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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第三屆第五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地點：成大醫學院 4 樓簡易餐廳 第一研討室(臺南市勝利路 138 號) 

主持人：林正介理事長 

出席：理事：呂碧鴻、李孟智、邱泰源、黃信彰、黃洽鑽、吳晉祥、劉文俊、 

顏啟華 

監事：陳慶餘、盧豐華、陳恆順 

列席：劉秋松秘書長 

請假：王英偉、李龍騰、林敏雄、張智仁、蔡世滋、劉宏文、鍾嫈嫈、 

   周明智、梁繼權、張家禎、蔡詩力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略) 

參、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1.研討會 

時間 地點 名稱 

96.12.10 (一) 台中亞緻飯店 27 樓 5
th

 Multi-Hospitals Forum of Family 

Medicine Physicians Confidential 

BP Control 

96.12.29 (六) 成大醫學院第二講堂 醫學教育課程發展研討會 
 

2.申請學分 

時間 地點 名稱 學分審查 

96.12.10(一) 

19:00-21:00 

台中亞緻飯店 27

樓 

5
th

 Multi-Hospitals Forum of 

Family Medicine Physicians 

Confidential BP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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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23(日) 

13:30-18:10 

福華國際文教會

館二樓卓越堂 

96 年度社區醫療品質提升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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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名稱 學分審查 

96.12.29(六) 

08:30-16:30 

成大醫學院第二

講堂 

醫學教育課程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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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案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執行期間 計畫經費 經費來源 備註 

96 年度門診戒菸治療管理

中心計畫 

蔡世滋 96.02-96.12 4,700,000 行政院衛生署國

民健康局 

結案 

推展小型醫院與診所聯合

執業團隊發展學習型組織 

梁繼權 96.01-96.12 4,045,418 行政院衛生署 結案 

民眾自我照護手冊推廣之

效益評估 

劉文俊 96.02-97.02 2,600,000 行政院衛生署 結案 

旅遊醫學訓練手冊編纂計

畫 

黃國晉 96.11-96.12 800,000 行政院衛生署 結案 

97 年度門診戒菸治療管理

中心計畫 

蔡世滋 97.1-97.12 4,855,400 行政院衛生署國

民健康局 

新增 

 

4.出版: 

(1) 「台灣家庭醫學研究」雜誌 

(2) 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會訊 

(3) 旅遊醫學訓練手冊 
 

二、委員會報告 

1.研究委員會李主委孟智報告 

(1) 確定院士袍格式為深紫色底，綠色披肩，方形博士帽。訂製六件院

士袍作為授證典禮使用。(每件約 6000 元，會員亦可訂製) 

(2) 院士證書樣式：內容為橫式書寫，含中文證書及英文證書。 

(3) 成立院士認定委員會，並擬邀請衛生署長或家庭醫學資深前輩授證。 

(4) 再次公告院士遴選消息，鼓勵符合資格者踴躍申請。 

2.教育委員會盧主委豐華報告 

(1) 已於 96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假成大醫學院第二講堂舉辦「醫學

教育課程發展」研討會，本次前來聽講會員及非會員共有 71 位。 

(2) 預計於今年下半年舉辦「門診看診技巧之錄影教學的現況與創新」，

主題內容預計包括：1.徵詢五家訓練醫院分享錄影教學現況與心得；

2.討論錄影教的技巧；3.討論錄影教學的評估；4.討論錄影教學的師

資培育；5.討論錄影教學所遇的困難與對策等。確定規劃後，請各位

理監事能鼓勵所屬之醫師踴躍參加。 

3.出版及資訊委員會呂主委碧鴻報告 

(1) 雜誌稿源不足，請各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主任協助，鼓勵所屬踴躍

投稿，除原著論文、個案報告外，也歡迎 review 性質文章。 

(2) 開闢論文交流園地：為豐富學會雜誌內容，分享會員研究成果，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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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會員在過去三年內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的論文，將其論文摘要投

稿本雜誌之「論文交流園地」。也請各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主任鼓勵

所屬將相關的研究論文摘要，刊登在學會誰誌的學術交流園地。（有

關著作版權問題，由學會統一辦理，或避免版權問題，直接翻譯成

中文摘要投稿。） 

(3) 邀請本會會員已有連續性研究成果者，對 cohort database 建立已有

經驗之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整理介紹其研究方法，投稿本會雜誌。 

4.社區醫療體系建構小組梁召集人繼權報告(請假)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院士資格審查，提請討論。(秘書處) 

