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第二屆第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廿二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
二、地點：台北市六福皇宮三樓永安廳

三、主席：陳理事長慶餘

四、出席：（依姓氏筆劃順序）

理事：王英偉、呂碧鴻、杜明勳、李孟智、林正介、邱泰源、陳慶餘、張智仁、

蔡世滋、黃信彰 監事：劉宏文、陳恆順、劉秋松

五、列席：梁繼權、林月女、曹英俐 紀錄：林月女

六、請假：黃洽鑽、林敏雄、李龍騰、鍾嫈嫈、周騰達、周明智、盧豐華
七、報告事項

1. 確認前次會議記錄
臨時動議三：私立醫學院家庭醫學科生存之道討論。此議題全國各家醫科皆關
心，將來若依決議召集會議討論時，與會代表應不分公私立包含全國各醫學院。

2. 會務報告－秘書長
1) 92 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基金收支表送內政部核備，

收支決算表依規定增加專案計畫收支項目如附件。
2) 第 12 期會訊已於 93.2.1 順利出刊。
3) 93 年度北區研討會將於 3 月 14 日上午假台北北投亞太溫泉會館舉辦「冠

狀動脈心臟病與糖尿病人治療新趨勢之國際研討會」。
4) 93 年度委託執行研究計畫報告：國民健康局「門診戒菸治療管理中心企畫

案」三年期計畫，計畫主持人：蔡世滋主任，本年契約價金:10,305,000。
5) 代表學會出席各項會議報告(附件)

3. 教育委員會(林正介主任委員)
1) 本年度教育委員會將協助醫策會辦理社區醫療群認證教育課程
2) 預定於中部地區籌辦研究研討會
3) 擬推動「分區月會」，促進各訓練醫院家庭醫學科交流

4. 研究委員會(李孟智主任委員)
1) 本學會青年學者優秀論文獎甄選辦理進度報告：共有三個名額，目前報名

有兩篇，請前輩們惠予推薦，3 月 31 日截止。
2) WONCA 2004 報告：恭喜本學會蔡世滋理事受邀擔任專題演講講座，三合

一年會 3 月 15 日報名截止，請共襄盛舉(詳如附件)
3) 本學會”fellow ship”辦法，經決議仍請研究委員會繼續規劃辦理。

5. 資訊暨出版委員會(呂碧鴻主任委員)
家庭醫學研究雜誌在大家的期盼下創刊號已順利出刊，特別感謝林敏雄

理事大力協助。第二期雜誌預計月底可出版，四月底的第三期雜誌原著論文
則告急，務必請各前輩優先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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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區醫療體系建構小組(邱泰源主任委員)
1) 社區醫療群近期作業報告
2) 醫策會第一年住院醫師一般醫學訓練評估結果，給予家庭醫學科負責的社

區醫學部份極高的評價。規劃中的第五期醫療網社區醫學扮演著重要角
色，各位的付出已受肯定。

3) 醫療體系中醫院家庭醫學科的角色尚未明朗，「醫學中心有基層醫療的功
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希望能推動醫院門診初診病患先經由家庭醫學科
診療。

