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500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彰化基督教醫院六樓直腸外科辦公室 

Tel: (04)723-8595 Ext.3680; Fax: (04)723-8595 Ext.3680; E-mail: scrstw@gmail.com 

第十四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102 年 12 月 14 日（星期六）下午 5時整 

會議地點：台中金典酒店 14 樓春櫻廳 
          (地址：台中市健行路 1049 號 14 樓） 
主 持 人：黃灯明理事長 

出席監事：嚴守智、趙東波、范仲維 

出席理事：林資琛、許自齊、饒樹文、金台明、王輝明、許希賢、陳明仁 

          王照元、姜正愷、謝寶秀、王瑞和、魏柏立、陳自諒 

請假監事：陳進勛、王煥昇 

請假理事：陳鴻華 

請假榮譽理事長：范宏二、徐弘、王正儀、王世名、林楨國、張簡俊榮 

 

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會務報告 

1. 本年度財務報告。（附件一 P.4-9） 

2. 本年度新會員入會狀況報告。 

 
(1) 本年度通過專科考試人員： 

賴正大 張筆凱 李英瑜 張譽耀 林宏鑫 林耕平

黃基展 吳嘉倫 朱峻廷 陳柏全 黃政義 黃士峰

(2) 本年度通過內視鏡技術師： 

洪慧玲 張敏惠 陳亮云 徐麗敏 陳巧瓴 張愫純

林時敏 黃雅伶 

3. 網站進度報告。 

本年度新增項目： 

    a. 行事曆 

    b. 學分查詢—可直接查詢專科證書到期日及下次換

    c. 會員學分申請—會員參加國內外大腸直腸相關
秘 書 長：陳宏彰 
會議記錄：涂曼娟 
 佘冠旻 王愷晟 林岳民 

 范文傑 高理鈞 

 吳宥褕 史妍繕 陳惠美 

證累計學分。 

研習會發表及國內外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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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大腸直腸相關論文，利用此功能填寫並將發表內容電子檔案上傳，

即可申請論文加分，累計於換證學分中。 

    d. 線上積分申請—其他單位舉辦研討會向本學會申請學分全面電子化，節省

紙張資源及郵寄資料所耗費之時間和費用。 

    e. 會議記錄—公布每次會議記錄，供會員瞭解學會運作，傳遞會員權益相關

重要資訊。 

三、討論事項 

1. 大腸鏡報告及電子申報格式（附件二 P.10-17） 

秘書長：國健局於 11 月有召集相關學會討論大腸鏡檢查電子報告格式，但

因會議時間無法出席未參與討論，國健局就公布此格式，隨後有向國健局反

應，決定於明年另擇期開會討論，請各位理監事針對此格式提出建議，可於

開會時提出反應。 

陳明仁理事：此格式許多資料並非我們該的填，大腸鏡報告需填資料僅需如

舊格式那樣就夠，如需填寫應該另外請個管師完成，我們不能答應。 

王瑞和理事：填寫此報告需要耗費更多時間。 

謝寶秀理事：國際上大腸鏡報告也未如此填寫。 

王照元理事：需瞭解此報告格式目的，我們只需配合癌症篩檢所需部分，若

要我們做要有相對的給付，以及資料要公開供大家申請。 

林資琛常務理事：太多地方無法那麼詳細填寫，如檢查時間幾時幾分幾秒未

必每間醫院都可做到，麻醉用藥每個醫院、每個醫師給的也都不相同，且此

和癌篩統計也不相關，我們只需配合癌篩目的相關的部分，其餘部分要做也

需另外給付。 

【決議：此格式許多資料非癌篩所需，應使用舊有格式即可，若需做此完整

格式，則需討論額外支出費用之給付】 

2. 103 年度行事曆（附件三 P.18） 
(1) 第十四屆第七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03.15 地點: 台北喜來登飯店】 

(2) Laparoscopic Seminar 及第八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6.14 地點: 高雄】 

(3) 103 年度內視鏡技術師認證及繼續教育課程【今年不辦】 

(4) 秋季會及第九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09.28 地點: 台北馬偕】 

(5) 專科醫師考試 

【時間:103.10.26(暫訂)主考官: 陳自諒 醫師 地點: 中國醫附醫 】 

(6) 年會【時間: 103.12.13-14 地點: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7) 第十四屆第十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12.13 地點: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8) 第十五屆第一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12.20 地點:  未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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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內視鏡技術師認證因人數漸少，104 年起改為 2 年舉辦一次】 

