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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    間：11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至六時十分 

二、 地    點：ZOOM 線上會議 

三、 主    席：王治元           紀    錄：黃心怡 

四、 出席人員 

理事：李淳權、邱妃杏、施孟涵、陳榮福、蔡世澤、蘇秀悅、王惠芳、朱志勳、

杜思德、汪宜靜、林嘉鴻、柳素燕、徐慧君、張美珍、郭錦松、葉桂梅、

劉秀珍、蔡明燕、簡銘男 

監事：許惠恒、呂介華、張  媚、張智仁、許碧惠、陳思羽、歐陽鍾美 

請假人員：謝明家 

列席人員：秘書長：歐弘毅 

辦公室主任：徐蓓蒂 

五、 確認第九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六、 會員進出確認 

請邱妃杏常務理事、汪宜靜理事、蔡明燕理事報告新入會會員審查意見。 

決議：同意林語喬等 238 人申請入會。 

七、 報告事項 

(一) 會務報告 

(1) 會員動態 

迄 110 年 12 月 19 日止，經扣除會員大表大會除會、自行退會、補足會費恢復會

籍及新增今日審查通過之新入會者，會員人數為 10,638 人 (醫師 1,961 人、護理

師 4,225 人、營養師 3,527 人、藥師 893 人、其他專業 18 人、非專業人員 14 人) 

(2) 110 年會費繳納情形 

迄 110 年 12 月 13 日年費繳納比例為 62.2%。 

(3) 財務報告 

(二) 工作報告 

1. 年會籌備情形： 

說明：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111 年 7 月 2-3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召開，會員

代表大會於 7 月 2 日舉辦。 

2. 冬季會已於 110/11/14 (日) 採異地線上直播方式舉辦，約有 4600 位會員參加。 

3. 胰島素注射指引(第五版)已完成，預計本月上網公告。 

4. 廠商贊助事項： 

(1) 禮來公司贊助「呵護糖心蛋」衛教短片，預計於影音學習平台及糖尿病智慧好幫

手上進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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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委員會報告 

(1) 會務營運委員會 

 2021 年台灣糖尿病年鑑，主題為妊娠糖尿病，目前進行作者初稿撰寫；第 1 型

糖尿病年鑑進行簡報第二次校對。 

 111/1/8 與血脂動脈硬化學會合辦之 110 年度「獎勵提供心血管疾病病人戒菸服

務競賽」及「優良衛教師」頒獎典禮。 

 健保署目前僅提供GDM試紙之給付，但並沒提供T2DM懷孕婦女之試紙給付，

本會有意待 GDM 年鑑完成後，再發文給健保署告知 T2DM 懷孕婦女之風險更

高，更需要試紙給付。 

(2) 教育學術委員會 

 110-111 教育學術委員會課程表列詳見附件。 

 110/11/15 本會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2021-Basic DM Training Course」目前進度報告。 

 核心課程修訂由劉松臻副主委負責，撰稿者與課程如附件，教材編修時程：

111/02/07 前完成核心教材內容審稿。111/02/28 前完成核心教材編排與印刷版之

審稿與送印。 

 110 核心課程辦理情況：中部中榮（110 年 2-3 月已經舉辦），北榮與成大場因

疫情改為線上課程，110/10/10~10/24 共 2 週已經完成。共學員 765 人參與。111

核心課程辦理安排如附件。 

 2021 Post ADCES課程-ZOOM線上課程已經於110/10/02星期六上午圓滿完成。

因為課程豐富，於 2021 年線上冬季會暨學術研討會 110/11/14 加映一場。 

 Post IDF 線上教育課程將於 111/01/15 (六) 上午舉辦。 

(3) 品質評審試務委員會 

 110 年 10 月中、南筆試結果之通過率 73.1%：醫師通過率 100%、藥師通過率

88.9%、護理師通過率 55.2%、營養師通過率 81.5%。 

 110 年 11 月北區線上筆試結果之通過率 97.2%：醫師通過率 100%、藥師通過率

100%、護理師通過率 90.3%、營養師通過率 100%。 

 110 年 12 月口試由中區彰化基督教醫院承辦，口試結果之通過率 96.9%：醫師

通過率 100%、藥師通過率 100%、護理師通過率 100%、營養師通過率 90%。 

 111 年度筆試及口試承辦單位 

 北 中 南 
筆試     (日期) 5/29、11/27 

 (承辦單位) 學會 中國附醫 高長 

口試     (日期) 1/23、8/14 12/18 4/17 
(承辦單位) 萬芳、台北馬偕 臺中榮總 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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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獎勵(助)辦法 

