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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稱 單位

1 李三剛策略長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2 蔡明哲院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3 蔡哲宏副院長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4 王智弘院長 三軍總醫院

5 洪恭誠院長 國軍台中總醫院

6 張迪生院長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李綜合醫院

7 黃士維院長 秀傳亞洲遠距微創手術中心

8 李文欽副院長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9 賴榮年副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0 周志建副院長 澄清復健醫院

11 柯紹華副院長 敏盛綜合醫院

12 王立敏副院長 前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3 王宗倫副院長 輔仁大學醫學院

1 翁紹仁教授 東海大學

2 黃欽印教授 東海大學

3 董澤平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 林盛勇特聘教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5 徐于喬教授 長庚科技大學

6 陳平舜教授 中原大學

7 郭榮富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8 蘇國瑋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9 吳智鴻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 林真如教授 元智大學

11 葉子明特聘教授 國立金門大學

1 蕭耀貴總經理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2 王建彬副院長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3 蔡東偉會長 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

4 李佩淵名譽院長 台灣骨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5 邱英雄董事長 詮力科技公司

6 楊宏培董事長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丘金勝副總經理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林毅志副總經理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9 曾烈煌副總經理 帆宣系統集團     

10 楊舜如總裁 虎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學界

業界

醫界

發起人會議：34位發起人(產、官、學、研、醫)

籌備會議：5位籌備委員(產、官、學、研、醫)

東海大學 翁紹仁 教授

神通資訊 丘金勝 副總經理

台以商會 蔡東偉 會長

童綜合醫院 李三剛 策略長

中山醫 蔡明哲 院長

06/26





4

聯盟由2017年科技部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補助成立於東海

大學，係根據工工系翁紹仁教授過去2009-2020執行醫療相

關產學合作案50多件計畫經驗與成果，並藉此組織成跨領域

(工工、資工、企管、機電、及醫界等)的產學小聯盟服務團

隊且發揮平台效益，聯盟以探討醫院系統及病患需求，開發

符合傷病患需求之服務產品，以提升醫療照護品質及推動醫

療系統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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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聯盟會員，產官學
研醫界多方互動媒合

使聯盟會員獲技術提升
及服務創新開發能力

推動醫療相關與生技醫藥
產業發展合作及其國際化

提供平台資源，協助
政府擬定相關政策

推動產學訓共同合作、協助學
界與業界人力專業需求整合之

人才培育機制

成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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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享

 促成臺中榮總與宏碁合作發展人工智慧醫療應用

 聯盟成員近1,000人、產學研究合作計畫 80 多件以上

 舉辦研討會及工作坊達20多場，總參加人次達1,000多人次

 2019年5月聯盟代表科技部參與第六屆台捷科技日，介紹臺灣醫療科技及聯盟平台

 2019年10月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親自出席聯盟第三年年度大會「臺灣智慧醫療國家隊
創新論壇」

 2020年11月舉辦國際「醫療器械再處理全球標準高峰論壇」-三國四地聯合會議，邀請
20家醫院、30位具代表性醫院正副院長參與(8位院長及22位副院長)

-臺灣(台中主場及台北場)、加拿大、及新加坡三國四地聯合會議-

 2020年12月通過科技部3年期國際合作計畫與捷克技術署雙邊協議合作「人工智慧輔助
健康照護機器人之開發」計畫



副理事長蔡明哲

2021/6/5

副理事長李文欽理事長李三剛

童綜合醫院策略長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醫療副院長

副理事長蔡東偉

秘書長黃琪容

聯盟副執行長聯 盟 秘 書 長

副秘書長賴銘政 副秘書長沈哲正

路思義校企股份
有限公司特助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總院長

台灣以色列商業文
化促進會會長

奇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張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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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耀德翁紹仁

教授兼聯盟主持人 聯 盟 總 經 理 聯 盟 營 運 長

劉士嘉

聯盟副執行長

劉佩琪
聯盟副執行長聯 盟 特 助

柯昌甫

聯盟專案經理

張君宜 陳芊穎

聯盟營運執行副理

陳誌皜

聯盟專案經理 聯盟專案工程師聯盟公共行政副理

王昱盛

聯盟博士後研究員

NATAN 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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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產官學研單位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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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4

-尊榮會員獨家春季活動-

參訪中研院

2021.03.18

-精準健康AI服務-
台科大3D列印中心

台科大自主機器人實驗室

台灣雨花石雲計算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三偉達醫療器材公司



2021年產官學研單位參訪活動

2021.04.23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帶領七位教授（東海、台科大、彰師大、逢甲、

弘光科大、大同技術）及六位學生請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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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3

