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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緣起與宗旨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Informatics)成立於 1991 年，為國內最重

要的醫療資訊學術組織之一，多年來由歷任理事長、秘書長和全體會員的努力及現任理事長

王大為教授的帶領下，目前會員人數已達八百多人，涵蓋了政府機關、各大學、公私立醫療

院所及營利公司等相關產官學界人士。台灣醫學資訊學會對推動醫學資訊領域的專業人員認

證、標準推廣、系統架構及相關學術研究活動不遺餘力，目前學會成立了生物資訊組、護理

資訊組、電子病歷、實證醫學及國家健康資訊基礎架構(NHII)等工作小組，並寄望透過一系列

的活動來凝聚各界共識與意見，整合國內外專家學者建言提出最適合我國醫學資訊的規劃與

願景。其相關任務有定期舉辦有關醫療資訊學術演講會及研討會、發行醫療資訊刊物、辦理

醫療資訊繼續教育及訓練、進行國內外醫療資訊相關學術與情報之連繫交流及從事醫療資訊

政策之研究，促使台灣與國際醫療資訊接軌，促進國際交流從而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 

有鑑於醫學資訊為一個跨醫療及資訊之特別學門，有其獨特研究需求，需要號召台灣之

有心人士共同研究，以達到提高醫學資訊水準、加強國際醫學資訊之交流並促使台灣的醫療

資訊領域更國際化等宗旨，因此自 1997 年起每年定期舉辦國際醫學資訊研討會(Medical 

Informatics Symposium in Taiwan, MIST)，以研究醫學資訊、提高醫療資訊水準，並加強國際醫

療資訊之交流為宗旨。今年此研討會即將邁入第十四屆。  

本屆研討會-2012 年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預訂由陽明大學主辦，希望能承繼以往大

會宗旨及精神，並且擴展大會對領域學術及實務界之影響層面，廣泛邀請歐美及亞太地區醫

學資訊專家學者及國內產官學界參與，真對我國的需要與國情，並參考國外的經驗，分別研

討醫療資訊各項議題，並且為下一代醫療資訊系統發展願景、目標及重要研究議題凝聚共識，

以提供未來醫療資訊系統發展及相關學術研究的參考。如此將有助於我國健康知識經濟與國

際交流相關業務之發展與推動。 

(一) 研討會籌備組織： 

大會榮譽主席  

梁賡義 國立陽明大學 校長 

大會主席  

高閬仙 國立陽明大學生科院院長 

邱文祥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院長 

王大為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理事長 

馮容莊 台灣護理資訊學會理事長 

蕭嘉宏 臺灣醫療影像資訊標準協會理事長 

 

大會籌委會主任委員暨議程主任委員 

李國彬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所長 

劉德明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副教授 

學術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禾坤 主任委員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理事 

黃宣誠 副主任委員 陽明大學生醫資訊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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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審查委員會委員 

王大為 中央研究院資訊所研究員 

徐建業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所長 

張慧朗 長庚大學醫學院泌尿科教授 

張顯洋 慈濟大學醫學資訊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張啟明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黃慶祥 前國立中山大學資管所教授 

謝逸中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資訊室主任 

陳春賢 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邱泓文 臺北醫學大學資訊長 

王博彥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正工程師 

邱瑞科 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蘇家玉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助理教授 

蕭嘉宏 慈濟大學醫資系助理教授 

蔡育秀 中原大學醫工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智凱 台灣醫療影像資訊標準協會常務理事 

林仲志 長庚大學資工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劉光筠 台灣醫療影像資訊標準協會理事 

李三剛 台中榮民總醫院副院長 

高 材  弘光科技大學工學院教授兼院長 

詹寶珠 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兼系主任 

湯士滄 銘傳大學醫工系助理教授 

李國彬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資訊所所長 

黃宣誠 國立陽明大學生醫資訊所副教授 

黃衍文 國立台北護理建康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林怡君 弘光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 

孫培然 敏盛醫療體系訊長 

鄭伯壎 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系副教授 

李炯三 國立台北護理建康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江蔚文 國立台北護理建康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二) 研討會目的： 

