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104 年 8 月份大事紀要

年份

104

月 日

大事摘要

1. 副院長於上午 09:00 赴衛生局參加
「大型活動分辦會議」。
8 月3 日
2. 副院長於下午 14:00 假院史室主持
「自費護理之家評鑑導讀」。
1. 副院長於上午 10:00 假會議室主持
「104 年第 3 次獎懲委員會議」。
2. 副院長於下午 15:00 假會議室主持
8 月5 日
「104 年第 3 季病歷管理委員會暨電
子病歷推動委員會會議」。
3. 院長於下午 16:00 假會議室主持「蘇
迪樂颱風防颱準備會議」。
8 月6 日

院長於上午 10:00 於二病房為百歲人瑞
周萬齡老先生主持慶生活動。

1. 副院長於上午 10:00 假院史室主持
「自費護理之家評鑑導讀」。
8 月 10 日
2. 副院長於上午 11:00 假會議室主持「7
月份照服員驗收會議」。
8 月 11 日

院長於中午 12:30 赴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參加「醫事審議委員會」。
1. 副院長於上午 09:00 假會議室主持「7
月份膳食驗收」。

2. 副院長於上午 10:00 假會議室主持
8 月 12 日 「榮民健保不給付暨自費品項審查
會議」。
3. 副院長於上午 11:00 假會議室主持
104 年度第二季「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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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暨 104 年度上半年「防火管理委
員會」。
4. 副院長於下午 14:00 假會議室主持
「醫療過失責任保險開標」。
5. 副院長下午 15:00 於現地主持「ICU
呼吸器驗收」。
6. 副院長於下午 15:30 假會議室主持
「負壓病房過濾箱開標」。
1. 院長於上午 10:00 假會議室主持「彰
化銀行金融代收簽約儀式」。
8 月 13 日
2. 院長於下午 14:00 赴總院參加「中區
經營管理會議」。
8 月 17 日 副院長於下午 16:00 於現地主持「空調
保溫汰換工程第 1 次估驗計價」
。
8 月 18 日 副院長於下午 16:00 假會議室主持 104
年第 2 次「醫學教育研究委員會議」。
1. 副院長於上午 09：00 假會議室主持
「7 月份清潔傳送驗收」。
2. 副院長於上午 10：00 假會議室主持
「勞資會議」。
3. 副院長於下午 14:00 假會議室主持
「防颱準備會議」。
8 月 19 日 4. 副院長於下午 14:30 假會議室主持
「104 年度 KM 評鑑系統教育訓練」。
5. 副院長下午 15:30 於現地主持「ICU
呼吸器驗收」。
6. 副院長於下午 16:30 假會議室主持
「104 年度第 1 次進修甄審暨教育訓
練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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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

1. 副院長於上午 10:00 於現地主持「復
健科超音波掃描儀驗收」。
2. 副院長於下午 16:00 假會議室主持
「醫療糾紛會議」。

1.副院長於上午 10:00 假會議室主持
「第二季感染管制委員會暨第二季結
核病管理委員會」。
2.院長於下午 14：00 赴輔導會參加「104
年第 2 次榮民醫療作業基金管理會」
。
3.副院長於下午 14：00 假會議室主持
8 月 26 日 「104 年第 8 次醫療作業基金暨績效
評估管理會」
4.副院長於下午 15：00 於現地主持「UD
包藥機驗收」。
5.副院長於下午 16:00 假會議室主持
「104 年第 8 次醫療品質暨病安管理
會」。
1.院長於上午 10:00 於懷遠堂主持「中
元節紀念在台亡故榮民祭祀典禮」。
8 月 27 日
2.院長於下午 14:00 假會議室參加總院
「資訊整合視訊會議」。
1.院長及副院長上午 08:10 於會議室參
加「總院論人計酬視訊會議」。
8 月 28 日

2.院長於上午 10:00 赴彰化參加輔導會
中區中元節祭祀典禮。
3.院長於下午 14:00 假會議室參加總院
「資訊整合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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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副院長於上午 11：00 假會議室主持
「藥品專用冷藏櫃開標」
2.院長於下午 14：00 赴總院出席「中榮
8 月 31 日 經營管理會議」暨「臺中榮總院務會
議」。
3.副院長於下午 14：00 現地主持「空調
冰水主機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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