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第廿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

間： 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六日 〈星 期五 〉下午六時三十分起。

地

點： 台北市徐州路二號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四樓 402A,B 。

主

席： 江福田 理事長

出席人員：〈名 譽理 事〉 呂鴻基、連文彬、曾淵如。
〈理

事〉 江福田、鍾國屏、江晨恩、林昌琦、陳志鴻、程俊傑、黃世忠、
葉森洲、廖朝崧、賴文德、王志鴻、王國陽、吳士平、吳俊仁、
吳炯仁、周立平、柯毓麟、徐國基、徐粹烈、張重義、郭啟泰、
陳中和、陳瑞雄、黃崔源、楊朝弘、葉宏一、鍾政達。

〈監
請假人員：〈理

事〉 林中生、陳明豐、傅懋洋、曾春典、羅鴻舜。
事〉 侯嘉殷、吳美環、林俊龍、殷偉賢、張之光、黃碧桃、蔡良敏、
魏

〈監

崢。

事〉 張念中、宋瑞珍、洪啟仁、許勝雄、程文俊、蔡正河。

列席人員： 林俊立 （電 生理 暨節律器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錦澤 （國 際事 務交流暨公共關係委員 會主任委員）
王主科 （小 兒心 臟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文鍾 （急 重症 照護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萍章 （心 臟外 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瑞仁 （秘 書長 ）
李愛先、林芬瓊、柯文欽、陳澄鋆、蔡正道 （副 秘書 長）
黃淑菁、徐婉瑄、林玉英 （秘 書）
記

錄： 黃淑菁。

一、 主席報告─ （江 福田 理事長）
進入正式議程之前，有幾項事務向各位報告一下。學會各專門委員會已各召開第
一次的委員會議積極投入工作，訂立年度工作方針，感謝主委及委員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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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心臟學大會 （World Congress of Cardiology）在阿根廷布宜諾斯愛利斯舉
辦，心臟學會及心臟基金會分別由本人及陳錦澤主委代表出席。主要目的是世界心臟
聯盟 （World Heart Federation）將 Taiwan 放在 China 下面，行前已發信函表達抗議，而
WHF board meeting 中亦有將此信函提出討論，交換意見後應會有個答覆。目前待其回
覆後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國外交流部份，陳錦澤主委 （國際事務交流暨公共關係委員會）在六月初有代表
學會參加印尼心臟學術活動。因江前理事長明年將接亞太心臟學會理事長，故希望在
此期間能積極與亞太地區各國心臟學會進行交流，建立好關係。未來也計劃與伊朗進
行學術交流。
國內事務部份，夏季會在 97 年 6 月 14-15 日在成大醫學院及大億麗緻酒店舉行。感
謝陳志鴻院長的大力支持，也誠摯邀請各會員踴躍參與。本年度年會預訂在 97 年 10 月
25-26 日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召開。
學會會址部份，在目前會址旁有找到合適處所，財務委員會召開時也曾實地勘察。
但因學會不具法人資格無法登記為房屋所有權人，故需修改章程後報備內政部以向法
院提社團法人設立之申請。希望各位理監事能夠同意此事以完成會址之購置。
心臟學會雜誌目前已正式收錄 SCI Expanded 觀察名單中，感謝郭啟泰主委及各編
輯委員之努力。 2007 年至 2010 年 SCI Expanded 會觀察雜誌是否準時出刊，及於該時段
內雜誌文章被國內外期刊引用次數多寡，決定 Impact Factor 分數，故請各會員多引用
雜誌刊登之文章。

二、 秘書長報告─ （黃 瑞仁 秘書長）
（1） 請確認第廿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決議：通過。
（2） 各委員會委員名單﹝如附件一﹞。
※決議：通過。
（3） 國內外學術活動─
1.『2008 年夏季學術研討會』將於 97 年 6 月 14-15 日在成功大學醫學院及台南大億
麗緻酒店舉行。
2.『2008 心臟血管介入治療大辯論』將於 97 年 8 月 3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3. ESC Congress 2008: Aug 30- Sep 03, Munich, Germ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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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委員會報告─

（一）研究委員會。
1）九十七年度研究獎助金申請公告─
※ 結論： 1）原六十萬元經費將專用於補助會員醫師出國研究發表，故將再請財務委
員會提撥四十萬元經費以為本年度研究獎助金申請之用。
2）本年度研究獎助金申請截止日期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以 郵截 為憑）。
3）研究獎助金申請公告內容如下─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研 究獎 助金申請辦法》....
原由：為鼓勵年青醫師從事心臟醫學相關研究，擬設立『研究獎助金』，
提供會員公開申請。
辦法：1）學會會員考取心臟專科醫師後五年內。
2）每年提出申請一次為原則。
3）每次補助以一年為限，研究計畫期滿應繳交報告，並且必須
於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上刊登。
4）每年補助 2~4 名，每個計劃經費不超過 30 萬。
5）由研究委員會負責計劃之審查。

