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新禧、猴運年年

2004 甲申年是十二生肖中的猴年，猴子向以活潑靈活著稱；

希望猴年能為大家帶來衝勁，事事順利，不但工作上有更大的

成就；身體健康也像猴子一樣，充滿活力與幹勁。秘書處向大

家拜個晚年，祝大家猴年行猴(好)運，會務蒸蒸日上。

新成員加入囉！！一起來鼓掌歡迎吧！！
會員編號 姓 名 任 職

0139 黃偉城 高雄長庚家醫科

0140 劉瑞瑤 台北榮總家醫部

0141 林文元 中國醫藥學院家醫科

0142 陳亮恭 台北榮總家醫部

0143 林名男 新樓醫院麻豆分院家醫科主任

0144 邱德威 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家醫科主任

0145 高有志 高醫師家庭醫學診所

0146 謝文進 文林聯合診所

0147 莊榮彬 亞東醫院家醫科主任

0148 蘇世斌 奇美醫院附設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聯合診所主任

93 年度會費繳交～～～～～～開始囉

新的一年又來囉！這一年我們準備很多優質的活動，歡迎大家來參與
喔！並請大家在二月底前繳交會費，這樣…以後參加活動才能享有極佳的
優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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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第二屆第二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廿七日（星期六）中午一時

二、地點：ＭＳＤ北中南區視訊會議室

三、主席：陳理事長慶餘

四、出席理事：王英偉、李孟智、林正介、林敏雄、周騰達、陳慶餘、黃信彰、黃洽鑽

監事：劉宏文、陳恆順、劉秋松

五、列席：梁繼權秘書長、賴明美副秘書長、林月女小姐、曹英俐小姐

六、報告事項(略)

七、討論提案及決議事項

1. 通過九十二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及工作報告表

2. 通過九十三年度工作計劃表及預算編審表

3. 通過會員蘇世斌醫師入會資格

4. 修正後通過『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青年學者優秀論文獎甄選辦法』，並由
教育委員會及研究委員會組成優秀論文審查委員會辦理之。

八、臨時動議：

1.協助出版『社區實務手冊』事宜

決議：醫策會為了住院醫師一般醫學訓練課程需要，擬出版『社區實務手冊』，
請本學會各委員提供教材，聯絡人為劉文俊醫師。

2.家庭醫學會年度改選將屆，建請本會及早因應

決議：本學會將於三月底以前提出建議候選人名單

3.私立醫學院家庭醫學科生存之道討論

決議：健保支付有關條文對家庭醫學科應屬利多，且不含於合理門診量的安寧
照顧、居家照護、預防保健…等業務均為家庭醫學科領域，宜多爭取，化被動
為主動扭轉情勢。醫學院的教學任務無可取代，應向各主管單位及長官反應。
社區醫院家庭醫學科的經營若有需要可召開研討會，加強各院交流，互相請益。

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青年學者優秀論文獎甄選辦法
91.11.23 第一屆第五次理事會議通過

92.12.27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
一、主旨：為鼓勵本學會年輕會員及準會員積極從事家庭醫學之學術研究，設立本辦

法。

二、對象：本學會會員主治醫師年資未滿五年，並積極從事家庭醫學學術研究，且已

繳納本學會常年會費及各項經費者，均可提出過去五年內已發表或已經接受發表之

論文申請本獎，但以第一作者為限。所提出之論文限在國內所作研究，並在有同儕

審查制度之學術性雜誌發表，且未曾獲其他任何獎金。



三、名額：共３個名額，每名頒發不等之獎金新台幣三萬、二萬及一萬之獎金及獎狀

乙紙（如無適當人選則保留名額至次年辦理）。

四、申請方式：由各會員、準會員自行向本學會提出申請，申請人請於期限內交寄稿

件至本會審查。

五、申請時間：每年九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年度延至 93 年 3 月 31
日)

六、申請辦法：稿件三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印本代替，但至少需抽印本一份）連

同申請書寄至本學會會址。

七、審查方式：由本學會之優秀論文審查委員會審查。

八、頒獎日期：於翌年之本學會會員大會中頒獎。

九、報名辦法：請洽秘書處林月女小姐(shirleylin@ntumc.org) Tel:02-23562147

2004 年旅遊醫學國際研討會
謹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假台北六福皇宮舉辦『2004年

旅遊醫學國際研討會』，會中特別邀請世界衛生組織 (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Traveler’s Health 執行長 Prof. Robert Steffen來台參與討論，藉由國內外學者交流，以

了解現行各國旅遊醫學門診推廣之現況及資訊，供國內參考。請各位會員踴躍參與。

主題: 台灣旅遊醫學相關問題之探討
時間：下午 13:30 - 18:00
地點：台北六福皇宮 B1 樓蘭花廳

節 目 表

時 間 會 議 主 題 主 持 人 演 講 者

1400 - 1410 開幕致詞 陳慶餘理事長

1410 - 1440 旅遊健康與衛生政策 劉宏文教授 李龍騰副署長

1440 - 1510 國人對旅遊醫學之知識、態度與行為之探討 蔡世滋主任 陳慶餘教授

1510 - 1530 休息

1530 - 1610 Theory of travel medicine 張智仁教授 Prof. R. Steffen

1610 - 1710 Experience on travel medicine clinics 李孟智教授 Dr. Bob Kass

1710 - 1730 互動式案例討論 梁繼權秘書長

1730 - 1750 綜合討論 呂碧鴻主任

1750 - 1800 結論 陳慶餘理事長

報名方法：請填寫隨函所附之報名表，傳真報名
截止日期：九十三年二月十三日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dvance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CAD and DM Patient

時間：九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上午 9：00～12：30
地點：北投亞太溫泉會館

節 目 表

時 間 會 議 主 題 演 講 者

0900-0930 Registration

0930-0940 Opening

0940-1030 Topic: Defects in insulin production in type 2 diabetes: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rapeutic approach

Prof. J. Turtle

1030-1100 Local Speaker 傅振宗主任

1100-1120 Breaker

1120-1200 Topic: Reconsidering the management of all CAD
patients: importance of the EUROPA trial

Prof. Per
HILDEBRANDT

1200-1220 Panel Discussion

1220-1230 Closing

報名方法：請填寫隨函所附之報名表，傳真報名

截止日期：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對全民健保「降血脂藥物」給付原則之建議
本學會陳理事長參與「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九十二年第十二次委

員會議，討論健保對於給付「降血脂藥物」之原則。會議決議建請健保局對於該
類藥物之使用，應定立用藥規範使醫師有所依從；但不宜訂定統一的使用方法，
應由醫師依病人狀況考慮用藥。心血管病、高血壓及糖尿病患者每 3至 6個月抽
血檢查一次；對於規定未臻明確之處予以釐清。對於非藥物治療部分宜有統一的
規範與施行方式。同時檢討降血脂藥物的藥價是否合理。考慮對非藥物治療如營
養衛教給予給付。原用藥規範中較有彈性的字眼，使審查醫師在審查時因個人見
解不同而引發爭議，應召開專家會議修正。醫學會應繼續向會員宣導詳實完整的
病歷記載以符合醫療法規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