

商之器 總經理 陳奇材

13:50~14:20

電子病歷輔導成果報告

商之器 專案經理 藍士詮

發表會主持人：
商之器 行銷專員 徐意嵐

．商之器 專案經理 藍士詮
14:20~15:20

實施電子病歷之醫院經驗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副院長 沈戊忠

15:20~16:20

茶敘時間/現場實機展示

商之器 區域經理 江忠憲

16:20~17:00

現場提問與技術說明

商之器 系統專員 劉榮傑

17:00~17:30

活動結束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成果發表會
第五場
廠商名稱

日期

地點

美得康科技
99/04/16 高雄榮民總醫院
股份有限公司 (星期五) (第二會議室)
聯絡人員：林小姐
電話：(02)89132303#2131

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議程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
主持人/主講人/
主講人/發言代表

13:00~13:40

報到

13:40~13:50

協辦單位致詞

高雄榮總 副院長 黎國洪

13:50~14:00

輔導廠商致詞

美得康 總經理 沈榮治

14:00~14:20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介紹

美得康 專案經理 邱永祥

醫療院所影像報告之

．美得康 技術經理 陳同康

電子病歷系統說明與實機操作

．美得康 技術經理 蔡志鴻

14:20~15:00
15:00~15:30

茶敘/休息

15:30~16:20

實施電子病歷之醫院經驗分享

16:20~16:50

電子病歷系統未來發展說明

16:50~17:20

綜合討論

．美得康 專案經理 邱永祥
．高雄榮總 主任 楊宗龍
．美得康 技術經理 陳同康
．美得康 專案經理 邱永祥
．美得康 技術經理 蔡志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