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106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   下午 5 時 00 分~6 時 00 分 

開會地點：台灣大學公衛學院 701 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出席人員姓名：(理事 11 位、監事 3 位) 

理事：邱弘毅、許光宏、陳保中、沈志陽、王姿乃、薛玉梅、 

      廖勇伯、張志欽、陳品玲、陳淑媛、郭憲文 

監事：宋鴻樟、楊俊毓、陳國東 

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翁瑞宏、郭浩然、郭蔡尚學 

監事：郭育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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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理監事踴躍參加 2017 年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舉辦地

點高雄醫學大學。  

三、 報告事項： 

1. 專案計畫管理：如附件一。(說明：今年度管理費總收入預估有 101.8
萬，兩大管理費為主要收入來源：王詹樣基金會 60 萬、BMS104-106 年

100 萬) 
2. 財務報告：如附件二。(說明：粗估今年 1-12 月收入為 101 萬，支出大約

100 萬，基本支出 70-80 萬。) 
3. 本會獎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第一梯次，說明：申請件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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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檢據核銷、

總核銷金額為 76,839 元整，已全數核銷完畢。 
   106 年 6 月 23 日於本學會網站公告得獎名單(如下表)。 



 
4. 本會獎助大專生參與專題計畫，說明：今年申請件 4 件，補助上限 5 件，

每件補助獎助金 8000 元/月、共 6 個月，獲獎助 4 名，總計應支出 192,000
元整，將於今年度核銷完畢。 

106 年 6 月 23 日於本學會網站公告獲補助名單(如下表)。    

 
5. 國際事務方面，世界流行病學會由第 21 屆流行病學協會於 2017 年 8 月

19 日到 22 日於日本琦玉縣大宮市舉辦，本次會議由日本方主辦，邀請全

世界流行病學家共同與會。理事長受邀代表學會與韓國流行病學會及日

本流行病學會共同主持一個討論會議，主要談及臺、日、韓健康相關資料

庫的運用。學會邀請陳保中教授與吳俊穎教授代表與會，介紹臺灣獨特的

健保資料庫與使用資料的研究計畫，兩位老師的研究成果突出，帶給與會

研究者深刻印象。(1060825 網頁公告) 

    



                
6. 本會自 104 年起每年舉辦 1 次、今年為第 3 次舉辦的基因體流行病學研

習營(2017 Genomic Epidemiology Workshop)，於 106 年 8 月 7-11 日假中

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舉辦，本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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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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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特別依據學員相關經驗開設基礎及進階上機實習課程，希冀學員

們參與本研習營後，有能力處理相關分析。今年報名人數額滿，共 112 人，

圓滿完成。  
7. 關於公衛年會事務(附件三-大會節目表(節錄)) 

   2017 年公衛聯合年會計有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康保險

學會 5 個學會共同舉辦，大會主題為「永續發展與公共衛生」。年會時間

10月 28-29日。摘錄本會主要事務如下：  

1. 理事長於大會主題會場擔任主席致詞。 

2. 研究生論文獎於大會主題中頒獎。 
3. 研究生論文獎博士論文獎第一名，將安排於 10 月 29 日(日)一

般論文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組口頭發表。(第一名得獎人國立

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呂瑾立，論文：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All-Cause Mortal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Association with Prior History of Hypoglycemia Among Pati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4. 流行病學專題討論：永續發展與風險治理談流行病學的運用與

發展。主持人、主講人已完成邀請。 
5. 會員大會於 10 月 28 日下午 1:00-1:30(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

大樓第五會場 N110 教室)舉行，敬請各位委員撥冗出席。 
6. 聯合年會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組學術委員：王姿乃召集人、白

其卉共同召集人、陳淑媛委員、程蘊菁委員、藍祚運委員。審

查一般論文，甄選出共 10 件口頭發表、61 件海報發表。 
7. 10 月 28 日舉辦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請委員們踴躍參加)。 



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會研究生論文獎得獎名單，請討論。 
說明：今年度申請者 10 位，碩士論文 2 位、博士論文 8 位。經過每件 2 位

