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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第九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1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五時三十分整至七時整 

二、 地    點：喜來登大飯店 

三、 主    席：王治元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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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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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明家、簡銘男 

監事：許惠恒、呂介華、張  媚、張智仁、許碧惠、陳思羽 

請假人員：朱志勳、杜思德、歐陽鍾美 

列席人員：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林瑞祥、歐弘毅、徐蓓蒂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陸行 

五、 確認第九屆第九次理監事及第 2 次臨時理監事會議記錄。 

六、 會員進出確認 

請施孟涵常務理事、柳素燕理事報告新入會會員審查意見。 

決議：同意陳韻雯等 166 人申請入會。 

七、 報告事項 

(一) 會務報告 

(1) 會員動態 

迄 111 年 12 月 10 日止，經扣除會員代表大會除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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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3 人 (醫師 2,120 人、護

理師 4,402 人、營養師 3,600 人、藥師 877 人、其他專業 22 人、非專業人員 12

人)。 

(2) 111 年會費繳納情形 

迄 111 年 12 月 15 日年費繳納比例為 76.1%。 
(3) 財務報告 

(二) 工作報告 

1. 112 年年會籌備進度情形 
說明：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112 年 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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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峰志副秘書長將代表本會出席參加 IDF 於葡萄牙所舉辦的全球大會，及代表理事

長於 12/5 General Assembly 會議中投票。 

3. 12/27(二) 與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及台灣腎臟醫學會共同主辦「最新糖尿病腎病變共



 2 

同照護聲明發表記者會」。 

4. 「帶狀疱疹後神經痛疫苗預防及治療」宣導手冊，本會與台灣疼痛醫學會作為共同

推薦學會。 

5. 各委員會報告 

(1) 會務營運委員會： 

 將 C 型肝炎篩檢、篩檢率、診斷率、治療率、轉介治療率納入 112 年「糖尿病品

質支付服務 (前為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健保署回文如附件。 

 筆試費用：線上訂為 1,800 元/次，實體維持不變為 1200 元/次，採線上或實體

則交由秘書處決議。 

 112 年 CDE 證書改版為中英文並列。 

 台田公司贊助雙 T 論壇 
日期 主題 人數 
111/9/25 糖尿病人的體重管理：臨床與衛教實務 1052 
111/10/30 睡眠呼吸障礙與糖尿病、T1DM 的情緒管理衛教實務 962 
111/11/27 糖尿病與高血壓 : 治療準則、臨床與衛教照護實務 875 

 因學會電線設備老舊需要重新整理及更換電箱，故辦公室規劃申請台電電力及

高壓送電設計圖等。 

 本會理監事收到其他單位課程邀請，發現提供之講師簡歷表格，內容與本會講

師簡歷表格一樣，所以提醒多留意本會相關表格，已被他會使用的狀況；除這

份表格外，諸多學會文件，也有類似被抄襲使用情況，請理監事接受課程邀請

時，亦請提醒該單位，尊重本會智慧著作財產權。 

(2) 教育學術委員會 

 111-112 教育學術委員會課程表列 

-糖尿病飲食情境演練工作坊：日期 111/11/20（彰基）、111/12/11（嘉長）、

112/1/15（淡馬）。 

-111/12/17於張榮發基金會 11樓由內分泌學會、糖尿病衛教學會與周產期學

會合辦，主題是關於懷孕期的內分泌問題；111/12/18於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台

灣肥胖醫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糖胖症整合照護研討會。 

-2023核心課程擬實體辦理：馬偕/4月 29-30日及 5月 6-7日，中山附醫/8月

5-6日及 12-13日，高榮/6月 3-4日及 10-11日。 

-2023心房顫動與中風防治研習會，日期 112/2/12  ZOOM線上課程。 

-112/3/4與中榮合辦國際會議，ZOOM線上課程。 

 112年課程預計規劃到 112/09，目前規劃： 

-TADE 出版飲食食譜運用（含實際個案運用分享）（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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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跨專業整合照護工作坊（五月） 

-胰島素注射治療工作坊+GCMS（六月） 

-網路的營養衛教（六月） 

-進階 T1DM治療工作坊（七月、八月） 

-老年人的飲食營養介入課程（九月） 

 2018台灣健康促進機構品管調查論文寫作進度報告。 

(3) 品質評審試務委員會 

 111 年 9 月線上筆試結果之通過率 66%：醫師通過率 93%、藥師通過率 92%、

護理師通過率 52%、營養師通過率 63%。 

 111 年 11 月線上考試結果之通過率 73%：醫師通過率 95%、藥師通過率

82%、護理師通過率 50%、營養師通過率 89%。 
 112 年度筆試及口試承辦單位 

 北 中 南 
筆試     (日期) 5/28、11/26 

 (承辦單位) 學會 中國附醫 高醫 

口試     (日期) 8/13 12/17 4/16 
(承辦單位) 北榮 彰基 高長 

(4) 國際公關委員會 

 與教育委員會共同完成辦理線上 POST ADCES，354 位會員報名，320 位線上

聆聽。 

 2023 國際會議，將朝向參加實體會議為主，但仍視當時疫情狀況也可能調整報

名線上會議。 

(5) 雲端出版委員會 

 舉辦雙 T 論壇的當天，LINE 可再次推文，搭配圖文方式，提供報名網頁的連

結，幫助學員更直接順利地報名加入課程，可以提升觀看率及參與率。  

 近期發生理監事被用於販售糖尿病保健品的詐騙廣告，可以善用社群媒體進行

資訊澄清及導正錯誤訊息用途。  

 目前已完成 30 部影片的錄製上架至學會官方網站的影音學習專區，尚有 17 部

影片正在安排錄製中。 

 學會的 LINE，糖尿病智慧好幫手 LINE@ 聊天機器人，FB 粉絲專頁，IG 及 

twitter 的 QR code，公布於學會官網的聯絡我們分頁，每周都會發布最新消

息，近期課程及試務快訊等訊息，提供會員掃描關注最新的會務動態。 

(6) 營養發展委員會 

 110 年、111 年營養雙月刊完成之文章已放置學會官網「醫護營學術專區之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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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目前放置 7 篇。 

 異國料理推薦改用國家分類上架，放置會官網「醫護營學術專區之營養專

區」。目前已放置 25 篇異國料理營養資訊，後續會陸續放入。 

 出版品：食物份量翻翻樂已完成印製。但教具需較多手工部分，故預計於 1 月

產生，後續贈送至健促機構。 

 糖尿病跨領域線上討論會每雙月進行一次，可增加營養師與糖尿病治療團隊的

互動，111年已完成五場。 

(三) 公文報告 

(四) 112 年度第 11-12 次理監事會議召開時間為： 112/2/18、112/6/3(六)下午 5:00 召

開，請各位理監事預留行程。 

八、 提案討論 
(一)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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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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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會員代表選舉一案(提案單位：會務營運委員會) 
說明：第十屆會員代表選舉擬定於 112 年 4-5 月舉行，為使選務公平、公開、順

暢，選舉辦法、投票所設立原則及選監人員遴選之規範與選務注意事項，

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 

(四) 導入糖尿病途徑預測模式強化糖尿病衛教功能提案(提案人：王治元理事長) 
說明：邀請陸行院長協助說明。 
決議：待雙方做進一步的規劃，再做討論。 

 

九、 臨時動議 
 

十、 主席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