A. 推動運用資訊科技，建構完整健康資訊基礎架構。 

B. 整合醫衛資訊，保障病人安全，有效運用醫療資源。 

C. 促進國內醫學資訊標準化，減少系統間的整合困難及資源浪費。 

D. 培育醫學資訊專業人才，提昇相關產業競爭力。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資訊系統在醫療照護品質上，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成為

國際產業及研究合作上的熱門議題。近年來，歐美國家積極規劃對醫療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如加拿大聯邦政府著手建構相關電子健康記錄計畫、基礎建設與投資計畫、美國 NHII 計

畫、英國亦有類似之計畫推動。從以上幾個國際大型計畫，也可看出世界重視醫療與資訊整

合的趨勢，走向健康服務資訊化。適當運用資訊科技整合醫學，可以規劃出完善的健康資訊

架構及完整的醫學資訊研究平台，以提昇醫療品質、保障病人安全，並有效運用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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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士可以獲得各國在國民健康資訊基礎架構的建置方法、資訊科技運用於提升病人

安全範疇上的方式及實踐方法、如何預防醫療錯誤應用的整合觀念、臨床醫學資訊資料庫知

識及國內醫學相關之醫學資訊標準等等領域知識及經驗的交流。為了延續過去學會多年舉辦

「國際醫學資訊研討會」的成果，鼓勵台灣地區醫學相關人員參與、並與世界同步，積極掌

握醫學資訊在理論、應用、科技上之最新發展，交流彼此研究成果，整合相關資源與經驗，

使國內公共衛生醫療體系品質與國人健康得以提升，並爭取國內外與會之專家學者支持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 

(三) 研討會歷史： 

本次研討會為國內醫學資訊領域之學會、協會共同合作舉辦之盛大年會，其主辦之單位

包含：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TAMI )、台灣健康資訊交換第七層協定協會( HL7 Taiwan )、台灣

醫療影像資訊標準協會( MISAT )、台灣護理資訊學會( TNIA )、台灣健康資訊產業整合協會

(IHE)，在過去已成功舉辦過多次國際性的研討會，在會議的舉辦期間將有許多國際級醫學

資訊、護理資訊、醫學標準、醫學影像標準等領域的專家來台，各次會議皆對亞太地區醫學

資訊領域的知識提升提供貢獻。 

 歷年  台灣醫學資訊年會 ( MIST 1997~2011 )   
 

年份 會議主題 會議地點 

MIST 1997~2007  JCMIT2008-2010 

2002 以資訊科技促進生物醫學知識經濟之發展 圓山飯店 

2003 以資訊科技促進安全之就醫環境 高雄醫學大學 

2004 利用網路資訊科技促進國家醫療資訊體系之整合 中正大學 

2005 健康 E台灣 長庚大學 

2006 
APAMI：  

Towards Global Interoperability fo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君悅飯店 

2007 電子化優質健康照護 eu-Healthcare 慈濟大學 

2008 2008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陽明大學 

2009 2009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臺北醫學大學 

2010 2010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 

2011 2011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靜宜大學 

 

 歷年  台灣健康資訊交換第七層協定協會年會 
 

                      ( HL7-Taiwan 2002~2010 )   
 

年份 會議主題 會議地點 

http://www.apami.org/apami2006/
http://www.apami.org/apami2006/
http://www.mi.tcu.edu.tw/mist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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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第一屆亞太 HL7 健康資訊標準研討會 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03 第二屆亞太暨兩岸 HL7 健康資訊交換標準研討會 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04 第三屆亞太暨兩岸 HL7 健康資訊交換標準研討會 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05 第四屆亞太 HL7 健康資訊交換標準研討會 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2006 第五屆亞太 HL7 健康資訊交換標準研討會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廳 

2007 第六屆亞太 HL7 健康資訊交換標準研討會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廳 

2008 2008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陽明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2009 2009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臺北醫學大學 

2010 2010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1 2011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靜宜大學 

 

 歷年  台灣醫療影像資訊標準協會年會 ( MISAT 2003~2011 ) 

 