初審、5 位複審委員審查結果。(詳附件四-複審審查結果) 
碩士得獎名單： 
1.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蔡惠如小姐 排序一 
2.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陳暉明先生 排序二 

*因兩位成績未達 90 以上，分數接近又不足額件數，是否特優從缺、這

兩位同樣給予優等名次。 
博士得獎名單： 
1.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呂瑾立小姐 第一名 
2. 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曾耀賢先生 第二名 
3. 國立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羅偉成先生 第三名 
上列獎助經費預計支出 12-13 萬元。 
附註： 
審查結果依獎勵辦法給獎 

1. 碩士論文獎：「特優獎」一名及「優等獎」至多三名。「特優獎」得

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優等獎」得獎者每名各得

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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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整；「第二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叁萬元整；

「第三名」一名: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請討論：(1) 因碩士論文申請件僅有兩件，經審查結果獲得推薦給獎，但未

達特優程度，故兩位得獎者獎項同列為優等獎，特優從缺。 
        (2) 博士生論文獎今年申起 8 件，獲得前三名論文非常優秀，依據

審查結果分數排名之前三名，照案通過。 
 
提案二：第六屆理監事改選選舉事務，請討論。 
說明：第五屆理監事會將於 106 年 12 月底任期結束，第六屆理監事會委員

選舉訂於 10 月 28 日會員大會中投票選出。 
      (1) 本會應選監事 5 人候補 1 人、理事 15 人候補 5 人，候選名單收集

中，請各理監事委員協助徵詢、自薦及推薦人選。 
      (2) 依據內政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條文，開票需監票(理監事各一

位監票人：自願優先或由會議主席指定)、發票、唱票、記票人員。 
請討論：現任理監事均登記為理監事候選人，另請各委員推薦以及網頁公告

徵詢、寄電子郵件邀請會員登記參選。 
 
提案三、105 年度結算餘額 36,104 元，提撥基金 100 元，故本期餘絀為 36,004

元。 



依據內政部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0 條，社會團體應逐年提列準

備基金，每年提列數額為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下。但社會團體決算

發生虧損時，得不提列。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專戶存儲，非經理事會

通過，不得動支。目前(至 105 年度)累計 2,325,040 元整。 
另每年餘絀應低於 12 萬元以下免繳機關團體稅額。 

    請討論：照案通過。 
 
提案四、105 年 10 月至 106 年 9 月新入會名單：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任小萱博士生、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吳昀麇

博士生、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湯澡薰教授、臺灣大學職業醫學

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盧恩萱碩士生、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

所鍾宇筑博士生、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究所陳羿竹博士生、臺灣大

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陳泱如碩士生、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

防醫學研究所李雅縉博士生、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楊

士佳碩士生、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邱聖崴碩士生、高雄醫

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謝慧敏副教授、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

究所胡倢君碩士生、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陳宛庭碩士生、臺灣大

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陳怡婷碩士生、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

防醫學研究所任雅文碩士生、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吳佳晏碩士生、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王唯爾碩士生、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

學系粱容瑄學士生、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林先和副教

授、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呂瑾立博士後研究員、臺灣大學流行病

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朱柏威博士生。共 21 名申請入會案，請審議。

(因申請表內有個資，僅提供一份傳閱並於會後收回) 
請表決：通過。 
 

五、 臨時動議： 

邱弘毅老師、楊俊毓老師提案： 
應鼓勵相關系所師生認同學會的成立宗旨並支持學會，針對申請各項

獎助案之師生應需具有會員資格方得申請，請檢討各獎助辦法的申請

者資格。 
請討論：將現行(1)碩、博士班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助辦法，只需申請者

為活動會員；及(2)研究生論文獎只需指導教授為本會活動會員，這兩

個獎項申請資格改為指導教授及申請者皆需具備活動會員資格。此修

改辦法將於將於 107 年度開始實施。(修改後如附件五) 
 

六、 散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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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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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518 王詹樣基金會匯入 800 萬

(第一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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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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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實現) 

計畫期間 1060601-1070430 
1060531 羅氏藥場匯入 110 萬 
執行中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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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俊毓 20 萬  計畫期間 1060701-1070630 
計畫合約簽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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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實現) 

