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糖尿病衛教學會
第八屆第七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一、 時

間：107 年 12 月 22 日（星期六）下午五時至六時三十分

二、 地

點：會所

三、 主

席：杜思德

記

錄：黃心怡

四、 出席人員
理事：陳榮福、葉桂梅、蔡世澤、蔡明燕、簡銘男、王惠芳、李奕德、朱志勳、
李淳權、汪宜靜、邱妃杏、施孟涵、柳素燕、徐慧君、張美珍、黃桂蘭、
劉秀珍、蘇秀悅
監事：許惠恒、李洮俊、張 媚、許碧惠、陳思羽、歐弘毅、蘇矢立
請假人員：謝明家、蕭璧容
列席人員：秘書長：王治元
辦公室主任：徐蓓蒂
五、 確認第八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記錄。
六、 會員進出確認
汪宜靜理事、徐慧君理事及黃桂蘭珍理事報告新入會會員審查意見。
決議：同意楊育俐等 236 人申請入會。
七、 報告事項
(一) 會務報告
(1) 會員動態
迄 107 年 12 月 22 日，經扣除會員大表大會除會、自行退會及新增今日審查通過
之新入會者，會員人數為 9250 人 (醫師 1430 人、護理師 3655 人、營養師 3249 人、
藥師 881 人、其他專業 18 人、非專業人員 17 人)
(2) 107 年會費繳納情形
迄 107 年 12 月 20 日年費繳納比例為 78.3%
(3) 財務報告
(4)
(二) 工作報告
1. 108 年年會籌備進度情形
說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108 年 7 月 6-7 日假台北國際會議中心(TICC)召開，會員
代表大會於 7 月 6 日舉辦。
2. 17 年世界糖尿病日活動於 11/03 假台中歌劇院完成活動，與會者約 100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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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冬季會已於 107/11/04 (日)假台中榮民總醫院圓滿閉幕，約有 1100 位學員參加。
4. 107 年 11 月 22-25 日杜理事長、王秘書長代表學會出席 IDF-WPR 馬來西亞吉隆坡會
議。
5. 107 年 11 月 28 日衛生福利部中央健保署來函，為評估整合糖尿病與慢性腎臟病方案
之可行性及支付效益，本會已提供相關專業意見。
6. 健保補充報告：
(1) 前一年度沒有施打胰島素超過 28 天的紀錄，在新的一年度開始使用胰島素超過 28
天，以第一個醫師成功的為獎勵對象，不管在醫院或者是診所都是 500 點，最後
還要以健保署公告的版本為主。
(2) 放寬降血脂藥使用門檻達共識，上路後可受惠 3 萬人。
7. 各委員會報告
(1) 教育學術委員會
 107 年開辦工作坊及上課總人統計：
項目
工作坊日次/上課總人次

課程數

課程人數

37

7866

 107-108 年學會網站公告知甲類學分
 課程說明：
(1)主持人人數在當區要過半，包含在所有的工作坊和核心課程上。
(2)針對明年東部新知課程，在講師安排要考慮時間和人數，其交通費用的支出
也要評估。
(2) 試務評審委員會
 107 年 11 月筆試通過率：總通過率 72%；各專業別通過率分別 醫師 100%、藥師
90%、護理人員 64%、營養師 69%、其他專業 100%
 107 年 12 月 16 日口試由中區彰化基督教醫院承辦，口試結果之通過率 93%：醫
師通過率 100%、藥師通過率 100%、護理師通過率 90%、營養師通過率 75%。
 108 年度筆試及口試承辦單位
北
筆試

口試

中

(日期)

南

5/26、11/24

(承辦單位)

學會

中國附醫

高雄長庚醫院

(日期)

8/25

12/15

4/14

臺大醫院

中山附醫

成大附醫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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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公關委員會
 2019 年參與之國外會議日期及地點
(1)AADE 會議(時間：8/9-8/12，Houston)
(2)IDF 會議(時間：12/2-12/6，地點：韓國釜山)
(3)ADA 會議（時間：6/7-6/11，San Francisco）
(4) 品質改革委員會
 第 2 型糖尿病中文年鑑預計 108 年 6 月完成電子擋及排版印刷。
 品管調查研究，計 39 家糖尿病健康促進機構參加，截至 107 年 12 月 19 日止，
已登錄 5031 筆個案資料。
(5) 營養發展委員會
 9-12 月「講糖-營養食醣」進度：完成營養文章 4 篇，友善餐廳 7 家文稿，並已全
數上架講糖。
 108 年出版品業務：
更新：醣類計算更新(蔡玲貞委員負責)。
新出版：
(1) 糖尿病營養治療實用手冊(許碧惠委員負責)。
(2) 升糖指數小手冊(祁安琪委員負責)。
(3) 醣類食物份量翻翻樂(陳紋慧委員、柯玉珍委員共同負責)。
 108 年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規劃—進階營養工作坊
(1) DKD 營養工作坊-腎病變不同分期的營養處置與介入。
(2)飲食評估工作坊-藉由課程提高學員對於飲食份量評估的正確性。
(三) 公文報告

八、 提案討論
(一) 108 年工作計畫案
說明：依各委員會所提 108 年度工作計畫及學會例行業務所擬定，提請討論。
決議：同意。

(二) 108 年預算案
說明：依各委員會所提 108 年度工作計畫及學會例行業務，編列收支預算表，提請討
論。
決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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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會議補助一案 (提案：國際公關委員會)
說明：(1) 為培育新生代會員，建議 ADA、AADE、IDF 國際會議，可以開放讓摘要被
接受之會員一同參與，並和當年通過申請國際會議的理監事一同組團參加。
(2)上述會員，除了補助來回經濟艙機票、會議註冊費，建議加增編日支生活之
費用。
決議：同意增加日支生活費；可參照中華民國糖尿病學會之相關辦法，會員參與名額、
任務等細節需轉請試務評審委員會討論。

(四) 與其他學會合作取得證照以減輕負擔和上課時數 (提案人：葉桂梅常務理事)
說明：(1) 糖尿病有很多的共病，同時會有很多的慢性病的照護課要上及學習，如慢
性腎病變、戒菸進階高階、骨鬆及後續的心衰竭課程。
(2) 協助會員們能在本學會一起完成相關照護課，如同我們是照護人而不是照
護病，否則個案當下看完診後要到不同的衛教診 (3-5 個管理照護系統)。
(3) 目前大部份的衛教師薪資都不高，要參與的專業學會不少，每年的年會與
教育課程費用，我們的學會上課費用真的很便宜。同時也能穩定留住會員，
讓學會更茁壯。
(4) 衛生福利部國健署也正積極進行慢性病健康促進機構計劃，因此我們也要
前進協助會員們的能力進而有機而增取更好的福利。
決議：協調其他醫學會與本會教育課程相互認證。

九、 臨時動議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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