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書長的話
各位會員大家好：

7 月 31 日在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舉辦第 2 屆第 3 次家庭醫學教育研究
學會會員大會已完滿落幕。自從本屆家庭醫學會理監事上任後，與本會的交流與
合作日益密切。本次大會與家庭醫學會年會配合，並合辦研討會。兩會的攜手合
作與良性競爭將可以使家庭醫學的發展更加蓬勃。

本屆第 6 次理監事會已經決議設立家庭醫學院士。目前正由李理事孟智草擬
辦法，家庭醫學院士將會鼓勵大家更用心投入家庭醫學的研究與創新發展，強化
家庭醫學的專科地位，請大家共同期待與協助。

在提升家庭醫學研究風氣方面，本會從未怠惰。5 月 28 日在台大醫院舉辦
研究工作坊，由在家庭醫學研究有經驗的老師對初次接觸研究領域者作深入淺出
的介紹，受到會員的熱烈參與和肯定。本會為嘉惠會員，將陸續舉辦相關研討會，
近期舉辦的研討會包括已於 8 月 13、14、28 日在高雄、台中及台北舉辦的失智
症研習營。本活動由台灣失智症協會、台灣神經學學會行為神經學組、台灣老年
醫學會協辦，衛采公司贊助。隨高雄場次因遇颱風關係，會員參加較少之外，其
餘各場皆座無虛席。8 月 28 日之台北失智症研習營還請到澳洲失智症協會理事
長 Dr. Robert Yeoh 以”The Role of Family Physicians in Dementia Care－Australian
Experience”為題發表演講。 Dr. Robert Yeoh 慨贈本會澳洲一般科醫師處理失智
症患者的準則及相關資料；本會已印刷並隨本通訊贈送各位會員作為臨床處理的
參考。本會依宗旨推動教育工作，一向不遺餘力，往後還有數次各種主題（包括
metabolic syndrome 等）之討論會正在籌備中，您們的熱烈參與是我們舉辦活
動最主要的動力，活動內容請密切注意本會通知。

為鼓勵青年研究者的優秀論文獎仍舊進行，本次會員大會頒發之優秀論文
獎，論文品質有明顯進步，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請各位會員再接再厲，共謀家
庭醫學學術地位的提升。

會員編號 姓 名 任職

0154 職慶職 三職家庭暨社區職學部主任

0155 吳唯雅 中山職大附職青健中心主任

0156 張皓翔 台大家職部主治職師

0157 賴秀昀 台大家職部

0158 賴和賢 台大家職部

0159 劉宜廉 金山衛生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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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又有新夥伴加入囉！！大家一起歡迎他們



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 94 年度院際討論會

時間 ：2005 年 9 月 17 日 (星期六) 13:30 ~ 19:30

地點: 遠企(香格里拉)飯店 B1 大都會廳(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1 號)

主題：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高血脂及飯後高血糖之觀瞻

Novartis Multi-Hospitals Forum (II) : Linking the Metabolic Syndromes to

Cardiovascular, Dyslipidemia and Post-prandial Hyperglycemia Outcomes

學分申請：家庭醫學、公務人員認證

時間 主題 主講 主持

13:30- 14:00 Reception

14:00- 14:10 Opening 陳慶餘教授

臺大醫院

14:10- 14:45 How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Postprandial

Hyper- glycemia in type 2 DM patients

劉瑞瑤醫師台

北榮總

黃信彰主任

台北榮總

14:45-15:20 The role of RAAS in Metabolic syndromes 林慶齡醫師國

泰綜合醫院

林敏雄主任

國泰綜合醫院

15:20-15:35 Coffee Break

15:35-16:10 Consideration of Balance between Safety &

Efficacy in Patients under Lipid Treatment

(PRIMO)

洪冠予副教授

亞東紀念醫院

陳慶餘教授

臺大醫院

16:10-16:45 Low-dose Combination Therapy in

Hypertension ~ focus on diuretics with ARB

劉文俊醫師

臺大醫院

鍾嫈嫈主任

馬偕醫院

16:45-17:05 Panel discussion ALL

17:05-17:15 Closing 邱泰源主任

臺大醫院

17:30-19:30 Dinner

主辦：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 協辦：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林月女小姐 (shirleylin@ntumc.org)

傳真：02-2311-8674 電話：02-2356-2147



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學術研討會

時間 ：2005 年 10 月 8 日 (星期六) 13:30 ~ 19:00

地點: 台北喜來登飯店壽廳(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B2 )

主題：阿茲海默症研習營

學分申請：家庭醫學、老年醫學、公務人員認證

時間 主題 主講 主持

13:30- 14:00 報到

14:00- 14:10 引言 陳慶餘教授

臺大醫院

14:10- 14:50 阿茲海默症症狀與診斷 邱銘章醫師

台大神經科

蔡世滋主任

花蓮慈濟

14:50-15:10 Coffee Break

15:10-15:50 中重度及重度阿茲海默症藥物

治療與方向

王培寧醫師

北榮神經科

羅慶徽主任

三軍總醫院

15:50-16:30 中重度及重度阿茲海默症之照

護

黃宗正醫師

台大精神科

梁繼權秘書長

16:30-17:00 討論 全體講員

17:00 ～ Dinner

主辦：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 協辦：美時化學公司

聯絡人: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林月女小姐 (shirleylin@ntumc.org)
傳真：02-2311-8674 電話：02-2356-2147



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
～～家庭醫學研究工作坊(中區)

目 的：提升台灣家庭醫學同仁研究風氣與發表論文能力

對 象：所有會員、中區教學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含住院醫師)

時 間：94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1-6 時

地 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樓 105 講堂(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主辦單位： 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

Time Topics Speakers 主持人

13:00–13:30 Registration

13:30–13:40 Opening 林正介院長

13:40–14:20 Research in Family Medicine 李孟智教授

14:20–15:00 How to write a good proposal? 李采娟副教授
林文元主任

15:00–15:40 Research in study design 吳明蒼教授 楊郁雯主任

15:40 –16:00 Coffee break

16:20–17:00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 黃國晉副教授 楊郁雯主任

17:00–17:40 Research about basic statistics 李佳霙研究員 劉秋松主任

17:40–18:00 Discussion & Closing 劉秋松主任

備註：

1. 家庭醫學會學分申請中！

2. 本課程內容兼具理論與實用性，未來將視需要再進行研究實務工作坊

3. 為控制品質提昇成效，將分區由各醫學中心承辦，本次限為中區同仁

參加。

4. 本次工作坊符合報名資格者全程免費，名額限 150 人，報名截止日期

為 9月 30 日中午 12 時，依據報名先後，額滿為止。



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
各項研討會報名表

梯次 參加(V) 中餐 學分

9/17(星期六)
代謝症候群

□請備餐， □否
□素□葷食

家庭醫學甲類學分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10/8(星期六)
阿茲海默症

□請備餐， □否
□素□葷食

家庭醫學乙類學分
老年醫學甲類學分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10/8(星期六)
研究工作坊台中場

家庭醫學甲類學分

備註：1) 以上課程完全免費, 每場限額 80 名請於上課前一週
傳真(02-23118674) or mail: shirleylin@ntumc.org 報名。

2) 聯絡人：02-23562147，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林月女
小姐。

簽名： 會員編號: 日期：

聯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