長期性計畫 
1051227 台塑匯入 10 萬元(103 第一期) 
1060620 台塑匯入 10 萬元(103 第二期) 
1060630 計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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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30 計畫結束 

106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HPV 疫苗研究 陳國東 98,000 5,880 

(已實現) 
計畫期間 1060209-1060630 
1060825 國健署匯入 98000 元 
1060830 計畫結束 

106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餐飲業勞工之職業

病風險評估 
謝慧敏 1,782,00

0 
106,920 
(未實現) 

計畫期間 1060617-1061231 
1060817 第一期款匯入 356400 
執行中 

106  管理費總收入預估 
(含未實現) 

  1,125,8
00 

1060101-1231 

1060919 TEA5-7 理監事會議報告 

附件一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秘書處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財務報告 

                                                                                       

上期結存                                         4,788,427 元 

本期收入                                                   490,623 元 

一. 本會接受委託研究專案之行政管理費                    
    (1) BMS 計畫管理費                                                  335,000元 

    (2)羅氏藥廠贊助計畫管理費                                            66,000元 

    (3)台塑企業廠區居民健康計畫管理費                                    12,000元 

    (4)國健署 HPV疫苗研究管理費                                           5,880元 

二. 個人會費收入                                                         46,000元 

三. 新光銀行定存利息                                                      24,740元 

四. 新光銀行一般存款結息                                                    926元 

五. 郵局劃撥帳戶利息                                                         77元  

本期支出                                                    774,244元 

一、辦公費                                                         186,804 元 

1. 郵資費                                                              4,755 元 

2. 劃撥手續費及匯費                                                    1,800元 

3. 獎助研究生出席國外研討會審查費(第 1梯次)                            8,500元 

4. 研究生論文獎審查費                                                 32,000元 

5. 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理監事之出席費、餐費                         46,126元 

6. 雜支(倉租費 106年 1-12月、計程車資、運費等)                        18,113元 

7. 其他交通費(出席年會籌備會)                                         18,532元 

8. 出席 2017世界流行病學大會-日本琦玉                                 56,978元 

二、人事費                                                         259,196 元 

1. 會計師費用(105年顧問與諮詢 4000+106年 1-10月服務費 40000)         44,000元 

2. 代墊專任助理勞保費、健保費、勞退金、個人二代健保費(106年 1-7月)  169,273元 

3. 學會(雇主)負擔二代健保費(106年 1-8月)                             17,123元 

4. 楊繡綾 1月-8月工作津貼                                            24,000元 

5. 黃于倢 1月-3月工作津貼                                             4,800元 

三、獎助金                                                         328,244元   

1. 105第二梯次出席國際會議補助差旅費(3位)                           59,405元 

2. 106第一梯次出席國際會議補助差旅費(3位)                           76,839元 

3. 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獎助學金(4位)                              192,000元 

提撥基金                                                 2,325,040元 

一、至 104年止歷年累計 2,324,940元，加上 105年提撥基金 100元       2,325,040元 

本期結存                                   4,504,806           元 
                                                                                   

附件二-1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一 ○ 六 年 度 會 務 工 作 報 告 

 

類  別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會 
 
 
 
 
 
 
 
 
 
 

務 

會 
 
 
 

議 

(1) 會員大會 10 月召開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2) 理監事會議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3) 常務理事監事

會議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會管 
籍理  召集新會員、會員資料建立及

歸檔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工服 
作務 
人及 
員管 
  理 

 處理相關會務事項 秘書處  

 依相關法規管理 秘書處  

財 
 

務 

收支項目 會計憑證及報表製作並歸檔及
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財務報表 依法編製各項財務報表及歸檔
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其 
他 

聯誼活動 加強會員間之聯繫 秘書處  

業 
 
務 

(1) 學術研討會 10 月與會員大會合辦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2) 獎勵大專生參與

專題研究計畫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3) 獎助研究生出
席國際學術會
議(第一梯次)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4) 研究生論文獎 6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5) 舉辦 2017 基
因體流行病學
研習營 

8 月 7-11 日，為期一週 秘書處  

(6) 國際會議 8 月 19-22 參加世界流行病學大會 秘書處  
(7) 獎助研究生出

席國際學術會
議(第二梯次) 