說明：1.學會書函通知會員至今已有 15 名會員申請院士(名單如附件)， 

     請審查。 

     2.秘書處初步審查，15 名申請者皆符合本會院士申請資格。 

決議：1.申請院士名單通過。 

   2.應再通知會員，鼓勵符合資格者申請。 

提案二：院士證書內容修正案，提請討論。(陳慶餘常務監事) 

說明：內容經研究委員會李主委孟智提議為橫式書寫，含中文證 

      書及英文。為符合家庭醫學傳承之精神，證書內容修改 

      如附件。 

決議：修正後之格式請蔡世滋主任確認後再定案。 

提案三：院士授證貴賓提名，提請討論。(李孟智理事) 

說明：家庭醫學院士制度之設置乃為傳承家庭醫學之發展及 

      家庭醫師制度之建立，是否邀請及邀請些貴賓授証請討論。 

決議：基於設置家庭醫學院士制度之初衷，應由台灣家庭醫學發展

之先驅(pioneer) 擔任「院士認定委員會」之委員，共同簽署

院士證書，並恭請其擔任榮譽院士及授證貴賓。 
 

伍、臨時動議： 

(1) 醫策會社區醫療群品質提升計畫已中止，請社區醫療體系建構小組瞭解

醫療網計畫中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之推展情形，及如何延續輔

導工作，本學會將如何因應等事宜。(邱泰源理事) 

   決議：請委員會通盤了解後向理監事會報告。 

(2)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基層醫師教學卓越獎：請教學醫院主任能推薦對教

學方面有貢獻之基層醫師。(邱泰源理事) 

   決議：於會訊中向各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傳達此訊息 

(3) 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間：97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 

(4) 會員大會時程：配合院士證書之頒授時程如下： 

時間：97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 

地點：台大醫院(請蔡詩力副秘書長協助商借) 

主題：請各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就家庭醫學之教學、研究、家庭醫師制

度等之傳承議題於會中發表。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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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院士遴選活動※ 

應會員熱烈要求，特將院士遴選活動延至 6 月２３日(星期一)， 

請各會員有符合資格者，歡迎踴躍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97 年度會費繳交 

我們準備優質的活動，歡迎大家來參與！並請大家能儘快繳交會費，

這樣參加活動才能感受到好的享受喔！ 

郵政劃撥帳號：４２１１２７１７            (常年會費 1,500 元) 

 

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即將舉辦，敬請踴躍參加。 

時間：民國 97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２０２會議室 (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各位會員，現在我們的家醫研究雜誌需要您來盡一分力，因稿源不足，

延宕雜誌出版的情形，歡迎各位會員踴躍投稿，且本誌接受電子投稿，

以簡化您的投稿程序喔！(E-mail:tfmr2003@gmail.com) 

邀稿類型： 

1.原著論文    2.個案報告 

3.綜論文章    4.專論文章 

5.論文交流園地：會員近年已發表於其他學術性雜誌之論文摘要。 

        (有關著作版權問題，由學會統一辦理。) 

6.會員已有連續性研究成果者，對 cohort database 建立已有經驗之醫學

中心及教學醫院，整理介紹其研究方法。 
 

會員大會來囉！！ 

邀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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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院士申請書 

基  
 

本   

資 
  

料 

姓名（中文）  會員編號  

姓名（英文）  入會時間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申 
 

請  

資  

格 

(1)符合六年內接受繼續教育學分（含本會、台灣家庭醫學會及台灣醫

學會學分）達 200 點（含）以上。(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具以下傑出表現或特殊貢獻之一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 A.曾任衛生署認定合格家庭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主任 

□ B.曾擔任醫學院家庭醫學科主任 

□ C.曾任教家庭醫學及相關課程達三年（含）以上 

□ D.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本學會家庭醫學研究雜誌原著論

文至少一篇者（毎篇只適一人申請） 

□ E.曾擔任本學會理、監、各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 F.曾擔任本學會各工作委員會委員達三年（含）以上者 

□ G 對家庭醫學及社區醫學教育研究有卓越貢獻經本學會理監事

聯席會認定者 

  

 

               申請人簽名：         

 
請將申請書寄至本學會會址。(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轉)。 

本次收件時間至 97 年 6 月 23 日截止。 

審 

查 

結 

果 

□ 符合院士資格 

□ 不符合院士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