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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糖尿病衛教學會 
第八屆第四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一、 時    間：107 年 3 月 18 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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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奕德、李淳權、汪宜靜、

邱妃杏、施孟涵、柳素燕、徐慧君、張美珍、黃桂蘭、蕭璧容、蘇秀悅 

監事：許碧惠、陳思羽、歐弘毅、蘇矢立 

請假人員：謝明家、王惠芳、朱志勳、劉秀珍、許惠恒、李洮俊、張  媚 

列席人員：秘書長：王治元 

辦公室主任：徐蓓蒂 

五、 確認第八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記錄。 

六、 會員進出確認 

簡銘男常務理事、柳素燕理事及黃桂蘭理事報告新入會會員審查意見。 

決議：同意林惠絹等 224 人申請入會。 

七、 報告事項 

(一) 會務報告 

(1) 會員動態 

迄 107 年 3 月 18 日，經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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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5 人 (醫師 1387 人、護理師 3708 人、營養師 3183 人、藥師 951 人、

其他專業 18 人、非專業人員 18 人) 

(2) 107 年會費繳納情形 

迄 107 年 3 月 12 日年費繳納比例為 26.0% 

(3) 財務報告 

(二) 工作報告 

1. 107 年年會及冬季會籌備進度情形 

說明：(1) 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107 年 7 月 7-8 日假台北國際會議中心(TICC)召開。

節目表見附件二 (P.8-9) 

(2) 年會計 1 場論壇、3 場 Plenary Lecture、12 場 symposia、12 個 LS。 

(3) 會員代表大會於 7 月 7 日舉行，地點:103 會議室，會議時間 16: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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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冬季會於 107 年 11 月 11 日假臺中榮民總醫院舉辦，由中榮協辦。 

2. 107-108 WDD 的主題為「家庭與糖尿病」；107 年世界糖尿病日活動定於 107 年 11

月 10 日(六) 假台中歌劇院舉辦。 

3. 中華民國糖尿病學會預計邀請本會、婦產科醫學會、週產期醫學會一起進行 GDM

照護手冊之編纂事宜。 

4. 廠商贊助學會競賽活動： 

說明：(1) 諾和諾德公司：2018「胰」起「贏」擊糖尿病競賽。 

(2) 禮來公司：2018 控糖針簡單競賽。 

(3) 禮來公司：2018 控糖穩穩金三角–SDM 胰路同行衛教競賽。 

(4) 雀巢公司：2018 醣管理 便利早餐計畫。 

5. 有關 2016 IDF-WPR 大會之天程公司欠款事宜 

說明：已委託兩岸法律事務部進行訴前協商與訴訟事宜。因合約書上未有本會共同具

名，恐引起不必要的程序問題，故本會實質支持，由糖尿病學會擔任主要告訴

單位，其訴訟花費由兩會均支。 

6. 各委員會報告 

(1) 會務營運委員會 

 本會預計邀請洪晧彰醫師擔任學會副秘書長，及新聘張美珍理事擔任教育學術

委員會委員。 

(2) 教育學術委員會 

 107 年已開辦/預定開辦之工作坊 (如附件三，P.10) 

(3) 試務評審委員會 

 修改獎勵助辦法--【B】傑出衛教人員獎(個人) 

原條文 修改條文 

【B】傑出衛教師獎（個人） 

B1.獎勵對象為：本會會員入會滿五年並

取得糖尿病衛教人員證書，且實際從事

糖尿病衛教工作有傑出表現者。 

【B】傑出衛教人員獎(個人) 

B1.獎勵對象為：本會會員入會滿兩年並

取得糖尿病衛教人員證書後實際從事糖

尿病衛教工作滿五年有傑出表現者。 

相關辦法亦修改部分用詞，以更明確呈現辦法內容。詳如附件四(P.11-14) 之

紅色字體。 

秘書處於 3/1-3/5 下午三點進行理監事通訊投票，投票結果如下： 

同意：16 位；不同意：1 位；其餘未回覆投票。 

由於同意者已過半數，請示試務評審委員會蔡主委及理事長後，逕行公告，

並發送電子報鼓勵會員多加參與。 

 4/15 將於高雄市立福誠高中舉辦 107 年第一次 CDE 口試，委請高醫附醫承辦，

本次口試報名人數共 8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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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筆試費用自 107 年起調漲 200 元，回郵信封將不請會員隨報名表寄至學會，

