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6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 上午 11 時 00 分~下午 1 時 00 分 

開會地點：聚馥園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9 號) 

出席人員姓名：(理事 8 位、監事 4 位) 

理事：邱弘毅、陳保中、王豊裕、沈志陽、王姿乃、陳淑媛、廖勇伯、

張志欽 

監事：郭育良、楊俊毓、陳國東、宋鴻樟 

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許光宏、陳品玲、薛玉梅、翁瑞宏、郭浩然、郭憲文、蔡尚學 

監事：陳為堅 

主席：沈志陽 理事長 

秘書長：周子傑 

紀錄：楊繡綾、黃于倢 

------------------------------------------------------------------------------------------------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1. 專案計畫管理：如附件一 

2. 財務報告：如附件二 

3. 學會補助申請項目、收件日期 

(1) 獎助「碩、博士班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助」(第一梯次)/4月 30日止

(已於 3月 15日學會網頁公告) 

(2) 獎助「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5月 31日止(已於 3月 8日學會網頁公

告) 

(3) 研究生論文獎/6月 16日止(預計 5月中旬學會網頁公告) 

(4) 獎助「碩、博士班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助」(第二梯次)/10月 31日止

(預計 9月初學會網頁公告) 

4. 台日韓流行病學學會舉辦學術共同研討會進度報告。第一屆台日韓流行



病學研討會於日本琦玉市舉行、時間 2017 年 8 月 19-22 日，大會主題方

向為 Big data，學會推薦國內這方面的傑出研究學者臺灣大學陳保中老師

及台中榮總吳俊穎醫師兩位代表臺灣擔任講者。 

5. 舉辦 2017 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習營研習營(3rd)，時間 8 月 7-11 日、地點中研院。 

6.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

會暨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合年會籌備會目前已展開，大會時地已

確定如下： 

承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暨碩士班 

時間：2017 年 10 月 28 日、29 日（星期六、星期日）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大會主題：「永續發展與公共衛生」 

7. 今年於會員大會將進行第六屆理監事選舉，請委員自薦或推薦人選。相

關辦法將於學會官網公佈。 

四、 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會負責聯合會學術委員會的流病預醫組，由理事長提名召集人，

獲擔任召集人請另提名共同召集人 1 人及委員 3 人組成本委員會，確

定名單後，委由秘書處呈報至聯合年會，請討論。 

      (註：去年召集人為王姿乃教授、共同召集人為白其卉教授，委員為陳

淑媛副教授、程蘊菁副教授、藍祚運副教授) 

決議：今年仍由王姿乃老師擔任聯合年會流病預醫組召集人，再由召集人召

集其他委員。會後名單確定：共同召集人-北醫白其卉教授。委員-台

大程蘊菁副教授、慈濟陳淑媛 副教授、陽明藍祚運副教授 

 

提案二：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

促進學會暨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 年聯合年會分攤款擬依循往例提

撥 10 萬、上限至 12 萬，請決議。 

決議：宋鴻樟監事提議，本會與公衛學會為聯合年會兩大主辦單位，近年因

參與人數增加及物價上漲，應該主動提高提撥金額至 12 萬、上限 15

萬，經全體參加理監事同意通過。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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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管理名冊 

 

年度 
補助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計畫 

總經費 

管理費

(6%) 
執行期間 

106 財團法

人王詹

樣社會

福利慈

善基金

會 

國人主要死因別疾病

之可預防因素探討及

健康促進研究 

邱弘毅 

許光宏 

王豊裕 

楊俊毓 

沈志陽 

1000萬 60萬 
(未實現) 

計畫期間 106/1/1-106/12/31 
計畫書審查中 

105~ 景丰科

技公司 

六輕相關計畫之特定

有害空氣污染物所致

健康風險評估流行病

學調查研究工作 

楊俊毓 20萬元 1.2萬元 
(105年

已實

現，不

計入 106

年) 

