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5年 10 月 15日(星期六)  中午 12時 30分~13 時 20分 

開會地點：國防醫學院第九會場 23教室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1號)  

出席人數: 37人(應到人數：50人 出席人數：37人 請假：13 人) 

主席 : 沈志陽 理事長    紀錄：楊繡綾、黃于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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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3月 14日及

9月 19日。 

2. 第五屆各委員會召集委員： 

國際會務活動委員會郭浩然理事、會員服務委員會蔡尚學理事、財務委員

會王豊裕理事、學術委員會陳保中理事 

3. 本年度新增 4位個人會員、15位學生會員，會員人數截至 105 年 9月底，

共有個人會員 317人，團體會員 11 單位。 

4. 105年專案計畫管理： 

計畫主持人 補助單位 總經費 管理費 

楊俊毓 景丰科技公司 20萬 12,000 

邱弘毅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萬 12,000(尚未入帳) 

李美璇 美國 BMS 藥廠 16,737,647 1,004,258 

分三年認列： 

 104年度，

334,258 

 105年度，

335,000 



 106年度，

335,000 

邱弘毅(總主

持人) 

公益信託王詹樣社會福

利基金 

1000萬 600,000(尚未入帳) 

總計   959,000 

5. 105年度研討會規劃： 

105 年公衛年會大會主題：投資更健康的未來—健康人群、健康國民

「Investing in a Healthier Future- Healthy People, Healthy Nation」 

I. 聯合年會學術委員會流病預醫組委員： 

王姿乃召集人、白其卉共同召集人、陳淑媛委員、程蘊菁委員、藍祚運

委員。 

II. 專題討論：10月 16 日上午 9:00-12:30，共二場次、同主題：職災、公

害與法律流行病學的運用與發展(一)、(二)，本場次為大會指定錄影場。 

由中央研究院沈志陽教授、臺灣大學陳保中教授擔任主持人，邀請陽明

大學林宜平教授、成功大學王榮德教授、成功大學李俊璋教授、臺灣大

學詹長權教授、永信法律事務所林永頌律師、法扶基金會謝幸伶律師、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洪嘉呈律師進行專題演講及討論。 

  IV. 於聯合年會大會會場頒發本會碩博士論文獎，碩士 4 位、博士 3 位。 

V. 一般論文： 

   流病預醫(一)10 月 18 日上午 8:30-10:00，由何文照教授、藍祚運教授

擔任主持人； 

   流病預醫(二)10月 18日上午 10:30-12:01，由陳淑媛教授、程蘊菁教授

擔任主持人。 

VI. 舉辦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 

6. 105年度獎助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說明：本次申請者有 9位，依據

獎助辦法最高獎助 5 件計畫案，據此評選出 5 位學生提供計畫獎助，獲

獎名單於 105 年 7月 7日於學會網頁公告得獎明單。 



    

7. 105年本會獎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第一梯次，說明：申請件共 12件，

補助上限 4 件，每件補助獎助金 3 萬元。第一梯次共補助 4 件，並已全

數核銷完畢。 

   104年 6月 15日於本學會網站公告得獎名單(如下表)。 

                          

8. 105年度研究生論文獎，說明：本次研究生論文獎，申請者有碩士論文獎

2位，博士生論文獎 5 位，每案業經學術委員依流病或環衛領域分組，先

由兩位專業評審委員初審後，再送審查小組(5位評審委員)進行複審評分，

其審查結果送交第五屆第五次(9月19日)理監事會議決議選出獲獎名單。 

碩士論文獎： 

「特優獎」一名：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 

「優等獎」至多三名：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壹萬元。 

博士生論文獎： 

「第一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伍萬元。 

「第二名」一名：獎者得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叁萬元。 

「第三名」一名：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 

得獎名單： 



碩士生論文獎：得獎者如下，得獎名單已於 9月 17日在學會網站公布 

     

博士生論文獎：得獎者如下，得獎名單已於 9月 17日在學會網站公布  

  

9. 本會去年首次舉辦的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習營 (Genomic Epidemiology 

Workshop)獲參與者熱烈回響，今年於 105 年 8 月 22-26 日假中央研究院

蔡元培紀念館再次舉辦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習營 (Genomic Epidemiology 

Workshop)，本活動特別邀請國內外熟習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究方法並有卓

越研究成果之學者前來授課。主要內容包括全基因體關連研究(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次世代定序資料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及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等研究之設計、執行、及分析。本

研習營除授課之外，今年更特別依學員相關經驗分級開設上機實習課程

(基礎班 80 人/進階班 40 人)，希冀學員們參與本研習營後，有能力處理

相關分析，今年報名人數額滿，共 124 人，圓滿完成。 

10. 本屆積極促進國際交流，今年 1 月與日本疫病學會簽訂台日流行病學共

同研討會協議，近日日本流病學會提供出席 JEA 2017 annual meeting 差

旅補助申請，也已寄發 Email 通知會員申請。JEA年會訊息，敬請參考。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October 7, 2016 for the JEA 2017 annual meeting in 

Yamanashi. http://jeaweb.jp/english/activities/travel_grants.html。 

11. 預定於 2017 年舉辦台日韓三方流病研討會，第一次由日方主辦，地點日

本東京。相關訊息會透過學會網頁公告及由秘書處寄發 Email 通知。 

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 

(1) 審查 104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基金收支表、財

產目錄(附件一) 

(2) 105年度財務報告(附件二) 

(3) 105年會務報、106 年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附件三) 

