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中午 12 時 40 分~13 時 20 分 

開會地點：輔仁大學醫學院國璽樓 MD 168 教室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出席人數: 32 人(應到人數:49 人 出席人數:32 人 請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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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3 月 23 日及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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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個人會員、9 位學生會員，會員人數截至 104 年 9 月底，

共有個人會員 294 人，團體會員 11 單位。 

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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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鴻樟 中石化公司 200 萬 100,000 

沈志陽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

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289 萬 3 仟 263,000 

陳建仁 美國 BMS 藥廠 16,737,647 1,00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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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258 

5. 104 年度研討會規劃： 
104 年公衛年會大會主題：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 
I. 聯合年會學術委員會流病預醫組委員： 
  陳保中教授、王豊裕教授、王姿乃教授、翁瑞宏教授、張志欽教授。 
II. 圓桌論壇：10 月 17 日上午 10:45-12:15，主題：細懸浮微粒(PM2.5)產

官學面面觀。 
由沈志陽教授擔任引言人，邀請台電環境保護處蔡顯修處長、行政院

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黃偉鳴簡任技正、中研院環境變遷

研究中心龍世俊教授進行與談及討論。 
III. 專題討論：10 月 17 日上午 9:00-12:15，共二場次、同主題：巨量資

料與雲端運算在公共衛生的運用與發展覽(一)、(二)。 
由中研院統計所陳珍信教授、陳君厚教授擔任主持人，邀請成大公衛

呂宗學教授、衛生福利部資訊處許明暉處長、台大政治林子倫教授、

台大腫瘤醫學陳建煒教授、台大流病與預醫盧子彬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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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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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孫建安教授、何文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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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林教授

擔任主持人。 
VI. 舉辦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 

6. 104 年度獎助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說明：本次申請者有 1 位，經審

查委員核定獲補助，因申請人同時獲得科技部相同計畫案補助，本件因

此自動棄權。今年無此項補助。 

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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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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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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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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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8 月 17-21 日，於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舉辦 2015 基因體流

行病學研習營 (2015 Genomic Epidemiology Workshop)，此次特別邀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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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之外，特別開設上機實習課程，希冀培育

學員們參與本研習營後，有能力處理分析相關資料，報名人數共 127 人，

圓滿完成。 

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補提撥 101 年度的準備基金 762,700 元，以及修正 101 年度的收支

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請審議。

(附件一) 
說明：會計年度結餘之孳息及各項經常性收入，以併入下一會計年度準備基

金之經常性收入為原則。較重大之臨時案件得由管理小組召集人召集

常務管理人會商決定之。各項支出以經濟有效、量入為出為原則，舉

凡經費收支憑證之保管悉依本學會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1) 審查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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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 104 年度財務報告(附件三) 
(3) 104 年會務報、105 年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附件四) 
說明：以上資料經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 

沈志陽理事長： 
最近傳染病登革熱盛行，會員們對流行病學會所扮演的角色，不知是否

有什麼建議？目前因對於傳染病的領域較不熟，應該由傳染病專家作為領導

的角色，所以學會在媒體上所發言的角色應訂為輔佐的角色，如有什麼需要

流行病學會幫助的地方，應盡力配合。 
決議：全數通過。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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