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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增加健康投資．強化國家競爭力高峰論壇】 

 活動緣起 

世界衛生組織強調：「健康是投資，不是成本」。近年國際間分析報告指

出，投資健康醫療的好處是超越健康，與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生產力、未來

稅收、生醫創新，乃至於國家整體競爭力都習習相關。麥肯錫 (McKinsey) 2020

年的報告強調，每投資 1 美元於追求更好的健康，可以得到 2 到 4 美元的經

濟收益；投資於改善健康所帶來實質經濟成長，推估將使 2040 年全球 GDP (國

內生產毛額) 增加高達 12 兆美元，相當於每年增加 0.4%的 GDP 成長。資誠 

(PWC) 2021 年的報告也指出，健康提升將有助於增加稅收、強化生產力、增

加勞動力，進而促進經濟發展與財政表現。 

後疫情時代，強化健康醫療的公共支出作為一種投資已成為全球趨勢。

在台灣 GDP 即將突破三萬美元的今日，整體醫療保健支出占 GDP 的比率僅 

6.2％，與鄰近的日本 11%、韓國 8%及多數已開發國家 (約 10~17％) 的水準

仍有差距，過去幾年，產官學研醫藥各界意見領袖持續疾呼政府應增加相關

預算，最近，繼行政院宣布撥補 240 億挹注健保後，總統府也進一步指示中

央超徵稅款 1000 億部分將挹注健保，這些都是強化台灣健康醫療投資的重要

一步，值得全民給予政府掌聲。展望未來，台灣應持續由超越部會的府院層

級，以全政府策略 (Whole government Approach) 透過跨部門預算重新配置與

匯流，增加健康醫療相關預算在國家總預算中的佔比，進而達到 2028 年前醫

療保健支出佔 GDP 從 6%成長到 8%的目標。 

如何強化健康醫療投資這項關鍵議題，不只是政府的責任，社會各界應

凝聚共識、共同努力。有鑑於此，本學會號召相關醫藥公學協會共同聯合主

辦【增加健康投資．強化國家競爭力高峰論壇】，特別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

共同聚焦強化健康投資的議題，並擬於會中進行「2023 台北健康照護宣言」，

期待能幫助國家設定願景目標，使健康投資水準能儘速與國際接軌，強化國

家競爭力，加速推動台灣成為全球醫藥衛生、生醫創新與經濟成長的領頭羊。 

 活動資訊 

 時    間：112 年 2 月 24 日(五) 08:50-12:00 

 地    點：政大公企中心 2 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87 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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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人數：300 人。 

 共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中華民國開

發性製藥研究協會、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台

灣社區醫院協會、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台灣美國商會、台灣醫學中

心協會、歐洲在臺商務協會。 

 報名方式 

 

 

 

 

   提醒您： 

1. 敬請於線上報名後 3 日內傳真個資蒐集同意聲明書。 

2. 欲取消報名，請務必來電取消報名資料，敬請留意以維護您的權益。 

 注意事項 

➢ 活動報名者更換：為顧及學員之權益，如於活動前預知無法參加，最晚請於活

動前一天中午 12 點前來電告知更換參與人員姓名。 

➢ 全程參加培訓課程者，可獲得本學會及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終身教育學習積

分 4 點/天之教育積分認證。 

➢ 參加之學員，請於報到時間內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辦理報到。 

➢ 報到時間：AM8:50-9:10；簽退時間：全部課程結束後。學員如因故提早離席，

積分數及上課證明將依實際簽退時間計算之。 

➢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眾集會指引」規範，建議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

員全面配戴口罩，咳嗽請遵守咳嗽禮節，隨時留意個人衛生，共同維護自身與

他人安全。 

➢ 本場課程未提供停車優惠，請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交通資訊請政大公企

中心網站：https://cpbae.nccu.edu.tw/cpbae/traffic?random=1675223494917 或掃描下方

QR code 查詢。 

 

完成報名

程序 

學會網站(首頁→

活動報名)線上登

錄資料 

傳真個資蒐集同意聲
明書並來電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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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健康投資．強化國家競爭力 高峰論壇 

醫療支出是投資而不是成本、增加醫藥預算促進健康永續 

議 程 表 
日期：112 年 2 月 24 日(五) 

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2 樓國際會議廳 

時    間 分鐘 活   動   內   容 演  講  貴  賓 

8:50-9:10 20 報    到 

9:10-9:25 15 主席及貴賓致詞 

主持人：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 

9:26-9:50 25 
Sustainable Investment in health – 

Japan’s experience sharing 

Takeda Toshihiko(武田俊彥) 

Former Japan MHLW official 

9:51-10:15 25 

Sustainable Investment in Health 

for a Resilient Future-ECCT 

Healthcare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s Position Paper 

歐洲在臺商務協會健康永續委員會  

余文慧 聯合主席 

10:16-10:35 20 茶敘時間 

主持人：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吳明彥秘書長 

10:36-10:53 18 全民健康(健保的價值) 
上騰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張鴻仁 董事長 

10:54-11:11 18 醫管新挑戰 推動健康投資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洪子仁 理事長/副院長 

11:12-11:29 18 醫療消費與健康投資：理論與實務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暨醫務管理研究所 

盧瑞芬 教授 

主持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洪子仁理事長 

11:30-12:00 30 
宣言倡議儀式 

2023 台北健康照護宣言 

12:00- 賦    歸 

共同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台灣私

立醫療院所協會、台灣社區醫院協會、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台灣美國商會、台灣

醫學中心協會、歐洲在臺商務協會。(按照筆畫順序排列) 

※議程若有變動，以當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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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蒐集同意聲明書 

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 

一、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及用途：目的在於進行本學會所辦理及提供之各項

相關服務與業務，並將利用您所提供之 Email、聯絡電話及地址通知您

相關訊息。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中文姓名、身份證字號或影本、聯絡電話、傳真

電話、Email、服務單位及職稱、通訊地址。以下服務項目需另行蒐集

個資類別如下:  

1. 入會申請：出生年月日、學經歷、戶籍地址、畢業證書影本、在職

證明書影本、學生證影本。 

2. 期刊投審稿作業：匯款資料 

3. 醫管師甄審及檢定考試作業：出生年月日、學經歷、畢業證書(學生

證)影本、服務年資證明正本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 

1. 期間：本服務項目，自個資蒐集日起至特定目的消失止。由本學會

保存您的個人資料，以作為查詢、確認等相關服務之用。 

2. 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僅於國內處理或利用。 

3. 對象：本學會所辦理及提供之各項相關服務與業務之使用者。 

四、 報名者之個人資料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報名者對個人資料於保存期

限內得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本人業已詳細閱讀並同意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本服務項目或業務之個資

告知事項，並同意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同意人： 

           年    月    日 

文件名稱  個資蒐集同意聲明書 機密等級 一般 文件編號 PI-D-019 

記錄編號  填表日期  版 本 V1.1 頁碼/總頁數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