  四、臨時動議。 

1. 秘書長： 

(1) 王照元理事提出健保署同意增加手術給付點數且追碩回 101 年起，但至今仍

未見給付點數調整，秘書處已發函向健保署確認是否有此筆經費以及是否撥

入各醫院，待健保署回覆後再做下一步追蹤。 

(2) 衛福部行文詢問癌篩呈陽性者若無法進一步做大腸鏡檢查，以乙狀結腸鏡檢

查，硬式和軟式結果何者較好？ 

    陳明仁理事：癌篩條文內有規定呈陽性者可做大腸鏡檢查和乙狀結腸鏡檢

查，但未規定軟式或硬式。我們應回答都可以，不硬性規定軟式或硬式。因

為關於請款問題，國健局會依癌篩完成率撥款，有些醫院如長庚未做軟式，

若硬性規定作軟式，癌篩就算未完成，醫院成績會很差，影響請款。 

【決議：回覆軟式和硬式都可，不硬性規定】 

2. 許自齊常務理事：關於論文問題，若 A 院住院醫師送至 B 院訓練，使用 B 院

data 完成之論文，此篇論文將屬於何院？corresponding author 為哪個醫院人？ 

【決議：此論文 B 院有使用決定權，倘若 A 院欲使用此篇作為訓練醫院報備論

文，需取得 B 院同意，且 B 院不得再以此篇作為報備使用論文。

corresponding author 應為 B 院之醫師】 

 
五、散會 

 
秘書處  謹啟 102 年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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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 

103 年度行事曆 

月份 工  作  細  目 
一月 

 

＊ 寄發十四屆第六次理監事會【102/12/14】紀錄 
＊ 辦理換發新證書（全年業務） 

二月 ＊ 寄發外科醫學會暨本會春季會通知 
＊ 寄發十四屆第七次理監事會通知 
＊ 寄發「專科醫師訓練醫院列報訓練概況」報備通知並整理成冊 

三月 ＊ 十四屆第七次理監事會【103/3/15(六)  5：00 pm   地點: 喜來登飯店  】 
   (審查專科醫師訓練醫院列報訓練概況 ; 欲報考專科考試之醫師論文發表概況) 
＊ 外科醫學會暨本會春季會【103/3/16(日) 地點: 台北榮總 中正樓 3 樓外科部會議室】 
＊ 三月季刊出刊 

四月 ＊ 103 年度專科醫師考試日期、地點公布 
＊ 寄發十四屆第七次理監事會紀錄 

五月 ＊ 寄發本會夏季會通知暨秋季會邀稿 
＊ 寄發十四屆第八次理監事會通知 

六月 ＊ Laparoscopic Seminar【時間: 103/6/14(六) 地點:  高雄榮民總醫院  】 
＊ 第十四屆第八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6/14(六) 地點:  高雄榮民總醫院  】 
  （討論各訓練醫院專科醫師考試之考生名單及考試範圍） 
＊ 六月季刊出刊 

七月 ＊ 寄發專科醫師甄試報名通知 
＊ 寄發第十四屆第八次理監事會紀錄 

八月 ＊ 專科醫師考試報名 
＊ 寄發本會秋季會通知暨年會邀稿 
＊ 寄發第十四屆第九次理監事會通知 

九月 ＊ 秋季會【時間: 103/09/ 28(日) 地點:  台北馬偕紀念醫院  】 
＊ 第十四屆第九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09/ 28 (日)  12:00pm  地點:   台北馬偕紀念醫院  】

（審查專科醫師考試之考生資格） 
＊ 寄發考生甄試規定、時間、地點通知 
＊ 九月季刊出刊 

十月 ＊ 寄發准考證、印妥考題、備妥考生相關資料 
＊ 寄發第十四屆第九次理監事會紀錄 
＊ 專科醫師考試 
【主考官: 陳自諒醫師  時間: 103/ 10 / 26(日) (時間暫訂)  地點: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 

十一月 ＊ 通知考生考試結果 
＊ 籌備年會相關之事宜 
＊ 寄發各專科醫師訓練醫院—列報其訓練概況 
＊ 寄發會年會通知 
＊ 寄發第十四屆第十次理監事會通知 

十二月 ＊ 年會【時間: 103 年 12 月 13-14日 地點: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 
＊ 第十四屆第十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12/ 13(六)地點: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報告舊年度財

務決算及計畫執行情形、新年度預算狀況、新會員入會狀況、亞洲基金本年度發放狀況）

＊ 寄發第十四屆第十次理監事會紀錄 
＊ 通知、召開第十五屆第一次理監事會【時間: 103/12/20(六) 地點:                】 

並寄發出理監事會議記錄 
＊ 十二月季刊出刊 

 

18 of 18

Administrator
Text Box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