10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8) 第六屆理監事
會選舉 10 月舉行 秘書處  

(9) 辦理委託計畫 管理執行中計畫 秘書處  

附件二-2 



台  灣  流  行  病  學  學  會 
一 ○ 七年 度 會 務 工 作 計 畫 

 

類  別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會 
 
 
 
 
 
 
 
 
 
 

務 

會 
 
 
 

議 

(1) 會員大會 10 月召開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2) 理監事聯席會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3) 常務理事監事聯

席會 3 月、9 月各召開一次 秘書處  

(4) 其他 視情況召開 秘書處  
會管 
籍理  召集新會員、會員資料建立

及歸檔 秘書處 會員服務 
委 員 會 

工服 
作務 
人及 
員管 
  理 

 處理相關會務事項 秘書處  

 依相關法規管理 秘書處  

財 
 

務 

收支項目 會計憑證及報表製作並歸
檔及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財務報表 依法編製各項財務報表及
歸檔保管 秘書處 財  務 

委員會 
其 
他 

聯誼活動 加強會員間之聯繫 秘書處  

業 
 
務 

(1)  學術研討會 10 月與會員大會合辦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2) 獎勵大專生參與
專題研究計畫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3) 獎助研究生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第
一梯次) 

4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4) 研究生論文獎 6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5) 獎助研究生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第
二梯次) 

10 月舉行 秘書處 學術委員會 

(6) 辦理委託計畫 視核定情形 秘書處  

(7) 其他 視第六屆新任期業務調整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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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年聯合年會
台北市中正區1 0 0徐州路1 7號
TEL:(02)2391-9529

印刷品

「2017年聯合年會」報名網頁　http://www.publichealth.org.tw/event_detail.asp?SymI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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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2017年聯合年會
時間：2017年10月28日(星期六)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地點
時間

第一會場
國研大樓A廳

(582人)

第二會場
國研大樓B廳

(283人)

第三會場
演藝廳
(187人)

第四會場
N109教室

(84人)

第五會場
N110教室

(84人)

第六會場
N111教室

(84人)

第七會場
N215教室

(84人)

第八會場
N216教室

(84人)

第九會場
N217教室

(84人)

第十一會場
國研大樓

IR201教室
(195人)

8:30~9:15 報到（地點：第一教學大樓川堂）

9:15~10:00 公衛實習
論壇一

一般論文
安全促進

專題論壇
流病學會
（TEA）

「永續發展與 
風險治理」

專題討論
高雄市衛生局
「雄健康-厝邊醫
生-護咱社區健康
一生「防疫、防
癌、防老」健康
照護網絡連結試
辦計畫」

專題討論
國衛院

「提升國人氣候
變遷之健康識能
與調適策略研
究」

專題討論
台南市衛生局
「公共衛生介入
政策之成效探

討」

專題討論 專題討論 專題討論 專題論壇
癌登學會
(TSCR)

「電子病歷與
癌症登記」

10:00~10:30 專題論壇
傷害預防學會

(TIPSPA)
「職業駕駛健康
管理與交通安全
促進」

10:30~10:45

10:45~11:0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流病學會理監事選舉投票

11:00~12:00 公衛實習
論壇二

專題論壇
流病學會
（TEA）

「永續發展與
風險治理」

專題討論
台大

「失智症影響因
子與治療之成效

分析」

專題討論
國衛院

「提升國人氣候
變遷之健康識能
與調適策略研
究」

專題討論
台中市衛生局
「衛生行政業務
績效視覺化」

專題討論
食藥署

「食藥大數據之
應用分析」

專題討論
健保學會

「新健保新思維
與整合照護」

專題討論
台大

「臺灣疫苗策略
的專業思考、科
學實證與公共衛
生作為」

專題論壇
癌登學會(TSCR)
「電子病歷與
癌症登記」12:00~12:30 傷害預防學會

會員大會

12:30~13:00

健保學會
會員大會

癌登學會
會員大會12:40~13:10

公衛學會
會員大會

12:40~13:30
台灣大學

公共衛生校友會
會員大會

13:00~13:30
13:00-13:30
流病學會
會員大會

癌登學會
(TSCR)