-三香科技參訪交流-



2021年產官學研單位參訪活動

2021.05.13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遠距醫療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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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3

-南部醫療參訪行程-
(原訂)

馬惠明 副院長



2021年醫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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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洲 國 際 合 作 會 議

東海大學-翁紹仁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鍾官榮副教授

工研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張傳育副執行長

國立中正大學-劉偉名 副教授

01/27



2021年醫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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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護及防疫物資策略工作坊

東野精機加入聯盟尊榮會員(十萬)

與會貴賓:

台中榮總、童綜合、中國醫、
中山醫、彰化醫院等七家醫院。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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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醫療工作坊- 遠距醫療與照護工作坊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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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醫療工作坊-
07/09

醫療中的達梭天地與歐盟MDR實務

醫療系統聯盟主持人-
翁紹仁 教授

生醫植入物技術聯盟主
持人-林盛勇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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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之智慧預測系統、災難緊急救難
及醫療應變專家座談會

2021年醫療工作坊-

與會人數64人 聯盟主持人-翁紹仁 教授

聯盟理事長-李三剛
臺中市公捷處-陳文政 副處長 中正大學-劉偉名 副教授

中華民國災難醫學會理事長-王宗倫

台北醫學大學-莊秀文 教授
神通資訊科技-丘金勝副總經理

台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林永盛 處長 前陸軍通信電子資訊學校 郭憲睿 教官

07/16



2021/6/5
19

2021年醫療工作坊- 前瞻智慧醫療流程品質改善工作坊
07/16

聯盟主持人-翁紹仁 教授

聯盟理事長-李三剛

與會人數62人

科技部工程司工學門召集人-范書愷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蘇國瑋 教授 醫策會-王拔群 執行長 中榮品質中心-劉時安 主任

聯盟營運長兼助理教授-蔡耀德 聯盟副執行長兼助理教授-劉士嘉 聯盟專案經理-陳誌皜



2021/6/5

客製化工作坊-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11/27

醫療器械再處理全球標準高峰論壇 「臺灣(台中主場
及台北場)、加拿大、及新加坡三國四地聯合會議」

與會名單:30位具代表性醫院正副院長
(8位院長及22位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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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工作坊- 創新醫材的點子、精密加工製程、法規及認證

08/06

與會人數達70人

聯盟理事長-李三剛
高雄大學學術副校長-莊寶鵰

ABI生醫植入物技術聯盟-林芳靜

虎科大機械設計系-毛彥傑博士

臺科大高速3D列印研究中心 林上智 主任

漢瑞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杜裕貴 董事長
波龍(股)公司-鄭時閔 經理

醫材市場海外拓展 王經西 資深顧問 無國界醫師 陳俞志醫師

聯盟主持人-翁紹仁 教授

領証生醫顧問有限公司-石紀博士

波龍股份有限公司(德商)



2021年10月聯盟大會規劃-

專題演講

 田德揚博士-腦神經醫學博士/成功國際型科

創新公司投資人(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御醫)

 施振榮董事長(宏碁集團創辦人兼榮譽董事

長暨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專家與談
 歐洲市場vs美洲市場vs南向國家市場

22

智慧醫療國際化論壇-頂尖醫療與科技巨擘攜手引領臺灣未來

往年廠商攤位盡數額滿，引起廣大迴響
(攤位費1萬)

聯盟往年大會現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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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 1 5參加第 8屆台芬 (蘭 )經濟合作會議

國際合作&交流



<a href='https://zh.pngtree.com/so/一'>一 png來自 zh.pngtree.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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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9 與捷克合作「建置新世代低成本且模組化之智慧
鐵路感測系統」進入測試階段。

國際合作&交流

台灣隊：中正大學資工＋彰化師大機電 +東海大學工工＋工研院

快訊-捷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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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4 歐洲捷克國際合作會議

國際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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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5 第7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國際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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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學與檢驗醫科

胸腔內科

急診部

品質管理中心

機構審查委員會

急診部

聯盟合作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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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品管部

健康管理中心

營運與管理部

手術室

腫瘤科

聯盟合作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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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部門

護理團隊

急診部門

聯盟合作醫院

急診部門

彰濱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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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及科技部重要成果I

科技部工程司產學

成果海報展示特優獎

-2件特優及4件優良，共20件入圍決賽-

最高榮譽之「科技管理獎」

學研團隊

第一屆全國醫管企劃競賽第三名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設置數量及選址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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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及科技部重要成果II