八、討論提案
請張智仁常務理事擔任本會選務小組召集人，規劃參與家庭醫學會年度改選事務。

2004 年旅遊醫學國際研討會記事
秘書長 梁繼權

近年來台灣的國際交流活動日益頻繁，一方面出國旅遊觀光的民眾增加；另一方
面因商務與工作因素而到國外短暫甚至較長期居留的也不少。國民出國到另一個地理
與社會環境不同的地方生活，會有很多健康上與安全上的顧慮。以往醫界對此問題並
不關心，政府雖然有疾病管理局提供電子化的國際疫情報導；但一般民眾甚少懂
得利用；旅遊業者在報喜不報憂的商人心態下，亦不會主動考慮旅遊地可能潛伏
的健康問題。本學會為進一步提高家庭醫師對旅遊醫學的了解，希望透過民眾健
康的守護者家庭醫師來提供民眾必須的旅遊前衛教、預防措施及旅遊後的健康篩
檢。在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於台北六福皇宮舉行『2004 年旅遊醫學國際研討會』。當天早
上先由本會邀請家庭醫學專家學者與國際旅遊醫學會主席，瑞士蘇黎世大學旅遊醫學
教授 Robert Steffen 舉行座談會，了解不同國家發展旅遊醫學的經驗與討論在台灣推動
旅遊醫學的策略。座談會亦獲得疾病管理局官員蒞臨指導，互相交換心得與謀求共識。

下午為進行台灣旅遊醫學門診研討會，本會理事長首先報告在亞太地區 5 個機場
候機室對旅客的調查報告「國人對旅遊醫學之知識、態度與行為之探討」。發現僅有 31%

曾尋求旅行前的諮詢、5%在旅行前注射 A 型或 B 型肝炎疫苗、33%到瘧疾疫區
攜帶預防藥物，顯示亞洲民眾之旅遊醫學知識、態度與行為亟待加強。接著由
Robert Steffen 教授演講旅遊醫學理論，Steffen 教授生動與深入淺出的把整個旅

遊醫學的內容與範圍作詳細的介紹；加上他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推廣旅遊醫學的經
驗，使演講內容十分充實有趣。再下一場是來自澳洲的 Dr. R. Kass 介紹他在澳洲
開辦旅遊醫學門診的經驗。Kass 詳細地把他的經營策略公開，大概並不害怕我們
去搶他的生意，從簡報中看到他的門診裝潢得有如大飯店的大堂，實在令人十分羡慕。
亦反應出不同民情對旅遊醫學的重視程度的差異。接下來是小弟主持互動式個案討
論，我提出 8 個不同的旅遊狀況，由參與者共同討論所需要的預防策略，Prof. Steffen 及
D r .

Kass 亦提供專家意見，使大家有不少收穫。最後是呂碧鴻理事主持的綜合討
論，大家踴躍發言與提問，使整個研討會的氣氛達到最高潮。唯一美中不足

是
衛生署李副署長因公務繁忙無法出席演講；但他在研討會結束前仍趕來參與

討
論，其精神實在令人感動。一整天的活動最後在美味的自助餐與賓主盡歡的

氣氛下結束。本次活動除了要感謝各位演講者及參與者外，更要感謝葛蘭素史克藥廠
的協辦。希望在不久將來國民出國旅遊時身體健康可以得到保障。



活動預告：本會與台灣失智症協會合辦「失智症照護專業核心課程」

會員八五折優待，請各位踴躍報名參加喔！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二、承辦單位：台灣失智症協會（承辦人：吳慧絹、史宛玉小姐、電話：02-3365-2826）
三、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台灣職能治療學會、台灣社會工作專業

人員協會、台灣心理學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台灣神經學學會、台灣精神醫學會、

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台灣老年醫學會、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中華民

國失智者照顧協會、署立台中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神經科
四、授課對象：長期照護機構及各醫院之醫師、護理、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等
相關醫療專業人員，每場次 120 名，共 360 名。(照顧服務員培訓另行安排)
五、課程特色：

1. 專業團隊共同參與：失智症照護需要相關專業共同參與、互相學習與合作，因
此在講員的安排及學員皆包含各專業領域專家。

2. 提供整體性失智照護基本概念：失智症照護包含不同層面的概念、需求及服
務，從生物、心理、社會、靈性面的改變，從確定診斷到輕中重度的歷程，從
患者到家屬的需求，從社區到機構面的資源等，拓展各專業之視野，使患者及
家屬獲得最完整之照護，提昇失智者及家屬生活品質(此係失智症協會成立之宗
旨)。