年份 會議主題 會議地點 

2003 第一屆 MISAT 年會 暨 國際 DICOM 標準委員會議 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04 第二屆 MISAT 年會 暨 數位醫療影像應用研討會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2005 第三屆 MISAT 年會 暨 醫療資訊整合研討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 

2006 第四屆 MISAT 年會 暨 醫療資訊標準 e 化應用研討會 台北醫學大學 

2007 第五屆 MISAT 年會 暨 國際 DICOM 標準委員會議 台北榮民總醫院 

2008 2008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陽明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2009 2009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臺北醫學大學 

2010 2010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1 2011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靜宜大學 

 

 歷年  台灣護理資訊學會年會 ( NIST 2006~2011 )  

 

年份 會議主題 會議地點 

2006 
台灣國際護理資訊研討會— 

天使心、科技情：應用資訊科技提昇護理照護品質 
台北榮民總醫院 

2007 台灣國際護理資訊研討會—正向執業、環境與新趨勢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http://www.hl7.org.tw/conference2002/index.html
http://www.hl7.org.tw/conference2003
http://www.hl7.org.tw/conference2004
http://www.hl7.org.tw/conference2005
http://www.hl7.org.tw/conference2006
http://www.hl7.org.tw/conf2007/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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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台灣國際護理資訊研討會— 

整合賦能資訊科技運用於獨特性護理 
國立陽明大學 

2009 2009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臺北醫學大學 

2010 2010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1 2011 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靜宜大學 

 

二、 2012 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JCMIT2012 )簡介： 

本次研討會為五個國內主要的醫學資訊領域之學會、協會第五次共同合作舉辦之盛大年

會，其主辦之單位包含：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TAMI )、台灣健康資訊交換第七層協定協會

( HL7 Taiwan )、台灣醫療影像資訊標準協會( MISAT )、台灣護理資訊學會( TNIA )、台灣健

康資訊產業整合協會(IHE)，皆在過去成功舉辦多次國際性的研討會，並在會議的舉辦期間

將有許多國際級醫學資訊、護理資訊、醫學標準、醫學影像標準等領域的專家來台，並對亞

太地區醫學資訊領域的知識提升提供貢獻。 

本次研討會，分為 2012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1 日共三天進行，出席人員計邀請外國專

家演講 7 位，國內貴賓 20-30 位，論文投稿發表 100 篇，專題演講 7場、論文研討 6場，加

上外賓會外特別演講與拜會活動，預計參與人數約為 400 人次以上。 

三、 議程安排(暫定)：Http://conference.ym.edu.tw/jcmit2012   

10 月 20 日 議    程 10 月 21 日 議    程 

8:00~9:20 報到 8:10~8:30 報到 

9:10~9:20 

9:20~10:20 

 

 

 

開幕 

外賓演講(一)：Dr.  

Topic: 

 

國際會議廳 

8:30~9:30 

論文發表(三) 

每場次 20 分鐘 

第一會議

室(3 場) 

第二會議

室(3 場) 

第三會議室

(3 場) 

10:20~10:40 茶敘、參展廠商參觀(活動中心 1F) 9:30~10:30 

外賓演講(五)：Dr.  

Topic:  

 

國際會議廳 

10:40~11:40 

論文發表(一) 

第一會議室(3 場) 

每場次 20 分鐘 

10:40~11:10 

國際會議廳 

論壇(一) 

 

主持 

10:30~10:50 茶敘、參展廠商參觀(活動中心 1F) 

10:50~11:50 

論文發表(四) 

第一會議室(3 場) 

每場次 20 分鐘 

10:50~11:20 

國際會議廳 

論壇(五) 

 

主持 

論文發表(一) 

第二會議室(3 場) 
論文發表(四) 

http://conference.ym.edu.tw/jcmi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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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次 20 分鐘 
11:10~11:40 

國際會議廳 

論壇(二) 

 

主持 

第二會議室(3 場) 

每場次 20 分鐘 
11:20~11:50 

國際會議廳 

論壇(六) 

 

主持 

論文發表(一) 

第三會議室(3 場) 

每場次 20 分鐘 

論文發表(四) 

第三會議室(3 場) 

每場次 20 分鐘 

11:40~12:40 

外賓演講(二)：Dr.  

