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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3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六  中午 12 時 40 分~13 時 20 分 

開會地點：成功大學成杏校區醫學院(台南市小東路) 

出席人數: 32 人(應到人數:49 人  出席人數:32 人  請假:17 人) 

主席:楊俊毓 理事長    紀錄:黃麗紅 

 

---------------------------------------------------------------- 
一、  大會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三、  會務報告  

(1) 本年度共召開 2 次理監事暨常務理監事會議，分別於 103 年 2 月 25 日及

9 月 10 日。 

(2) 本年度新增 2 位個人會員、13 位學生會員，會員人數截至 103 年 10 月底，

共有個人會員 281 人，團體會員 10 單位。 

(3) 研究計畫管理：103 年度新增計畫案共 4 件，計畫主持人分別為宋鴻樟教

授、楊俊毓教授、邱弘毅教授(2 件)，至年底管理費總收入 898,530 元。 

(4) 103 年度學術研討會規劃。 

I. 聯合年會學術委員會流病預醫組委員：王姿乃教授、李中一教授、林明薇教

授、白其卉教授、程蘊菁教授。 

II. 專題討論： 

第一場次：10月 25日早上 9:15-10:45，主題:氣候變遷與傳染病，由陳

國東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成大蘇慧貞教授、疾病管制署吳和

生主任及張筱玲科長、奇美醫院陳國泰醫師、台大邱嘉斌助理

教授等進行專題演講及討論。 

第二場次：10月 25日早上 11:00-12:30，主題:台灣婦幼衛生研究新進展，

由季瑋珠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台大江東亮教授、台北市立聯

合醫院陳揚卿醫師、衛福部台中醫院詹其峰醫師等進行專題演

講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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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般論文(口頭)： 

流病預醫(一)：10月 26日早上 9:00-10:30，由李中一教授、林明薇教授

擔任主持人。 

流病預醫(二)：10月 26日早上 10:50-12:20，由程蘊菁教授、王亮懿教

授擔任主持人，本會博士生論文獎第一名論文發表。 

 

(5) 103 年度獎助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說明：本次申請者有 8位，因本會只補助 5位，每案業經兩位評審委員審查，

得獎者如下，得獎者已於 5月 30日在學會網站公布。 

 

申請人 就讀學校 計畫名稱 指導教授 

潘宗承 
中國醫藥大學  

公衛系三年級 

空氣污染及斯達汀藥物使用對高血壓族群

發生中風之探討 
宋鴻樟 

胡揚成 
台北醫學大學 

公衛系三年級 

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接受器 2 與乳癌之相

關性研究 
邱弘毅 

賴建儒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系三年級 

老化社區居民疾病與健康狀況之發炎相關

生物指標研究-疊代病例對照劑量效應驗證 
許光宏 

曾子容 
輔仁大學 

公衛系四年級 

探究台灣活禽市場人員感染禽流感病毒重

要亞型抗體的盛 行率與因子調查 
金傳春 

花聖淵 
中國醫藥大學 

公衛系三年級 

空氣污染對過敏性鼻炎患者手術治療後復

發之影響探討 
何文照 

 

(6) 103 年度第一梯次獎助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說明：本次申請者有 11位，本會第一梯次補助 4位，每案業經兩位評審委員審查，

得獎者如下，得獎者已於 6月 2日在學會網站公布。 

 

申請人 就讀學校 發表論文題目 會議名稱 

曾鈺庭 
高雄醫學大

學公衛所 

探討台灣地區成人氣喘與 CHI3L1基因多

型性之相關性 

歐洲過敏與臨床免

疫協會 

陳薏如 
台北醫學大

學公衛所 

葡萄糖激酶調節蛋白及葡萄糖轉運蛋白-1

基因多型性與缺血性中風之相關性研究 
歐洲動脈硬化學會 

鄭雅勻 
成功大學環

醫所 

台灣全國性研究:井水中砷濃度與慢性腎

臟病相關性 

國際環境流行病學

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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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蓁 
陽明大學公

衛所 

同儕與社會網路對青少年飲酒行為影響探

討 
美國預防醫學學會 

 

(7) 103 年度研究生論文獎 

說明：1.本次研究生論文獎，申請者有碩士論文獎 5位、博士生論文獎 6位。 

2.評審辦法：碩士、博士論文先經學術委員依流病及環衛分組，每案先送

兩位專業審查委員初審後，再由審查小組(5位審查委員)來進行複審評

分，複審結果送至理監事會議討論得獎名單。 

3.研究生論文獎得獎名單如下: 

碩士論文獎： 

「特優獎」：詹家華，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畢業。 
「優等獎」：詹文綺，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畢業。 

尤瀅淑，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畢業。 
陳偉仁，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畢業。 

博士生論文獎： 

「第一名」：詹毓哲，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畢業。 
「第二名」：賴季侑，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畢業。 
 

四、討論提案: 

提案一‧審查 102年度學會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

財產目錄，及 103年度工作報告。(如附件) 

說明：以上資料經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審查 104 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如附件) 

說明：以上資料經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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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動議：  

提案人：宋鴻樟 

提案：2014年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因參加人數增加，突增開銷，請本學會再贊

助 2萬元。 

決議:全數通過。 

六、頒獎:頒發 4位碩士論文獎。 

七、選舉理監事： 

(一)發票人員：顏淑芬 

(二)唱票人員：郭虹萱、林書綺 

(三)記票人員：黃麗紅 

(四)理事監票人員：宋鴻樟、陳國東 

(五)監事監票人員：張志欽、蔡尚學 

理事選舉得票數： 

總票數 32票，有效票數 28票，無效票數 4票； 

1 號沈志陽 26 票；2 號許光宏 21 票；3 號邱弘毅 25 票； 

4 號郭浩然 15 票；5 號陳保中 25 票；6 號郭憲文 20 票； 

7 號陳品玲 18 票；8 號薛玉梅 18 票；9 號翁瑞宏 23 票； 

10 號王姿乃 23 票；11 號陳淑媛 17 票；12 號廖勇柏 19 票； 

13 號蔡益堅 7 票；14 號張志欽 22 票；15 號王豊裕 20 票； 

16 號吳明蒼 4 票；17 號程蘊菁 3 票；18 號史麗珠 4 票； 

19 號林明薇 5 票；20 號李建宏 15 票；21 號蔡尚學 16 票。 

郭浩然與李建宏同為 15 票，現場由宋鴻樟為抽票人，陳國東、張志

欽為監票人，抽中郭浩然。 

第五屆理事當選人(共 15 位)： 

沈志陽、邱弘毅、陳保中、翁瑞宏、王姿乃、張志欽、許光宏、郭憲

文、王豊裕、廖勇柏、陳品玲、薛玉梅、陳淑媛、蔡尚學、郭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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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理事(共 5 位):李建宏、蔡益堅、林明薇、吳明蒼、史麗珠。 

吳明蒼與史麗珠同為 4 票，現場由陳國東為抽票人，宋鴻樟、張志

欽為監票人，抽中吳明蒼為候補第 4 位；史麗珠為候補第 5 位。 

 
監事選舉得票數： 

總票數 32票，有效票數 28票，無效票數 4票； 

1 號宋鴻樟 23 票；2 號陳國東 17 票；3 號陳為堅 22 票； 
4 號陳建仁 25 票；5 號郭育良 14 票；6 號楊俊毓 25 票。 

第五屆監事當選人(共 5 位)：陳建仁、楊俊毓、宋鴻樟、陳為堅、陳國東。 

候補監事(共 1 人)：郭育良。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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