2）跨院研究計劃之可行性─
※ 結論： 1）請吳美環醫師聯合心臟科、牙科及感染科醫師，撰寫 " 感染性心內膜炎
之預防 " 研究計畫之構想書（含研究目的及方向、病人數、經費...等），
再由學會向政府或研究單位爭取研究經費。
2）請秘書處查詢衛生署及立法院厚生會是否有相關經費提供申請；如各位
委員會後對女性心臟血管疾病或其他心臟相關研究計畫有興趣時，亦可
直接與宋主委或秘書處連繫。
3）WHF medical education of cardiology 跨院研究計劃之可行性─
說明： 世界心臟聯盟（World Heart Federation）先前曾詢問是否對 cardiology Evidencebased Medicine 的 medical education 有興趣，目前該計畫已在中國大陸進行。
※ 結論： 擬向該單位索取該研究計畫之內容及結果，再試著向教育部申請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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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 ﹝林俊立主任委員報告﹞
1）Arrhythmia Awareness Week- Jung 9-15, 2008 ─
說明： 國際心臟節律器暨電生理學會 （International Cardiac Pac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 Society）訂 2008 年 6 月 9-15 日為 Arrhythmia Awareness Week ，邀請心臟基
金會舉辦活動共襄盛舉。而心臟基金會建議照會學會電生理委員會，請其
協助提供活動內容意見，由心臟基金會執行，基金會與學會共同主辦。
※ 結論： 建議 6/8 召開記者會， 6/9 於北中南辦理病友衛教活動。請陳文鍾委員擔任
召集人，及吳茲睿、陳勉成、吳美環、王俊傑及邱春旺五位委員組成活動
小組安排活動內容。
2）治療指引編纂之可行性─
※ 結論： 因正反二面意見都有，故由林俊立主委擔任召集人，邀請葉森洲副主委及
郭任遠、林立人、李坤泰、翁國昌委員組成小組，再召開小組會議討論其
利弊以決定編纂與否。
3）ICD 治療指引修訂建議─
※ 結論：建議發函健保局修訂內容如下 ...
1）心臟整流去顫器之適應症 （2008/03）修訂後

原內容
適應症：

適應症：

（一）嚴重心室頻脈、心室顫動導致 （一）嚴重心室頻脈、心室顫動導致
猝死可能或昏迷。

猝死可能或昏迷。

（二）反覆發作之持續性心室頻脈。 （二）反覆發作之持續性心室頻脈。
（三）高危險性心臟血管疾病或遺傳 （三）高危險性心臟血管疾病或遺傳
性疾病，如：曾經心肌梗塞併

性疾病，如：曾經心肌梗塞 或

左心室射出分率≦ 40% ， long

擴張性心肌症併左心室射出分

QT syndrome, short QT syndrome,

率≦ 40% ， long QT syndrome,

Brugada syndrome, idiopathic ven-

short QT syndrome, Brugada

tricular fibrillation, arrhythmogenic

syndrome, idiopathic ventricular

right ventricle dysplasia, catechola-

fibrillation, arrhythmogenic right

minergic polymorphic ventricular

ventricular dysplasia, catech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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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修訂後

tachycardia, 肥厚性心肌症，擴

minergic polymorphic ventricular

張性心肌症等，且臨床合併心

tachycardia, 肥厚性心肌症，擴

室快速不整脈或合併猝死症之

張性心肌症等，且臨床合併心

家族史者。

室快速不整脈或合併 早發 猝死
症之家族史者。

2）雙腔型植入式去纖維顫動器 （同時具 ATP 及心房自動電擊功能）之適應
症（2008/03）─
原內容
適應症：

修訂後
適應症：

（一）嚴重心室頻脈、心室顫動導致 （一）嚴重心室頻脈、心室顫動導致
猝死可能或昏迷。

猝死可能或昏迷。

（二）反覆發作之持續性心室頻脈。 （二）反覆發作之持續性心室頻脈。
（三）高危險性心臟血管疾病或遺傳 （三）高危險性心臟血管疾病或遺傳
性疾病，如：曾經心肌梗塞併

性疾病，如：曾經心肌梗塞 或

左心室射出分率≦ 40% ， long

擴張性心肌症併左心室射出分

QT syndrome, short QT syndrome,

率≦ 40% ， long QT syndrome,

Brugada syndrome, idiopathic ven-

short QT syndrome, Brugada

tricular fibrillation, arrhythmogenic

syndrome, idiopathic ventricular

right ventricle dysplasia, catechola-

fibrillation, arrhythmogenic right

minergic polymorphic ventricular

ventricular dysplasia, catechola-

tachycardia, 肥厚性心肌症，擴

minergic polymorphic ventricular

張性心肌症等，且臨床合併心

tachycardia, 肥厚性心肌症，擴

室快速不整脈或合併猝死症之

張性心肌症等，且臨床合併心

家族史者。

室快速不整脈或合併 早發 猝死

（四）使用於藥物控制不良之陣發性
心房快速心律不之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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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之家族史者。