計畫期間 1050501-1060430 

1050830景丰匯入 20萬元 

10509產生管理費 12,000元 

執行中 

103~ 台塑石

化股份

有限公

司 

企業廠區所在地居民

健康長期區趨勢分析

計畫 

邱弘毅 20萬 1.2萬元 
(未實現) 

長期性計畫 
1051227台塑匯入 10萬元(103第一期) 

執行中 

104~
106 

美國

BMS藥

廠 

Host, virus factors and 
risk of liver disease 
progression among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陳建仁

教授辭

職改由 

李美璇

教授擔

任主持

人，104

年 12月

生效。 

16,737,6
47 

33.5萬

元 
(106年

認列，

已實現) 

多年期 
1040715，16萬 3仟元美金支票

(1040917換匯 NTD5,276,831) 

1040715，4萬 8仟 5佰 50元美金支票

(1040917換匯 NTD1,570,940) 

1040706，30萬元美金支票(1040924換

匯 NTD9,889,876) 

 1040924收管理費(6%)NTD1,004,258

元 
 以上管理費分三年認列，分年認列如下： 

 104年度，334258元整。 

 105年度，335000元整。 
 106年度，335000元整。 

執行中 

106 衛生福

利部國

民健康

署 

HPV疫苗研究 陳國東 98,000 3,000 
(未實現) 

計畫期間 1060209-1060630 
執行中 

106 羅氏大

藥廠 

利用全民健保資料庫

推估重大疾病病患生

命延長與費用之間的

關係 

湯澡薰 110萬 6.6萬 
(未實現) 

計畫期間 1060601-1070430 
計畫書審查中 

106  管理費總收入預估   101.6
萬元 

1060101-1231 

1060408 TEA5-6理監事會議 

附件一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秘書處 
105年 9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財務報告 

                                                                                       

上期結存                                         4,090,899元 

本期收入                                                   991,424 元 

一. 本會接受委託研究專案之行政管理費                    
    (1)王詹樣社會福利基金補助代謝症候群計畫(許光宏教授、邱弘毅教授 

        楊俊毓教授、王豊裕教授、沈志陽教授)                             600,000元 

    (2)景豐科技委辦計畫管理費                                            12,000元 

    (3) BMS 計畫管理費(註一)                                            335,000元 

二. 個人會費收入                                                         26,000元 

三. 新光銀行一般存款結息                                                    787元 

四. 郵局劃撥帳戶利息                                                         75元 

五. 2016GE 研習營剩餘款                                                  17,562元 

本期支出                                                    440,715元 

一、辦公費                                                         129,512 元 

1. 郵資費                                                                155元 

2. 劃撥手續費及匯費                                                    3,785元 

3. 獎助研究生出席國外研討會審查費(第 2梯次)                            8,500元 

6. 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理監事之交通費、出席費、餐費                 41,817元 

7. 聯合年會出席費、主持費、審查費、交通費                             50,465元 

4. 倉租費(大祥倉儲)                                                    5,250元 

5. 計程車資                                                            2,540元 

8. 雜支(獎盃製作、邱弘毅老師母親告別式花籃)                           17,000元 

二、人事費                                                         158,203 元 

1. 會計師費用(105年 9-12月費用)                                      16,000元 

2. 代墊專任助理勞保費、健保費、勞退金、個人二代健保費(105年 9-12月)  78,480元 

3. 學會(雇主)負擔二代健保費(105年 9-12月)                            45,723元 

4. 楊繡綾 9-12月工作津貼                                              16,000元 

5. 黃于倢 9-12月工作津貼                                              2,000元 

三、獎助金                                                         153,000元   

1. 碩、博士論文獎(7位)                                              150,000元 

2. 公衛年會優秀海報論文獎(3位)                                        3,000元 

提撥基金                                                 2,324,940元 

一、此為 104年以前歷年累計總金額，105年度會計師事務所尚未結算申報。   2,324,940元 

本期結存(註二)                             4,641,608           元 
                                                                                   

註一：BMS計畫認列管理費：106 年度 335,000 元。 

註二：結存金額包含提撥基金。結存金額如有與會計師不同，以會計師結存金額為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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