Topic:  

 

國際會議廳 

11:50~13:30 
午餐、海報論文發表(活動中心 2F) 

參展廠商參觀(活動中心 1F) 

12:40~14:10 

午餐、海報論文發表(活動中心 2F) 

參展廠商參觀(活動中心 1F) 

各學協會會員大會 

13:30~14:30 

13:30~14:00 

國際會議廳 

論壇(七) 

 

主持 

14:00~14:30 

國際會議廳 

論壇(八) 

 

主持 

14:10~15:10 

論文發表(二) 

第一會議室(3 場) 

每場次 20 分鐘 

14:10~14:40 

國際會議廳 

論壇(三) 

 

主持 

14:30~15:30 

外賓演講(六)：Dr.  

Topic:  

 

國際會議廳 

論文發表(二) 

第二會議室(3 場) 

每場次 20 分鐘 14:40~15:10 

國際會議廳 

論壇(四) 

 

主持 

論文發表(二) 

第三會議室(3 場) 

每場次 20 分鐘 

15:10~16:10 

外賓演講(三)：Dr.  

Topic:  

 

國際會議廳 

15:30~15:50 休息、茶敘 

16:10~16:30 休息、茶敘 15:50~16:50 

外賓演講(七)：Dr.  

Topic:  

 

國際會議廳 

16:30~17:30 

外賓演講(四)：Dr.  

Topic:  

 

國際會議廳 

16:50~17:20 閉幕、頒發最佳論文頒獎 

17:30~18:00 接送前往餐廳 17:20 自由參觀、結束賦歸 

18:00 晚宴   

 大會晚宴：籌備中，預計九月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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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會贊助方式： 

※為什麼要贊助2012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1. 提供廠商展示最新商品及產品曝光度。 

2. 提昇醫學資訊產業與醫療院所資訊現代化及競爭利基。 

3. 推動產官學研交流，人才汲取管道並滿足各界專才需求。 

而且這將會是今年度台灣醫療資訊領域唯一且主要之盛會，藉由此次研討會的舉辦，各

界人士可以從與會之學者專家先進的演講中獲取寶貴的經驗，並藉由充分的討論及資訊分享

的過程，促進彼此間之良好合作關係。對於學術單位而言，研究者可藉此機會瞭解國內醫療

資訊研究的現況與趨勢，以作為發展研究的基礎。對於醫療產業從業人員而言，將有助其整

體醫療資訊系統的發展與建置，以作為實務工作時之參考，傳遞最新技術概念或爭取與教師

合作的機會，不但可以擴展銷售的層次和範圍，也可作為學界和產業合作的最好範例。 

 

※大會主要參展對象 （目前預估約400人以上） 

 台灣各大醫療照護機構之資訊相關人員、與醫院CIO 

 醫學資訊相關領域（醫學資訊、資訊管理、醫學工程、醫務管理、資訊工程、醫學、藥

學、護理等學域）之教授、研究人員與研究生 

 各級醫療衛生照護之主管機關 

 醫療資訊產業硬體、軟體、服務提供之廠商 

 國際上醫學資訊領域之貴賓、來賓 

 

※您的參展將可幫助貴公司達成下列目標： 

 透過此國際性研討會，可增加曝光率、提升企業形象與品牌價值，為一絕佳之行銷機會。 

 最有效率的推廣貴公司解決方案，接觸到潛在目標客群。 

 與老客戶再次齊聚一堂，洽談貴公司新的規劃、產品與新的服務。 

 透過此次兩岸交流之研討會，接觸大陸醫療資訊相關領域之政府高層與醫院高階主管代

表，瞭解兩岸醫療資訊領域的發展，並進一步探尋貴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潛在發展機會。 

 推動台灣醫學資訊社群發展，提供一個成功的教育性學術論壇，並與來自國際與國內的

醫學資訊菁英人士共同研究討論，進而對全球醫療資訊知識的發展有所貢獻。 

  