「推動AJCC8th
分期工作坊」

13:30~14:45 開幕與頒獎

14:45~15:00 茶　　敘

15:00~16:50
主題演講

「永續發展與公
共衛生」

癌登學會
(TSCR)

「推動AJCC8th
分期工作坊」

16:00~16:20
流病學會理監事
選舉開票

16:50~19:30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國研大樓B2走廊一區~三區)

時間：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

地點
時間

第三會場
演藝廳
(187人)

第四會場
N109教室

(84人)

第五會場
N110教室

(84人)

第六會場
N111教室

(84人)

第七會場
N215教室

(84人)

第八會場
N216教室

(84人) 

第九會場
N217教室

(84人)

第十會場
N218教室

(84人)
8:30~9:15 報到（地點：第一教學大樓川堂）

9:15~10:45

專題討論
成大

「活躍老化主題式資料
庫建構與視覺化分析」

一般論文
流病預醫一

一般論文
衛政醫管一

一般論文
衛教行為一

一般論文
環職衛生

(空氣汙染)

一般論文 一般論文 一般論文

10:45~11:0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

11:00~12:30

專題討論
成大

「活躍老化主題式資料
庫建構與視覺化分析」

一般論文
流病預醫二

一般論文
衛政醫管二

一般論文
衛教行為二

一般論文
環職衛生二
(職業衛生)

專題討論
中研院

「國民營養狀況變遷
調查」

專題討論
疾管署

「流感及新型A型流感
防治策略探討」

專題討論
台大

「多元年輕族群之性
健康」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暨碩博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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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登記學會、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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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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 灣 癌 症 登 記 學 會 、 台 灣 健 康 保 險 學 會

2017年聯合年會
大會節目表

主題報告

10月28日(星期六)

第一會場 地點：國研大樓A廳(582人)
13:30-13:55 主席致詞： 吳肖琪(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
  沈志陽(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理事長)
  白　璐(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理事長)
  賴美淑(台灣癌症登記學會理事長)
  楊志良(台灣健康保險學會榮譽理事長)
13:55-14:15 貴賓致詞： 張博雅(監察院院長)
  陳時中(衛生福利部部長)
  黃志中(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劉景寬(高雄醫學大學校長)
14:15-14:30 大會拍照時間

14:30-14:45 頒發陳拱北公共衛生優秀論文獎、研究生論文獎、流行病學會研究生論文獎、 
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力測驗及格證書

大會主題「永續發展與公共衛生」演講與討論

14:45-15:00 茶敘

15:00-15:10 引言人：詹長權(台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15:10-15:50 KN-1  子題一：專題演講—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周桂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15:50-16:30 KN-2  子題二：專題演講—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
  林先和(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
16:30-16:50 綜合討論

16:50-19:30 公共衛生教師聯誼晚會

 地點：國研大樓B2走廊一區~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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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壇

主題：永續發展與風險治理談流行病學的運用與發展(一)
承辦單位：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28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演藝廳

主持人：  沈志陽(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執行長)

09:15-09:45 奈米科技健康風險管理與溝通

 鄭尊仁(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09:45-10:15 流行病學在風險治理與永續發展的應用：以比較性風險評估為例

 林先和(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
10:15-10:45 環境污染與風險治理：六輕石化汙染對兒童健康之影響

 詹長權(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10:45-11:00 茶敘、海報論文展示時間、流病學會理監事選舉投票

專題論壇

主題：永續發展與風險治理談流行病學的運用與發展(二)
承辦單位：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10月28日(星期六)

第三會場 地點：演藝廳

主持人：  吳焜裕(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第9屆現任立法委員)

11:00-11:30 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風險治理

 周桂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11:30-12:00 食品安全與風險治理

 吳焜裕(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第9屆現任立法委員)
12:00-12: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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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一)
10月29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N109教室
主持人： 白其卉(台北醫學大學公衛系教授)
 莊弘毅(高雄醫學大學公衛系教授)