相關辦法修改部分用詞，以更明確呈現辦法內容 

〈4〉獎助類（進修、開會、研習等獎助類） 

【E】國外會議研習獎助：E5.獎助人數及獎金金額：  
原訂 修訂 
每年獎助 10 名（醫師或藥師 1 名、護理

師 5-6 名，營養師 3-4 名，如有從缺可由

其他專業遞補)，AADE、ADA 各至多 3
名，獎勵金額為補助來回經濟艙機票、

報名費及日支生活費；凡獲得本項獎助

者，應於公告期限內（公告日期會另行

通知）附上報名費、機票證明(含來回登

機證正本、機票收據、旅行社代收轉付

收據)、日支生活費(含住宿費、膳食費、

交通費、保險費等)之憑證。 

每年獎助 10 名（醫師或藥師 1 名、護理師

5-6 名，營養師 3-4 名，如有從缺可由其他

專業遞補)，ADCES、ADA 各至多 3 名，

獎勵金額為補助來回經濟艙機票、報名

費、日支生活費或線上會議註冊費；凡獲

得本項獎助者，應於公告期限內（公告日

期會另行通知）附上報名費、機票證明(含
來回登機證正本、機票收據、旅行社代收

轉付收據)、日支生活費(含住宿費、膳食

費、交通費、保險費等)之憑證。 

(4) 國際公關委員會 

 2021 IDF 會議推派 11 位參加，名單如下： 

醫  師：王治元、歐弘毅、簡銘男、廖國盟、沈峰志、沈宜靜、范綱志、林君璐 

護理師：劉秀珍、施孟涵 

營養師：李仁鳳 

 規劃 POST IDF 課程，日期：111 年 1 月 15 日(六)，8:30-12:30 採線上直播方式。 

 國合會教材編輯進度，目前教材與考題都已交給國合會進行後續建置，考題的

部分會建置於腎臟醫學會考題平台，平台費用兩會如何分攤，目前尚未有相關

報價資料及進行討論。 

(5) 雲端出版委員會 

 委員提供課程題目及建議講師，預計近期將調查講師、主持人錄影時間，2~3

月上架，供民眾衛教及醫護營藥等專業人員進階教育/自我修習使用。 

(6) 營養發展委員會 

 110 年營養雙月刊於單月出刊，目前已完成 3、5、7、9 月的雙月刊；已放置學會

官網「醫護營學術專區之營養專區」。 

 110 年異國料理營養資訊目前完成 8 篇；已放置學會官網「醫護營學術專區之營

養專區」。 

 出版品進度：食物份量 234 手冊進度，經委員再次審稿後建議再修正，並重拍一

些圖片，預計於 12 月底完成稿件，後續再送出版社印製。 

 糖尿病跨領域線上討論會每雙月進行一次，已完成 4月(北醫)、6月(李洮俊診所)、

8 月(三總) 、10月(臺大新竹分院)。12月份討論會主責單位為成大附設醫院，

將於 12/27舉辦，希望各位理監事踴躍參加。 

(三) 公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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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1 年度第 7-10 次理監事會議預定召開時間分別為： 111/2/19、111/5/28、111/9/3、
111/12/10(六)下午 5:00 召開。 

八、 提案討論 

(一) 111 年工作計畫案 

說明：依各委員會所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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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預算案 
說明：依各委員會所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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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美敦力公司於 10/29 向健保署提出幫浦耗材健保給付申請。為了幫助更多一型糖尿病

病患得到更完整的照護，邀請學會再針對此議題協助發文如附件，提請討論 (提案單

位：會務營運委員會) 
決議：同意發文給健保署。 

(四) 為維持理監事會正常運作，建議比照超音波學會，提請討論 (提案人：杜思德理事) 

說明：  
超音波學會 本會 (章程第二十七條) 
理監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召集之，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理監事出席各視訊會議時，視為親自出

席；但涉及選舉、補選、罷免、訂定組織辦法事

項，不得採行視訊會議。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

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

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

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

事會者，視同辭職。 

決議：因為疫情造成許多會議均以視訊會議召開，可藉由此次做適當的修正，請秘書處

將本會章程第二十七條措辭用語修正後，於下次理監事會議中提出，經各理監事

確認無誤，送交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九、 臨時動議  

(一) 學會歷年之糖尿病年鑑，許志成教授貢獻良多，建議明年年會時比照腎臟醫學會模

式，頒發許志成教授「傑出貢獻獎」。 
十、 主席結論 

下次理監事會議，將按照正常模式進行，採取實體會議，再請各位理監事能撥冗出席會

議；感謝大家參加此次理監事會議，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