※參加本次大會之攤位之展示，JCMIT 2012大會將提供： 

 大會展場之展覽攤位 

 大會手冊上之展覽攤位介紹 

 二名免費的大會晚宴參加名額（其餘可以自費參加，名額不受限制） 

 其他貴廠商希望能協助之事宜，本大會將給予最大之協助 

 詳情請洽『大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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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說明 價格 數量 

A、研討會手冊 

A-1 封底廣告 全彩廣告 (一頁) (廠商自行提供圖檔) NT$50,000  1 

A-2 封面裡廣告 全彩廣告 (一頁) (廠商自行提供圖檔) NT$40,000  1 

A-3 封底裡廣告 全彩廣告 (一頁) (廠商自行提供圖檔) NT$35,000  1 

A-4 內頁廣告 全彩廣告 (一頁) (廠商自行提供圖檔) NT$25,000 2 

A-5 內頁廣告 黑白廣告 (一頁) (廠商自行提供圖檔) NT$10,000  6 

                          B、大會資料                  說明份數 300 

B-1 資料 DM 發送 廠商廣告 DM 或折頁（以 A4 為主） NT$8,000 不限 

B-2 試用品贈送 該公司宣傳品或試用品 500 份 NT$8,000 不限 

C、大會餐飲贊助 

 C-3 10/20 大會晚宴 

整晚大會晚宴之冠名權、該晚宴之海報、布條與晚會之邀

請演說。 

另外贈送大會手冊內頁廣告一頁(價格 NT$40,000)。 

NT$100,000 2 

                                  D、會場看板 

D-1 會場海報 於會場外牆刊登贊助廠商所提供之海報 (A1 size) NT$10,000 10 

                     E、會場展覽攤位    攤位資訊請見第 10 頁 

E-1 
會場攤位展覽 

(10/20 ~10/21) 

於會場展示推廣貴公司之發展願景、技術藍圖、最新產品

與服務。 
NT$50,000  

凡贊助以上任一項目，大會皆將  貴公司列名於大會手冊及光碟中，以表謝意！ 

除上述各項外，貴單位如有其他意見，敬請電洽大會秘書處指教！選擇參展攤位請惠覆攤位

編號，謝謝您。 

 

 

大會秘書處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秘書處  

柯琬淇小姐 02-2739-2914      電子郵件 QQQQ1234.tw@yahoo.com.tw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 4 樓醫資所 

 

 

 

 

 

 

 

 

 

 

mailto:電子郵件QQQQ1234.t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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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會展覽相關資訊： 

 

國際台灣生物暨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JCMIT2012) 
展覽地點 陽明大學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  

 

展覽時間 

日期 10/20 10/21 

時間 9:00-17:00 9:00-16:30 

 

參展廠商進場時間 請配合規定，確實遵守時間 

 

日期 時間 項目 

10/19 依陽明大學活動中心規定,並個別通知參加參展之廠商 攤位佈置 

10/20-21 早上 8:00 後 參展 

 

參展廠商撤場時間 

 

日期 時間 項目 

10/21 16：30 展品、佈置物請自行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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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基本： 

 

 

攤位基本配備表(10/20 週六、10/21 週日) 

項目 數量 說明 

接待桌椅 1 組 接待桌ㄧ張，折合椅兩張 

公司全銜 1 組 中文及英文 

110V 插座 1 個 三頭插座 

展覽攤架 1 組 可張貼公司海報 

展覽費用 

1. 每一個攤位展覽費兩天 NT $50,000 元。 

2. 完成繳費者擁有優先選擇權。 

3. 有特殊攤位需求，可洽秘書處再議價。 

凡參與展覽的廠商，將可放置貴公司的連結圖檔於「國際台灣生物暨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Joint Conference on Medical Informatics in Taiwan (JCMIT2012)」宣傳網站，提高您公司的曝光率，

進而增加產品銷售量。 

圖檔放置說明 

 圖檔位置：大會網站之贊助單位 (Exhibition Information)頁面： 

網址：Http://conference.ym.edu.tw/jcmit2012 

參展攤位數為圖檔擺放之數量，一次展覽 2 個攤位的廠商，可選擇放置 2 個 Icon 

圖檔或 1 個橫幅(Banner)圖檔。 

 放置時間：自贊助款項入帳日之隔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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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族群為各方醫療產業之單位、廠商、學術單位。 