09:15~09:33 運用雲端時空統計平台探索公共衛生議題

 鄧詠竹、林柏丞、陳建州、郭巧玲、葉耀鮮、范毅軍、詹大千

09:33~09:51 比較Targeted與Universal去移生介入政策對全球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率及
Mupirocin

 林琬庭

09:51~10:09 發展奈米感應器陣列技術於肺癌篩檢

 黃啟祥、曾千、彭馨頤、張哲瑞、王憶嘉、楊孝友

10:09~10:27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at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admium and Lead  
Exposur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Taiwan

 Tsung-Lin Tsai, Wen-Harn Pan, Shu-Li Wang
10:27~10:45 Risk of Gastrointestinal Perforation in Patients Taking Oral Fluoroquinolone  

Therapy: an analysis of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cohort
 Meng-tse Lee, Shy-Shin Chang, Si-Huei Lee, Szu-Ta Chen, Yi-Chieh Weng,  

Lorenzo Porta, Jiunn-Yih Wu, Chien-Chang Lee

一般論文

主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二)
10月29日(星期日)

第四會場 地點：N109教室
主持人： 楊懷壹(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程蘊菁(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11:00~11:18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Pulmonary Function Decline in Taiwan 
Biobank Dataset

 Chia-Jung Lee, Ming-Wei Su, Chen-Yang Shen, Yungling Leo Lee
11:18~11:36 肥胖與氣喘的因果關係：雙向孟德爾隨機化分析

 陳揚卿、范掀裕、黃彥棕、黃士懿、劉燦宏、李永凌

11:36~11:54 G蛋白偶聯雌激素受體基因型與類胰島素生長因子-1基因型對於肺癌發生的交互作用
 楊鑫

11:54~12:12 以出生世代研究評估產前暴露於汞金屬與學齡兒童智商之相關性

 胡德捷

12:12~12:30 探討鄰苯二甲酸酯類暴露是否增加發生復發性流產之風險

 廖凱威、郭保麟、江宏哲、黃柏菁



106 年度 研究生論文獎（碩士生）複審 

編號 論文名稱 審查委員 
研究設計

（30%） 
分析與推論 
（30％） 

組織與結構 
（20％） 

創意 
（20％） 

總分 審查結果 

106M-01
陳暉明 

Residential exposure to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from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and the impairment of 
renal function-An ecological study. 
Scientific Reports 7 (2017): 40283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103 年 12 月畢 
指導教授：吳明蒼教授 

A 23 25 16 14 78 

總分 334 
平均 83.5 
排序 2 
 

B 25 25 17 14 81 

C 迴避審查     

D 26 27 18 17 88 

E 25 26 17 19 87 

106M-02
蔡惠如 

Intake of Phthalate-tainted Foods and 
Serum Thyroid Hormones in Taiwa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Jul 29;6:3058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104 年 6 月畢 
指導教授：吳明蒼教授 

A 25 26 18 16 85 

總分 341 
平均 85.25 
排序 1 
 

B 25 25 18 18 86 

C 迴避審查     

D 26 26 18 17 87 

E 25 25 17 16 83 

 



106 年度 研究生論文獎（博士生）複審 

編號 計畫名稱 
審查 
委員 

研究設計

（20%） 
分析與推論 
（30％） 

組織與結構 
（15％） 

創意 
（20％） 

社會貢獻度

（15％） 
總分 審查結果 

106P-01
鄭雅勻 

Associations between arsenic in drinking 
water and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 nationwide study in 
Taiwan.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7;321:432-439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流行病
學，在學 7 年級 
指導教授：郭浩然教授 

A 17 25 13 17 13 85 

總分 433 
平均 86.6 
排序 5 

B 18 27 14 17 14 90 

C 16 24 13 16 13 82 

D 17 27 13 18 13 88 

E 18 27 13 17 14 88 

106P-02
呂瑾立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All-Cause 
Mortal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Association With Prior History of 
Hypoglycemia Among Pati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6;39:1571-8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105 年
1 月畢 
指導教授：李中一教授 

