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學會會員優惠方案 

 

 

 

 

 

 

 

二、過期雜誌優惠方案 

訂購數量 單本 一年期（6 本） 

優惠價格 特價$99 元 特價$550 元 

郵資另計 $30 元 $180 元 

 



醫療品質雜誌電子版優惠方案 

不限下載次數、學會會員獨享 
四月底前完成訂閱者加贈廣告 

 

    為提供醫療品質相關訊息之交流平台，促進醫療照護相關人員

之共識，醫策會於 2007 年 1 月起，發行『醫療品質雜誌』雙月刊，

並從 2008 年 9 月起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聯合會共同合作發行，期

望發揮提升醫療管理效能、促進醫療科學研究及推動專業間教育之

功能。 

    因應電子書已是現今閱讀的發展趨勢，『醫療品質雜誌』亦即將推出電子版！ 

一年只需＄40,000！醫策會將提供您一年 6 期的電子檔，於 貴學會網站提供給

會員下載閱讀。貴學會將可提供給會員更多元的服務，更豐富的資訊，迅速的掌

握現今醫界方面的潮流與脈動。除此之外，我們也將提供 15 本雜誌予  貴學會

使用。 

醫療品質雜誌所提供之繼續教育訓練課程包含「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

除利用原紙本作答申請外，有興趣的會員亦可逕自上醫策會網站進行線上測驗，

測驗通過者本會將代為申請學分登錄，每項課程本會亦將酌收＄200 行政處理費

用。 

附上「醫療品質雜誌」訂購單及一本當期雜誌予  貴學會作參考。如於 4 月

底完成訂閱者，將再提供雜誌「內頁全彩廣告」一頁，作為宣傳  貴學會相關學

術活動之用。 

有您的支持與肯定，將是本會最大的成長動力，再次的感謝您。 
 

敬祝 健康平安！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醫療品質雜誌編輯小組 敬上 

                         聯絡電話：(02)29634055 分機 113、512 

                         電子信箱：editor@tjcha.org.tw

mailto:editor@tjcha.org.tw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醫療品質雜誌訂購單 2011/4/13 

醫療品質雜誌商品名稱 

電子版 1年份（雙月刊，共 6期）特惠價 NT40,000 元 

電子版 1-4 卷（第 1卷第 1期至第 4卷第 6期，共 24 期）特惠價 NT100,000 元 

平信郵寄 單本訂價 NT199 元 一年期訂價 NT1,100 元 二年期訂價 NT2,100 元 

掛號郵寄  單本訂價 NT229 元 一年期訂價 NT1,280 元 二年期訂價 NT2,460 元 

＊起訂期數：自第  卷第    期至第  卷第    期止，共計  本。 

總金額 電子版 1年份         元+ 電子版 1-4 卷         元+ 單本         元+ 

一年期         元+ 二年期         元=         元 

訂購人基本資料 

付費

方式 

□匯款(1081-765-100139 合作金庫銀行埔墘分行;戶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匯

款成功後請傳真本訂購單及匯款證明予本會 

□信用卡(傳真 02-29634022 或郵寄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2段 31 號 5 樓)  
信用卡方式訂購者請填寫以下資料 (＊為必填欄位) 

＊持卡人姓名 
                         

(請寫持卡人姓名;並正楷書寫) 生日         年         月           日  

＊信用卡卡

號 
□□□□-□□□□- 

□□□□-□□□□ 

＊信用卡簽名（請

務必簽名） (請持卡人親簽)

＊身份證字號    ＊信用卡有效日    西元         年        月  

＊發卡銀行  ＊卡片背面末三碼  ＊信用卡類別 □ VISA □ MASTERCARD □ JCB 

持
卡
人
基
本
資
料 ＊連絡電話 (日) (夜)

 

(手機號碼)

 
E-mail  

＊三聯式統一發票(收銀機式)統一編號：          
發票 ＊發票種類 

＊二聯式統一發票 發票抬頭： 

醫療品質雜誌續訂戶編號：              

姓名：      連絡電話：(日)      (夜)      (手機)      

E-mail：                    

性別 □男 □女 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0 歲以上 

學歷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學 □專科 □研究所 □其他 

單位 □醫院 □基層診所 □學校 □衛生機關 □學協會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階 □負責人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基層主管 □職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訂閱  

專長 □醫師 □醫技人員 □護理人員 □行政管理人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機構訂閱 

機構名稱（全銜）：                      、      科（部、室）

聯絡人：      連絡電話：(日)      (夜)      (手機)      

E-mail：                    

基 

本 

資 

料 

代購商訂閱 

代購者名稱：                       

聯絡人：      連絡電話：(日)      (夜)      (手機)      

E-mail：                    

收件人

資料 ＊收件人姓名  ＊寄發地址 □□□－□□  

(本粗框欄位由本會填寫)  ℡承辦人員專線  (02)2963-4055 分機 514      訂單編號： 

授權號碼  

授權日期  

＊敬愛的訂購客戶您好：因信用卡偽冒之情形日盛，為防止此類情事發生，以確保交易安全及您自身的權益，若您以信用卡進行消費，本

會會將您的資料與合作之金融機構確認，如您不同意本會之確認作業，請於消費同時提出聲明;未提出前，本會將依述確認作業處理。 

注 

意 

事 

項 

•匯款(ATM)後請連同匯款證明及本訂購單傳真至 02-2963-4022，傳真後請來電 02-2963-4055#514 確認訂單，謝謝配合。本訂單所有資料僅供統計使用，絕不對外流通。 

•7天送貨到府服務：所有訂單除特殊原因外，一般商品將於訂單確認後 7個工作天內交。＊7 天免費鑑賞期：收到商品後您可免費鑑賞 7天，期間對商品有任何問題可撥 2963-4055

分機 504、503，由承辦人員為您服務。退換貨時需完整保持商品之原包裝並保留發票。缺一，則無法辦理退貨。•因信用卡付款機制使然，台端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入帳日，可

能會早於商品送達日！•商品訂購之付款方式一經確認不得更改！•商品郵購服務：持信用卡進行郵購買賣交易後，如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向郵購商解除契約，應先向

郵購商尋求解決，倘無法解決時，得請求發卡銀行就該筆交易以帳款遺義處理程序辦理。 

•消費者保護法： 

第 18 條  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或訪問買賣時，應將其買賣之條件、出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 

第 19 條   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

價款。郵購或訪問買賣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約定無效。契約經解除者，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關於回復原狀之約定，對於消費者較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不利者，

無效。 

第 19-1 條 前二條規定，於以郵購買賣或訪問買賣方式所為之服務交易，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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