 請贊助廠商提供以下資料至秘書處： 

(1)公司中英文連結網址 

         (2)公司中英文簡介：中文 100 字以內 / 英文 150 字內。 

(3)圖檔尺寸：120 × 60 像素 

(4)格式：Gif 檔或是 Jpg 檔 

 

攤位裝潢作業須知 

 會場內展覽裝潢不得使用木作施工、並嚴禁使用噴漆、油漆(如需木作施工，

請於會場外製作後，再於場內進行組裝及擺設)。 

 為求展覽場地之景觀一致性，佈置物限高 2.5M。 

 不可釘及切割組合隔背及地毯或其它攤位基本配備。 

 不可使用雙面膠帶黏貼於組合隔板板面上(但可先用封箱膠帶保護)。 

 不可塗寫、污損組合背板及其它攤位基本配備。 

其他： 

 展場因屬開放空間，展出物品及個人財產請自行投保或妥善保管，主辦單位

及大會不負任何保管及賠償責任。 

 不得佔用公共區域或本會未承租之場地，設立旗竿、懸掛物或張貼海報..等文

宣物。 

其他注意事項： 

本大會保有解釋或修正以上相關條約權力，但絕對會提供相對應福利給予廠商。 

如有未盡事宜，大會得將適時補充或修正，並將立即通知貴公司。 

六、申請攤位資訊： 

申請攤位步驟 

    1.填妥表一至表四後，回傳至 02-2739-2914 

     選擇參展攤位請惠覆攤位編號，謝謝您。 

 

 

匯款資訊 

本研討會採郵政劃撥方式付款繳費，匯款帳號及戶名，請參閱以下說明： 

 

 

 

 

  欲贊助本研討會之廠商，敬請於 08 月 31 日前完成匯款並回傳以下資料至大會秘書處，若

8 月 31 日前完成匯款可享九折優惠。 

 

戶名: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帳號:1914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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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國際台灣生物暨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Joint Conference on Medical Informatics in Taiwan (JCMIT2012)參展報名表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 

 公 司 電 話  傳  真  

聯 絡 人 姓 名  E - m a i l  

聯 絡 人 電 話  聯 絡 人 手 機  

訂 購 攤 位 □3*2 展覽攤位____個 攤位編號             (請見附件三,頁次第 19 頁) 

參 展 費 用 新  台  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付款方式： 

 即期支票 
抬頭請開立『台灣醫學資訊學會』，請於 101 年九月三十日前兌現的支票。 
郵寄至 臺北市 110 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醫學綜合大樓前棟 4 樓醫資所收。 

 郵政劃撥 
 帳戶名稱：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帳號：19142854 

＊請務必在匯款後，於匯款單據上註明廠商名稱及『(JCMIT2012)』參展費 
用，傳真至台灣醫學資訊學會。傳真：(02) 2739-2914。 

公 司 簽 章  日 期  

請註明廠商聯絡之學協會窗口：                        (請廠商填寫) 

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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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展覽攤位資料 

1. 公司全銜招牌：大會將提供一組中文或英文之公司全銜招牌。 

   請您提供貴公司之全銜名稱：(下列擇一填寫) 

 

    英文(請以正楷書寫) 

  

 

 

 

 

 

 

 

 

 

 

 

 

 

 

 

 

 

 

 

 

 

 

 

 

 

 

 

 

 

 

 

 

 
    中文(請以正楷書寫) 

  

 

 

 

 

 

 

 

 

 

 

 

 

 

 

 

 

 

 

 

 

 

 

 

 

 

 

 

 

 

 

 

 

  

2. 本會提供 110V 插座一個，限 500W 電量，貴公司總用電量______W。 

3. 展出項目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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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國際台灣生物暨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Joint Conference on Medical Informatics in Taiwan (JCMIT2012)參展協議書 

                                       （以下簡稱甲方）參加台灣醫學資訊學會（以下簡

稱乙方）主辦『國際台灣生物暨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Joint Conference on Medical Informatics in Taiwan (JCMIT2012)』同意依照下列條款行之。 