A 19 28 14 18 15 94 
總分 466 
平均 93.2 
排序 1 
第一名 
獎金 5 萬元 

B 19 28 14 18 14 93 

C 19 28 14 18 15 94 

D 19 28 14 18 14 93 

E 19 28 14 17 14 92 

106P-03
黃建程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short- and long-term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Chest. 2017 Apr 17. pii: 
S0012-3692(17)30723-7.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丁組，在
學 3 年級 
指導教授：郭浩然教授 

A 16 24 13 16 12 81 

總分 416 
平均 83.2 
排序 7 

B 16 25 13 16 11 81 

C 16 26 13 16 13 84 

D 17 25 13 17 13 85 

E 17 25 13 17 13 85 

 



106P-04
戴書郁 

Urinary melatonin-sulfate/cortisol ratio 
and the presence of prostate cancer: A 
case-control study. 
Scientific reports. 2016;6:29606 
高雄醫學大學醫研所，106 年 1 月畢 
指導教授：吳明蒼教授 

A 17 25 13 16 12 83 

總分 430 
平均 86 
排序 6 

B 18 24 13 17 14 86 

C 18 28 14 18 13 91 

D 17 26 13 17 13 86 

E 18 24 12 17 13 84 

106P-05
曾耀賢 

Use of an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and the 
Risk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5;38(11):2068-2074 
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
所，在學 4 年級 
指導教授：陳保中教授 

A 18 28 14 18 14 92 
總分 461 
平均 92.2 
排序 2 
第二名 
獎金 3 萬元 

B 19 28 14 18 14 93 

C 18 28 14 18 14 92 

D 18 28 14 19 14 93 

E 18 28 14 17 14 91 

106P-06
陳志昊 

Effect of Kidney Dysfunction on 
Cerebral Cortical Thinning in Elderly 
Popul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2017;7:2337 
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在學 1 年級 
指導教授：程蘊菁教授 

A 15 24 13 14 12 78 

總分 392 
平均 78.4 
排序 8 

B 15 23 12 14 12 76 

C 15 22 12 13 12 74 

D 17 26 13 17 13 86 

E 16 23 12 15 12 78 

106P-07
陳揚卿 

Growth trajectories and asthma/rhinitis in 
children: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Taiwan.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17;49(1):1600741 
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103 年 8 月畢 
指導教授：李永凌教授 

A 17 26 13 18 13 87 

總分 434 
平均 86.8 
排序 4 

B 17 27 13 17 13 87 

C 16 27 13 17 13 86 

D 18 26 13 18 13 88 

E 17 27 13 17 12 86 
 



106P-08
羅偉成 

Adult mortality of diseases and injuries 
attributable to selected metabolic, 
lifestyle, environmental, and infectious 
risk factors in Taiwan: 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Population Health Metrics 2017 May 
15.1: 17. 
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在學 5 年級 
指導教授：林先和教授 

A 18 27 13 18 14 90 

總分 450 
平均 90 
排序 3 
第三名 
獎金 2 萬元 

B 18 27 14 16 14 89 

C 17 28 14 17 14 90 

D 18 27 14 18 14 91 

E 18 27 13 17 15 90 

 

一、 獎勵名額及獎金： 
1. 碩士論文獎：「特優獎」一名及「優等獎」至多三名。「特優獎」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優等獎」得獎者每名各得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2. 博士生論文獎：「第一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伍萬元整；「第二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

乙座，獎金新台幣叁萬元整；「第三名」一名: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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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Taiwan Epidemiology Association 

  碩、博士班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助辦法 

民國 103 年 2 月 25 日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新訂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14 日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6 年 9 月 19 日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為鼓勵本會學生會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增進學術交流，特

訂定以下獎助： 

一、申請資格：申請人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使得申請補助 

(一) 指導教授為本會活動會員。 

(二) 本會學生會員(含本國及外籍生)。 

(三) 投稿時為非在職身分之碩、博士班學生。 

(四) 以第一作者進行口頭或海報發表。 

二、補助項目： 

機票費、註冊費或住宿費等全額或部分補助。最高補助新台幣 3萬元，每

一會員每年以補助一次為限。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檢附正本單

據核銷。 

三、申請期間：(每梯次補助名額 4名為上限，收件截止日期、時間依據網頁公告) 