說明：以上資料經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 

提案二、金傳春老師 

說明：是否能由理事長召集國內流行病學的代表團隊，多多參與世界各國

流行病相關年會，例如日本、韓國…等。增加台灣的國際知名度，

互相分享在流行病學相關議題上的發展現況。 

決議：照案通過，日後會在理監事會議中提案討論。 

 

提案三、吳明蒼老師 

說明：目前的研究生論文獎項，應訂定申請者所提之論文未獲其他機構之

獎項，方可申請，但同一作者所撰寫的不同篇論文，則不在此限，

增加機會給其他申請的同學。 

決議：照案通過，日後會在理監事會議中提案討論。 

 

六、 散會。 

http://jeaweb.jp/english/activities/travel_grants.html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秘書處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8月 31日財務報告 

                                                                                       

上期結存                                         4,517,821元 

本期收入                                                   460,988 元 

一. 本會接受委託研究專案之行政管理費                    
    (1) BMS 計畫管理費(註一)                                            335,000元 

    (2)景豐科技委辦計畫管理費                                            12,000元 

二. 個人會費收入(註二)                                                   67,865元 

三. 新光銀行定存利息(3月 7日結存 200萬元一年期定存利息，並續存一年期)             27,776元 

四. 新光銀行一般存款結息                                                  2,211元 

五. 郵局劃撥帳戶利息                                                         92元  

六. 收回 104年度吳聰能教授代謝症候群計畫勞健保代墊款                     16,044元 

本期支出                                                    887,910元 

一、辦公費                                                         289,939 元 

1. 郵資費                                                              4,462元 

2. 劃撥手續費及匯費                                                    2,310元 

3. 獎助研究生出席國外研討會審查費(第 1梯次)                           11,000元 

4. 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審查費                                       10,000元 

5. 研究生論文獎審查費                                                 52,000元 

6. 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理監事之交通費、出席費、餐費                 60,430元 

7. 聯合年會分攤款 (原訂十萬元)                                       100,000元 

8. 雜支(邀請 JEA講師、吳東明教授告別式花籃等雜項支出)                 43,235元 

9. 其他交通費(出席年會籌備會、理監事參加第 23屆太平洋科學大會)         6,502元 

二、人事費                                                         280,398 元 

1. 會計師費用(104年補繳及 105年 1-8費用)                             60,000元 

2. 代墊專任助理勞保費、健保費、勞退金、個人二代健保費(105年 1-7月)  153,159元 

3. 學會(雇主)負擔二代健保費(105年 1-7月)                             39,239元 

4. 楊繡綾 1月-8月工作津貼                                            24,000元 

5. 黃于倢 1月-3月工作津貼                                             4,000元 

三、獎助金                                                         317,573元   

1. 第一梯次出席國際會議補助差旅費(4位)                               77,573元 

2. 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獎助學金(5位)                              240,000元 

提撥基金                                                 2,324,940元 

一、104年以前歷年累計 1,994,940元，加上 104年提撥基金 330,000元       2,324,940元 

本期結存                                   4,090,899           元 
                                                                                   

註一：BMS計畫未認列管理費：106年度 335,000元。 

註二：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群體計畫館理欸 60萬未入帳。 

註三：個人會費 104年度 31,000元(集中於年會時繳款)、105 年度 36,865元(105年年會及新入會收入) 

註四：104年度結算後，應提撥基金金額 330,000 元，由本(105)年度執行提撥至基金帳戶。 

 

附件二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一 ○ 五 年 度 會 務 工 作 報 告 

 

類  別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會 

 

 

 

 

 

 

 

 

 

 

務 

會 

 

 

 

議 

(1) 會員大會 10 月召開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2) 理監事會議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3) 常務理事監事
會議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會管 

籍理  
召集新會員、會員資料建立及
歸檔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工服 

作務 

人及 

員管 

  理 

 處理相關會務事項 秘書處  

 依相關法規管理 秘書處  

財 

 

務 

收支項目 
會計憑證及報表製作並歸檔
及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財務報表 
依法編製各項財務報表及歸
檔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其 

他 
聯誼活動 加強會員間之聯繫 秘書處  

業 

 

務 

(1) 學術研討會 10 月與會員大會合辦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2) 獎勵大專生參
與專題研究計
畫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3) 獎助研究生出
席國際學術會
議 

第一梯次 4 月舉行 
第二梯次 10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4) 研究生論文獎 6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5) 獎助研究生出
席國際學術會
議(第二梯次) 

10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6) 辦理委託計畫 管理執行中計畫 秘書處  

(7) 舉辦 2016 基
因體流行病學
研習營 

8 月 22-26 日，為期一週 秘書處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一 ○ 六年 度 會 務 工 作 計 畫 

 

類  別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會 

 

 

 

 

 

 

 

 

 

 

務 

會 

 

 

 

議 

(1) 會員大會 10 月召開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2) 理監事聯席會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3) 常務理事監事聯
席會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4) 其他 視情況召開 秘書處  

會管 

籍理  
召集新會員、會員資料建立
及歸檔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工服 

作務 

人及 

員管 

  理 

 處理相關會務事項 秘書處  

 依相關法規管理 秘書處  

財 

 

務 

收支項目 
會計憑證及報表製作並歸
檔及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財務報表 
依法編製各項財務報表及
歸檔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其 

他 
聯誼活動 加強會員間之聯繫 秘書處  

業 

 

務 

(1)  學術研討會 10 月與會員大會合辦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2) 獎勵大專生參與
專題研究計畫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3) 獎助研究生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第
一梯次)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4) 研究生論文獎 6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5) 獎助研究生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第
二梯次) 

10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6) 辦理委託計畫 視核定情形 秘書處  

(7) 第六屆理監事會
選舉 10 月舉行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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