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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人提出申請 

填具使用申請書、THIS資料庫使用聲
明書、個資蒐集同意聲明書及研究計
畫內容摘要各乙份，備公文函送本會 

本會收件後進行審查 

通知繳費 

依據申請者需求錄製檔案並回覆
審查結果 

說明不符申請之

原因回文給申請

者 

通過 

不通過 



研究計畫內容摘要說明書 

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緣起 

（計畫產生之背景及重要性） 

 

計畫目的 

（計畫所要達成之目標及所要完成之工作） 

 

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含研究架構、資料蒐集及分析方法） 

 

統計資料庫預定 

使用範圍及方法 

 

相關文獻探討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報告(論著)發表(出版)預定日期  

申請者  

計畫主持人  

填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THIS資料庫使用聲明書 

 

申請者           任職於（單位名稱）                   茲向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

會(以下簡稱本會)申請「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年        月(     季)台灣醫

療照護品質 指標 系列 (THIS) 資料庫 」（以下簡 稱本資 料庫）資料 檔案 作為

「                                                                       」                                   

研究之用，並同意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本人已閱讀「THIS 資料庫作業須知及使用辦法」，對於資料使用與研究成果，同意

完全遵照相關規定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 

 使用及發表本資料庫資料檔案時，應負保密之責，不得任意將個案原始資料對外發

表或他用，或為辨識個人資料與其他資料進行串連分析，不得因任何理由侵犯個人

隱私權或藉以辨識個別單位，不得對可辨識之個案進行訪視，亦不得作為其他非統

計分析之目的及用途，如因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應負法律責任，離職後亦同。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資料檔案或將資料檔案提供給參與研究以外之他人使用。 

 本人同意於研究結果發表時，於「致謝 / Acknowledgment」或其他適當章節標示資

料來源及如下文字： 

「本研究使用之資料為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提供且所有。文中任何闡釋或結論並不

代表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之立場。」 

“This study is based in part on data from the Taiwan College of Healthcare Executives. Copyright 

of the data belongs to Taiwan College of Healthcare Executiv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onclusions 

contained herein do not represent Taiwan College of Healthcare Executives.” 

 因運用本資料庫之資料撰成之一切論著(如會議論文、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專書

或其他等)，在出版或發表後一個月之內，應提供一份抽印(影)本送本會存查，以利

參考，未提供者，本會得拒絕其下次申請案。 

 如違反本資料庫相關規定時，除繳回所有資料，且絕不保留備份資料外，本會得停

止申請使用本資料庫之權利。 

 因違反所有相關法令規定所致一切後果，由申請者負全部責任。 

 

 

本人確認已詳細閱讀相關規定，完全瞭解其內容，並同意遵守之。 

 

 

申請者：           (簽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代表人：           (簽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THIS資料庫使用申請書 
 

申請者資料 

資料類別 

   資料之年度起訖日期 

 

資料需求 
資料年度 

資料內容 

申請者  

計畫名稱/ 

研究主題 

 

計畫編號  

計畫起訖日期  

預計投稿之期刊（或出書）名稱  

報告(論著)發表(出版)預定日期     ★請於完成半年內函送本會成果報告一份 

該研究計畫是否 

得到相關機構資助 

□ 是 

□ 國科會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 國衛院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 衛生署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 其他，請說明 

□ 否 

預期貢獻  

□ 計畫主持人 

□ 系所主任 

□ 指導教授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服務機構／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分機 傳真電話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E-mail  



檔案複製份數       份 

以下欄位由台灣醫務管理學會承辦人員填寫 

申請案編號  

資料處理費  

費用繳納方式 □ 現場   □ 匯款 

 

共同參與研究人員清冊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  )  

   (  ) 

   (  ) 

   (  ) 

 

申請者：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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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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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THIS資料庫申請須知及管理辦法 

一、  為促進THIS 資料庫之學術研究發展，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以下簡稱本會）將

所建立之THIS 資料庫（以下簡稱本資料庫）釋出，為使資料對外提供及運用有所規範，

以避免資料相關當事人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資料之合理使用，特訂定本須知。 

二、  申請程序： 

1. 資料檔申請，需申請者發文正式來函，並備妥相關文件說明其用途，經行政審查通

過後提供。 

2. 資料檔申請者，需填具「使用申請書」、「個資蒐集同意聲明書」、「THIS資料庫

使用聲明書」及「研究計畫內容摘要」各一份。 

3. 前項申請書表可向本會(秘書室)索取，或由網頁下載。填具後，檢附空白光碟片、

磁片或提供電子郵件信箱（E-mail）帳號，備妥公文向本會提出申請。 

4. 本會依收費標準向申請人報價，經申請人同意並繳費後，交付申請人資料（電子檔

格式）。 

三、  申請案經申請者依申請程序向本會提出，進行申請資格及程序審查。本學會針對研究目

的及研究主題進行實質審查，必要時得提供意見，供申請者參考修改後再審。申請案之

行政審查以申請之翌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四、  提供資訊服務所錄製資料之完整性，以本會電腦設備正常讀取為判斷標準。 

五、  申請者從取得資料到撰稿完成，並投出稿件，以一年為限。 

六、  申請者若為研究生身份，則需請指導教授共同簽署申請文件。 

七、  相同申請者於同一時期內申請使用資料庫，以三個研究計畫為上限。 

八、  收費標準： 

1. 申請案經專家諮詢後提供研究使用，在申請人確認申請資料內容後，由申請人先繳

費方進行資料處理。 

九、  研究成果繳交 

1. 申請人應於取得資料一年內提交成果報告摘要。當期刊論文發表時，應繳交電子全

文電子檔予本會，由本會公佈其摘要於網站。未依期限繳交成果者，視為違反規定，

得依本會違反規定處理原則辦理。 

2. 因故需展延繳交期限或計畫主題變更，請另外提出申請。 



十、  違反規定之處理 

  依據本會醫療品質委員會審議通過，本資料庫使用者如違反使用原則或其他相關法令

之規定，其使用權立即中止，除須立即繳回資料庫，且不得保留任何備份或相關資料檔案；

本會得停止其個人或單位申請及使用本資料之權利，並保留法律責任之追訴權。 

十一、  實施及修訂 

本辦法由本會醫療品質委員會會議通過，經本會理監事會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十二、  附件 

1. 申請流程圖。 

2. 使用申請書。 

3. 使用聲明書。 

4. 研究計劃書內容摘要說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