第一梯次： 每年 4月 15日至 30日。 

第二梯次： 每年 10月 15日至 31日。 

備註：若未及申請此兩梯次補助，可於出國後最接近的梯次提出，除申請

資格需符合外，另一必備條件為貼示海報有學會 logo或口頭報告裡註明接

受本會補助。 

四、申請辦法：請備妥下列電子文件，於期限內 Email至本會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word檔(需檢附簽名頁 PDF 檔)
(二) 指導教授推薦信一封(教授簽名之 PDF 檔)
(三) 學生證正反面 PDF檔 

(四) 擬發表論文摘要 word 檔

(五) 論文被接受函(可於會議開始日前補繳)PDF檔 

(六) 出席國際會議申請人本人正式邀請 PDF 檔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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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相關事項 

(一) 獲其他單位補助者，本項獎助款項僅補助其他單位未補助之部分。

申請者須同時提出向其他機構申請之說明，未事先說明，事後經查

證重複申請補助者，將取消補助資格，追繳全數補助金額。 

(二) 受補助者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正本單據核銷(非正本憑證不

得核銷)。 

(三) 若申請人數過多，以研討會重要性及口頭報告者為優先考量。 

(四) 申請者須於貼示海報或口頭報告裡註明接受本會補助。 

 

六、檢附單據正本及資料如列： 

(一)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及登機證明。 

(二) 機票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三) 與會註冊收據。 

(四) 飯店住宿費收據。 

(五) 口頭或海報發表之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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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流行病學學會研究生論文獎給獎辦法 

民國100年4月21日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新訂通過 

民國102年3月5日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5年3月14日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6年9月19日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一、 目的：為鼓勵研究生從事流行病學研究，提升預防保健，增

進人類健康。 
二、 給獎類別：分碩士論文獎及博士生論文獎兩類。 
三、 申請資格：  

1. 國內相關研究所近三年內畢業之碩、博士生，或博士班在學

學生。 

2. 送審論文(以1篇為限)須為國內完成之學位論文研究，且為近

3年內發表於SCI/SSCI學術期刊。 

3. 申請人為第一作者且送審論文未獲得本會及其他具公開競爭

之論文獎獎助。 

4. 指導教授為本會活動會員，且同意推薦。 

5. 申請者為本會活動會員。 

四、 申請時間：每年依本會公告日期進行徵件，申請表格請上本

學會網頁下載。  
五、 送審相關資料：  

1. 已發表論文PDF檔 

2. 論文中、英文摘要word檔。 

3. 申請表word檔(需檢附簽名頁PDF檔)。 

4. 切結書PDF檔 

六、 評審與獎勵：  
1. 審查小組由5位具副教授或以上資格者組成，但申請人、申

請人之指導教授、或共同作者，不得為審查小組成員。 

2. 申請截止日後，由本學會學術委員會研擬審查推薦名單送至

本學會理事票選選出，通過後組成審查小組。 

3. 每篇論文均由審查小組送請2位專家學者採匿名方式進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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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初審委員除參考評分標準評分外，並需撰寫審查意見。

評分參考標準如下：  

(1). 碩士論文獎：30%為研究設計，30%為分析與推論，

20%為組織與結構，20%為創意。 

(2). 博士生論文獎：20%為研究設計；30%為分析與推論；

15%為組織與結構；20%為創意；15%為對社會的貢獻

度。 

4. 根據初審結果，由審查小組進行複審評分，並依送審論文平

均得分排序後，送本學會理監事會討論以決定獲獎名單。若

無合適論文達獎勵標準時，得以「從缺」處理。  

5. 得獎者除於本學會舉辦之年會中公開表揚外，需於年會中以

口頭方式發表其受獎論文。  

七、 獎勵名額及獎金： 
1. 碩士論文獎：「特優獎」一名及「優等獎」至多三名。「特

優獎」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優等獎」

得獎者每名各得獎牌乙座，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2. 博士生論文獎：「第一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金

新台幣伍萬元整；「第二名」一名:得獎者得獎牌乙座，獎金

新台幣叁萬元整；「第三名」一名:得獎者獎牌乙座，獎金新台

幣貳萬元整。 

 

八、 本辦法得視需要提理監事會討論並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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