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10 年度學生論壇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協辦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科 

日期/時間: 110/5/22 (星期六) 下午 13:00  

地點: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2 樓 0222 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主題:  

Facing the New Genetic Testing Era-Positioning, Vision and Capabilities of Medical 

Technologists 

說明:  

In the fac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ng of novel genetic testing techniques and the 

unpredictable emerging medical events, what mindset of students from Depart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or Medical Technologists should have to embrace these 

medical advances? How to improve and enric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 for getting 

themselves prepared to tackle the ever-changing medical needs and thus mak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in the new era of precision medicine? 

 

學生論壇注意事項說明: 

1. 學生報告、評審老師評比時須以英文進行。 

2. 每校醫技系以「一位學生、一位指導老師為一組」報名參加，每校一組為限。 

3. 學生報告時間: 12 分鐘，Q&A 時間: 3 分鐘。 

*注意：每組報告時間超過 12 分鐘將進行扣分，分數至多扣 3 分為限。 

4. 評分標準:  

a. 主題適當: 20% 

b. 資料搜尋: 25% 

c. 報告組織架構: 20% 

d. 口頭報告: 35% 

5. 公布成績:  

➢ 取優勝隊三名，給予獎金與獎狀，獎項如下:   

a. 第一名: 新台幣 3,000 元整，獎狀乙只。 

b. 第二名: 新台幣 2,000 元整，獎狀乙只。 

c. 第三名: 新台幣 1,000 元整，獎狀乙只。 

➢ 第一名將代表台灣前往韓國參加 2022 IFBLS 35th World Congress of Bio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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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Science Student Forum，本會將全額補助學生機票、住宿及大會註冊費。

(如第一名放棄參賽，則依名次往下由第二名遞補參加。) 本會亦全額補助指導老

師機票、住宿及大會註冊費，但指導老師必須持有本會會員資格且於 2022 年

IFBLS 大會投稿並且發表論文。【代表台灣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必須視當年情況而定】 

➢ 獲得第一名的學生必須於111年9月依然是在校身分並且應持有本會學生會員資

格。 

6. 參加學生將獲得「110 年度學生論壇參加證明」乙只，指導老師將獲得「110 年度學

生論壇指導老師感謝狀」乙只。 

 

學生論壇時程說明:  

(請注意排定之時程，並且準時繳交資料，若逾期本會將取消該參加者的資格。) 

日期 事項 

4 月 26 日 

15:30 前 

 

回傳「110 年度學生論壇 報名表」 

(傳真: 02-89670031，Email: michellecsc94@gmail.com 傳真後請電話確認

本會是否有收到資料，電話: 02-89675031-33 陳蕙倫小姐。) 

5 月 5 日 

17:30 前 

繳交「報告題目」及「摘要」(A4 大小一頁，字數 1000 字以內。) 

格式如下： 

a. 標題 (Title): Times New Roman, Single space, 16 point, Bold, 

Centered. 

b. 作者 (Author Information)：Times New Roman, Single space, 16 point, 

Centered. 

c. 通訊資訊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Times New Roman, Single 

space, 12 point, Italics. 

d. 關鍵字 (Keywords)：Times New Roman, Single space, 12 point, Italics. 

e. 報告學生 (Presenter)：Times New Roman, Single space, 16 point, 

Centered. 

f. 指導導師 (Advisor)：Times New Roman, Single space, 16 point, 

Centered. 

g. 內文 (Text)：Times New Roman, Single space, 12 point. 

(Email: michellecsc94@gmail.com，郵件主旨：學生論壇-XX 大學-XX 學生

繳交題目摘要) 

5 月 12 日 

17:30 前 

繳交英文確認「報告簡報檔」(PPT 格式)  

(Email: michellecsc94@gmail.com，郵件主旨：學生論壇-XX 大學-XX 學生

繳交 PPT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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