ㄧ、展覽時間 

進場時間 

出場時間 

101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10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3 時 30 分。 

101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1 日止，每日上午 8 時至上午 12 時。 

101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16 時 30 分。 

二、展覽地點： 陽明大學活動中心 

三、攤位數量： □3×2基本攤位          個,攤位編號             (請見附件三,頁次第 14 頁) 

四、參展費用：甲方同意支付乙方費用計新台幣                 元。 

    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參展。參展費用一經繳納恕不退還。 

五、攤位分配： 

(一)完成繳費者擁有優先選擇權。 

(二)主辦單位有權視實際報名情況調整展場規劃。 
六、參展廠商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或關係企 
業)參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有權扣除該參展廠商之全額保證金並不得異議，而轉讓者及
受讓者，主辦單位有權禁止在兩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七、展場因屬開放空間，展出物品及個人財產請自行投保或妥善保管，甲方之參展商品如有遺失

或損害，乙方不付賠償責任。 

八、本項活動若因政令或天然災害等不可抗拒之因素不能舉辦或中途停辦時，對甲、乙雙方已支

出的費用均不相互求償。 

九、各區整體規劃之活動，由乙方統籌辦理，並保有變更之權利。 

十、甲乙雙方若有違反本協議書中之約定，以致他方有所損失時，受損的一方可據此訴求賠償， 

違約的一方並同意放棄先訴抗辯權。 
十一、除本協議書所列之約款外，甲、乙雙方另同意依照乙方企劃案及參展廠商裝潢、參展公約

中所列之各項規定行之。 

十二、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得經由甲乙雙方共同修訂之。 

十三、本協議書壹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並自簽約日起生效。 

   

甲 方                                           乙 方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代 表 人                                           代 表 人 王大為 

電 話                                           電 話 02-2739-2914 

地 址 
                                          

地 址 
臺北市110信義區吳興街250號醫學

綜合大樓前棟 4 樓醫資所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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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參展約定事項 

申請手續 
1. 參展廠商一經簽約，視同認可合約內所列

之所有規範與條款。 
2. 合約經雙方簽認即開始生效。 
付款須知 
1. 填妥並回傳參展報名表及合約，並繳交參展

費用，始得完成報名手續。 
2. 有追加設備需求者，填妥追加設備申請表，

同時繳交全額費用，始得完成申請手續。 
3. 參展費用一經繳納恕不退還。 
攤位位置分配 
1. 完成繳費者擁有優先選擇權。有特殊攤位需

求，可洽秘書處再議價 
展覽規章 
1. 所有展示區域之佈置，均需符合主辦單位所

列之規範。主辦單位有權禁止、抵制或逐出
任何不合適之人員或物品。 

2. 參展廠商之間要交換攤位位置者，需徵求主
辦單位的書面認可。 

3. 參展廠商不得私自將所承租之攤位轉讓或
分租給其他單位，亦不可以非報名之單位名
稱（包括）參展。 

4. 進場、展間及撤場期間，各展覽攤位之人員
及物品屬該參展廠商之責；如有任何損害，
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5. 如因私人爭論造成展覽場騷動或抗議事件
等，主辦單位有權中止該參展廠商之合約，
並即時關閉該展覽攤位，且不退還已經繳交
之費用。 

6. 主辦單位有權補增此協議書之條款。 
7. 參展廠商如有任何申訴，必須於展覽結束後

10 天內向主辦單位提出。 
攤位裝潢條款 
1. 採用基本隔間者，於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下