改為信封及郵資由學會統一作業。 

 實習教師指導費申請流程如附件五(P.15-18)。 

 自 3/1 起，實習個案格式（含 SOAP）新增【營養專業專用】版本，醫、藥、護

理專業沿用原版本格式。詳如附件六(P.19-22)。 

(4) 國際公關委員會 

2018 年預計徵求代表參加的會議如下： 

 ADA（日期 6/22-26，Orlando 美國佛羅里達州奧蘭多），名額： 3 位 

 IDF-WPR (日期 11/22 - 25，馬來西亞吉隆坡) ，名額：3 位 

 AADE (日期 8/17-8/20，Baltimore 美國馬里蘭州巴爾的摩)，名額： 3 位 

 由公關委員會主任委員代表抽籤結果，各會代表人員如下： 

ADA 會議：李洮俊、徐慧君、陳思羽 

AADE 會議：正取--劉秀珍、張美珍、汪宜靜 

              備取 1：蔡明燕、備取 2：施孟涵，如果正取人員放棄，仍需依

照備取順序，依序遞補。 

IDF-WPR 會議：無人申請。 

(5) 營養發展委員會 

 「講糖」中"糖尿病怎麼吃"更名為「營養食醣」，分四個主軸「熱門話題/營養新

知」、「好康報給你知」、「糖醣學院」及「飲食 DIY」等。 

*「 熱門話題/營養新知」-營養文章 

*「 好康報你知」-友善餐廳 

*「 糖醣學院」-醣類計算 

*「飲食 DIY」-低 GI 及地中海食譜 

 

 

 

 

 

 

 

 推薦食譜-低 GI 及地中海已陸續上架，每個月將上架推薦 10 道，總計 60 道。 

 「營養食醣」中營養文章，農曆年前已上線-「尾牙」、「年夜飯」、「過年吃不胖」、

「火鍋」，其他單元將陸續完成。 

 「友善餐廳」推薦目前已收集 19 份套餐，預計後製完儘快上架。 

 「糖尿病營養新知工作坊」舉辦日期--3/18 上午萬芳醫院(北)、4/21 下午高雄榮

民總醫院(南)、5/5 下午彰化基督教醫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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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品質發展委員會 

 品質發展-年報小組，委請國衛院許志成醫師擔任會議主席。 

年報的刊名為「2018 年台灣糖尿病年報」，寫作以中文為主。 

每年出版一個主題，2018 年主題為第 2 型糖尿病，2019 年為第 1 型糖尿病，

2020 年為妊娠糖尿病，2021 年為特殊族群糖尿病。 

年報資訊主要資料檔： 

 *健保資料庫資料：目前由國衛院許醫師捐助提供 2000-2015 年。2021 年之後，

年報分析若再欲使用全民健保資料檔，則需由學會購買。 

 *機構糖尿病照護品質調查結果之相關資料檔。 

八、 提案討論 

(一) 106 年工作報告，提請討論。 

決議：通過。 

(二) 106 年財務報表，提請討論 

說明：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及基金收支表。 

決議：通過。  

(三) 學會章程修改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會務營運委員會) 

說明：(1)學會章程第五章第 28 條內容「本會經費來源如下：一、入會費：每人新台幣

壹千元，於入會時繳納。二、常年會費：每人每年新台幣壹千元。…」。但於

第六屆第 3 次理監事會議中決議「鼓勵會員採用電子化會訊，對選用電子化會

訊之會員，減免 200 元費用。」 

(2)會計師事務所提出因學會是依據章程行事，目前學會會員常年會費須紙本會訊

者為 1000 元、電子會訊者為 800 元，故建議修正學會章程：第五章經費及會

計第 28 條第二點。 

(3)委員會決議： 

統一將常年會費降為 800 元，為電子會訊者。 

因應物價上漲，建議將入會費提升至壹千貳百元整。 

決議：(1)學會財務健全，且為推廣學會，故入會費仍維持原樣一千元整；另同意常

年會費降為 800 元，統一均為電子會訊。 

(2)此部分將修改於章程中，於下次理監事會議通過後，將於會員代表大會中

提請表決通過。 

九、 臨時動議  

十、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