臺中榮總與中區各大學合作研究

計畫成果第三名

守護台灣 Open Data & Open 

Source 雲端災防應變開發者大賽

全國第三名

臺灣精實醫療管理改善個案分析
發行所：台灣醫療品質協會

出版人：合記圖書出版社
<全部版稅捐出台灣醫療品質協會

及東海大學工工系>



DIGITIMES電子時報-醫療系統聯盟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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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醫療創新一對翅膀 台中HSC聯盟從臨床走向國際



產經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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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與捷克技術署雙邊協議 擴充加值型(add-on)國際合作計畫



自由時報- 中榮與宏碁合作 AI判讀視網膜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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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聯盟媒合，促成中榮與宏碁正式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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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時報-東海醫療聯盟研討會 創新思維
產、官、學、醫界四方針對醫療AI大數據把脈長照經營管理等激盪出合作契機



工業工程雜誌-工業工程於智慧醫療的發展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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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會規定及應繳會費

個人會員

• 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20歲，且推動醫療相關產業發展或其他相關事務

之個人，得申請為本會個人會員，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查通過，

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入會費新臺幣1,000元，於入會時繳納；常

年會費2,000元，常年會費一次繳納三年者，給予年費優惠折扣7折。

 例:常年會費三年的金額為6,000元，入會費為1,000元，共7,000元，一次繳納

三年者，優惠價為6,000*0.7=4,200元，再加上入會費共計為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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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資本額(萬元) 常年會費(月) 常年會費(年)

A

入會費
B

合計
(A+B)

應派代表名額

A 10,000萬元以上 2,500元 30,000元 3,000元 33,000元 5人

B 4,000萬元以上 2,000元 24,000元 3,000元 27,000元 4人

C 500萬元以上 1,500元 18,000元 3,000元 21,000元 3人

D 500萬元未滿 1,000元 12,000元 3,000元 15,000元 2人

新入會分級標準規定派出代表人數及應繳會費

團體會員

• 每一會員廠商所派代表依上列分級標準規定派出代表人數。

常年會費一次繳納三年者給予年費7折優惠(優惠不含入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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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類別 常年會費(年)

A

入會費
B

合計
(A+B)

應派代表名額

A 醫學中心 5萬元 3,000元 53,000元 5人

B 區域醫院 3萬元 3,000元 33,000元 4人

C 地區醫院 2萬元 3,000元 23,000元 3人

D 基層醫療院所或其他 1萬元 3,000元 13,000元 2人

新入會分級標準規定派出代表人數及應繳會費

• 其他包含衛生機構、醫事院校或其他醫療事業團體。
• 每一會員廠商所派代表依上列分級標準規定派出代表人數。

團體會員

常年會費一次繳納三年者給予年費7折優惠(優惠不含入會費)



新入會規定及應繳會費

•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相關行業以外之個人或團體，經理事會通過後，為贊助會員，無

須繳納入會費，其會員權利除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外，得享一般會

員服務並參與本會相關活動。

贊助會員

• 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20歲之大專院校各系所學生及研究生，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學生會員；入會費新臺幣300元，於入

會時繳納；常年會費500元，常年會費一次繳納三年者，給予年費優惠折扣7折。

學生會員

（ 憑當年度有效之在學證明影本，請將證明文件Email至twhsc.service@gmail.com 主旨註明：學生會員證明_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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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會規定及應繳會費

• 凡贊同本會宗旨且對於推動醫療相關產業發展或其相關事務有卓越貢獻者，經

本會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之榮譽會員。

榮譽會員

永久會員

• 本會之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除入會費外，一次繳納10年之常年會費，為

永久會員。

會員（團體會員代表）之權利為：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
會員為一權，學生會員、贊助會員、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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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聯盟會員福利

活動項目 場次 單場費用(元)

優惠價(元)

個人/
學生

團體 贊助 榮譽 永久

1 聯盟工作坊 4場 1,500

9折

全年活
動免費
(依應派代表
名額為限)

• 年贊助5萬以上：

全年活動2人免

費。

• 一次性贊助50

萬以上，則永

久2人免費參加

全年活動。

全年活
動免費

依個人跟團
體優惠辦理

2
客製化活動(產品發表會、工
作坊)

1場
依活動規劃
費用估算

3
教育訓練課程/技術認証/學分
課程(六小時)

2場 3,000

4 產官學研醫單位參訪 3場 3,000

5
聯盟年度大會
(跨領域專家交流）

1場 2,000 免費

6 聯盟年度大會-廠商攤位 1場 20,000
9折

7
其它服務（健康諮詢5次、產業諮
詢5次、商業媒合5次、最新醫療資
訊分享、相關產業活動分享）

_ 3,000

• 其它非定期活動：全球專業規模會展(ex:台灣醫療科技展)-廠商攤位及海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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