3. 理論與實務兼備：專業人員需要有理論之基礎以對問題有深入之理解及進一步
的發展的空間，課程中亦將提到理論於實務之應用。

六、結業證明：全程參與且評量及格者始可獲得結業證明。証書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
內寄發。未來本會進階課程依內容需要，將以此課程為學員基礎資格。洽商各專業學
會提供學分認證中。
七、舉辦時間地點：北區：台大醫院第七講堂(台北市常德街一號)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四、十五日(五、六)
地點：台大醫院第七講堂(台北市常德街一號)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員

8:30-8:50 報到 主辦單位
8:50-9:00 開幕式 長官
9:00-10:30 失智症常見精神行為症狀與治療 黃正平主任
10:40-12:10 大腦與認知、情緒、行為、語言 邱銘章醫師
12:10-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14:50 失智症家屬照顧歷程 徐亞瑛教授

5/14
(五)

15:00-16:30 失智症照護原則與方法 林麗嬋教授

8:00-8:30 報到 主辦單位
8:30-10:10 失智症之診斷與治療 劉秀枝主任
10:20-10:50 失智症之認知功能評估 楊啟正心理師
10:50-12:20 失智症患者生活參與之促進 羅鈞令副教授
12:2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00 失智症治療性環境 黃耀榮副教授
15:20-16:40 失智症整體照護需求及社會資源 陳俊佑主任

5/15
(六)

16:40-17:10 學員評量(Examination) 主辦單位



中區：署立台中醫院(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五、六)
地點：署立台中醫院
日期 時間 主題 建議講員

8:30-8:50 報到 主辦單位
8:50-9:00 開幕式 長官
9:00-10:20 失智症整體照護需求及社會資源 王潔媛秘書長
10:30-12:00 失智症治療性環境 黃耀榮副教授
12:00-14:00 午餐 / 參觀失智護理之家 / 休息 台中醫院護理之家
14:00-14:30 失智症之認知功能評估 鍾麗珍心理師
14:30-16:00 失智症之診斷與治療 卓良珍主治醫師

5/28
(五)

16:10-17:40 失智症常見精神行為症狀與治療 賴德仁主任
8:30-9:00 報到 主辦單位
9:00-10:30 大腦與認知、情緒、行為、語言 王文甫醫師
10:40-12:10 失智症照護原則與方法 楊曼華講師
12:10-13:10 午餐及休息
13:10-14:40 失智症患者生活參與之促進 呂文賢講師
15:00-16:30 失智症家屬照顧歷程 湯麗玉秘書長

5/29
(六)

16:30-17:00 學員評量(Examination) 主辦單位
南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六樓第二講堂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十九日(五、六)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六樓第二講堂
日期 時間 主題 建議講員

8:30-8:50 報到 主辦單位
8:50-9:00 開幕式 長官
9:00-10:30 大腦與認知、情緒、行為、語言 甄瑞興醫師
10:40-12:20 失智症之診斷與治療 劉景寬教授
12:20-13:20 午餐與休息
13:20-13:50 失智症之認知功能評估 高林莉心理師
13:50-15:20 失智症常見精神行為症狀與治療 張鈺姍醫師

6/18
(五)

15:40-17:10 失智症治療性環境 黃耀榮副教授
8:30-9:00 報到 主辦單位
9:00-10:30 失智症照護原則與方法 林麗嬋教授
10:40-12:10 失智症患者生活參與之促進 蔡宜蓉講師
12:10-13:20 午餐及休息
13:20-14:40 失智症整體照護需求及社會資源 陳俊佑主任
15:00-16:20 失智症家屬照顧歷程 湯麗玉秘書長

6/19
(六)

16:20-16:50 學員評量(Examination) 主辦單位
八、報名截止日期：北區：5 月 7 日、中區：5 月 21 日、南區：6 月 11 日
九、費用：台灣失智症協會會員 1500 元、協辦單位會員 1700 元、非會員 2000 元。
十、報名：自行下載報名表 www.tada2002.org.tw，或 e-mail 報名 tada.tada@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