午佈置展場，布置時間將依陽明大學活動中
心規定並個別通知，或與大會秘書處聯繫。 

2. 參展廠商必須於 2012年 10月 21 日下午 16
時 00 分後開始將所有物品清除完成並帶離
靜宜大學展覽場，否則將以違規條款論處。 

3. 展覽攤位高度限制 2.5 公尺。 
4. 展示區域佈置不得遮蔽陽明大學展覽場電

箱及滅火設備。 
5. 會場內展覽裝潢不得使用木作施工、並嚴禁

使用噴漆、油漆 

 
6. 不可釘及切割組合隔背及地毯或其它攤位基本

配備，不可使用雙面膠帶黏貼於組合隔板板面
上。 

7. 不可塗寫、污損組合背板及其它攤位基本配備 
8. 撤場時參展廠商必須將所有裝潢物件清除並帶

離靜宜大學展覽場。 
9. 如造成陽明大學展覽場任何損害，該參展廠商

需自行向陽明大學展覽場單位負賠償之責。 
10. 詳盡之裝潢規則列於參展手冊內。 
處罰條款 
1. 違規之參展廠商經勸告而未改善，主辦單位將

施行斷水斷電，更甚者主辦單位將立即終止其
參展合約，並封鎖該展覽攤位。 

保險與責任 
1. 參展廠商自負其展覽物品運達及陳列之責，主

辦單位及陽明大學展覽場不負賠償之責。 
2. 參展廠商需自負若因自已或第三人之過失而造

成其展示區域損害之責。亦即，參展廠商需負
因偷竊、火災、水災等所造成其展示區域之任
何損失。 

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和陽明大學活動中心展覽場不負任何

物品保管之責。 
2. 每次展覽結束，將有清潔人員收取垃圾。展覽

期間，垃圾不得置放於公共走道上，以免危及
參觀者安全。 

3. 裝潢材料及廢料應於撤場時全部清運完畢。遺
留在陽明大學會場之垃圾，主辦單位需負責清
除並帶離會場，主辦單位將對該參展廠商收取
所產生之清潔及運費。 

取消條款 
1. 欲取消參展之廠商需備妥書面說明書，並獲得

主辦單位書面認可方得解約。 
2. 主辦單位有權於開展前一個月宣佈變更展覽地

點、日期及天數，對參展廠商所造成之損失，
主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且不退還已繳付之相
關費用。 

3. 主辦單位將不退還任何已繳交之參展費用。任
何因參展廠商本身、第三人或不可抗拒之天災
人貨所造成之損失，參展廠商需自行負責。 

 
 
 

甲 方                                           乙 方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代 表 人                                           代 表 人 王大為 

電 話                                           電 話 02-2739-2914 

地 址 
                                          

地 址 
臺北市110信義區吳興街250號醫學

綜合大樓前棟 4 樓醫資所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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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衍文 先生  

秘書：  柯琬淇 小姐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聯絡電話：02-27392914  傳真電話：02-27392914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 4 樓醫資所 

電子郵件：QQQQ1234.T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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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陽明大學交通指引              

一、搭乘公車 

石牌站 紅 12、紅 19、216、223、601、645 (步行至本校約 12鐘) 

陽明大學站 216(副)、223、288、550 (步行至校門約 5分鐘) 

二、自行開車 

由台北車站「承德路」往「北投方向」前進，至與「石牌路」右轉直行至「東華街」左轉直行約 500公

尺後，再右轉便是「立農街二段」，左手邊即為"陽明大學門口"。 

三、捷運淡水線「石牌站」轉搭「陽明大學校車」(石牌站斜對面眼鏡門口)搭乘校車需支付 2元交通費(需

以悠遊卡刷卡支付) 

四、由捷運淡水線「石牌站」步行至「陽明大學」 

石牌站出口，沿著捷運線下方之公園往「唭哩站」方向步行，約 5～8 分鐘後見右手邊有「立農街二段」

及「陽明大學告示牌」，右轉進入即可見校門。 

 

 

 

 五、進入校門口後，若您是步行，則進入後沿直線走約五至時分鐘即會看見「圖書暨研究資訊大樓」(可參考下

方地圖上 P3 與紅色路線)。看見「圖書暨研究資訊大樓」後沿著馬路右轉約步行十至十五分鐘即可抵達「活動

中心」(B5)，即 JCMIT 2012 的「會議會場」。 

  

http://www.pu.edu.tw/chi/images/pu_glt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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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陽明大學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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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際台灣生物暨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Joint Conference on Medical Informatics in Taiwan (JCMIT2012)參展攤位平面圖 

請選擇下圖有註明 JCMIT 的參展編號，填入表三(頁次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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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場地實景照片及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