（四）使用於以上適應症且合併藥
物控制不良之陣發性心房快
速心律不整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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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rrhythmia Awareness Week- June 9-25, 2008 ─
說明： 國際心臟節律器暨電生理學會 （International Cardiac Pac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 Society）訂 2008 年 6 月 9-15 日為 Arrhythmia Awareness Week 。
國內心律不整日活動主題訂為 【認 識心 律不整】，由心臟基金會與學會共
同於 6 月 9 日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活動記者會。將邀請 sudden cardiac
death 病人現身說法，希望先從此角度開始，每年延續來舉辦。今年先在北
部，再陸續擴展至中南部舉行。

（三）學術教育委員會。
1）大陸廠商提議加強兩岸學術交流，鼓勵大陸人士來台，學會可籌辦海峽兩岸學術研
討會或論壇，酌收報名及代辦費，增加財源─
※ 結論： 學會可籌辦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或論壇，初步先由海峽兩岸委員會規劃安
排節目，再彙整至學術委員會討論。
因學術活動由學會主辦及須對保大陸人士等相關資料，所產生之費用建議
由財務委員會討論訂出收費標準，以增進學會收入來源。
2）建議會員健康促進活動，可否於夏季會或年會時間舉辦─
※ 結論：會員健康促進活動宜擇期獨立舉辦。
3）97 年度年會籌備─
※ 結論：（ 1）因今年的場地訂為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而不是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所以
地址須註明清楚（如台北市徐州路 2 號），並附場地圖─靠近台大醫院
急診室旁。
（ 2）活動名稱決定為 "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第三十八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 ，
但因配合屆數的關係，故今年年會並不舉行會員大會。
（ 3）論文摘要邀槁及各獎項申請公告內容依往年一樣，只是將年度及時間更
改即可寄出。而 Free Paper 的類別增加 Heart Failure ，故修改為─
1. Electrophysiology
2. Cardiac Imaging-ECHO, MRI, CT, NUCLEAR, PET
3.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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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diatric Cardiology
5. Cardiovascular Surgery
6. Coronary Artery Disease-Intervention, Drug treatment
7. Basic Science
8. Heart Failure
9. General Cardiology-Valvular disease, etc...
（4）決定舉辦介入委員會提議之一天 Live Demo 訓練，地點於台大醫院，利
用電纜線連線，費用以不虧損為原則，請秘書處與介入委員會協調安排。
因各專門學術研討會，建議之題目，太多類似相關的講題，故由秘書處
與各委員會協調統籌整合安排時段後，再提交本委員會討論。
（5）Keynote Speech 的安排，目前同意小兒委員會提議之外賓─ Dr. David J.
Sahn ，專長在 Echo 、小兒、 Imaging..等，由學會邀請，建議其可講 General
的題目，贊助廠商詢問西門子公司。而 Keynote Speech 演講者可為一至
二位，其它人選再請委員們提議或廠商邀請的重量級人物，請推薦彙整
至秘書處，外賓以個人經歷、成就、學識地位、專長 ..等來思考。
（6）節目表決定為一天半，時段分配為星期六 08:30~10:00AM 、 10:30~12:
00Noon 、 12:30~1:30PM 時段為 Satellite Symposium ， 1:30~3:00PM 為專門
研討會、 3:30~5:00PM-Free Paper Oral Presentation ，星期天上午時段為
Plenary 及各獎項演講，下午時段為醫學倫理，建議今年的節目重心，比
重分配擺放在 Free Paper-Oral Presentation ，最好分配在熱門時段，未來
希望增設 Oral Presentation 獎，此原則請秘書處思考是否今年可實施，如
不行則為明年來執行，相關細節再討論，而各時段視投稿情況及研討會
內容再調整安排。
4）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籌辦─
※ 結論： 建議舉辦三天研討會，北中南三地區，由 AZ 廠商贊助，但因要安排醫院參
訪及研討會，時間行程很難敲定，故暫訂 8 月底或 9 月初，由海峽兩岸委員
會主辦，再提報學術委員會，而節目的內容主持人及演講者會以兩岸專門
人士再做調整安排，三天節目內容暫定如下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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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內科學會年會演講推薦─
※ 結論： 擬向台灣內科醫學會推薦 97 年度年會演講題目如下：
1 、 Guideline →
• AF Guideline
• Heart Failure Guideline
2 、 ACS 專題討論 → 100 分鐘
• Overview
• Diagnosis（診 斷）
• Medical Treatment（藥 物治 療）
• Non-Medical Treatment（非 藥物 治療）

（四）甄審委員會。
1）97 年度心臟專科醫師甄審筆試籌劃─
※ 結論：（ 1）筆試出題委員： 9/20（w6） 14:00-17:00pm.
﹝心 臟 內 科﹞ 18 位專指醫師（分六類，每類 3 位），各出 20 題（10
題專業 / 5 題臨床普通 / 5 題基礎理論）
類別
Basic
EP
心臟影像
介入性心臟學
高血壓
General
﹝心 臟 外 科﹞ 7 位專指醫師，由心外甄審委員及心臟外科學委員會主
委共同推薦，各出 30 題（20 題專業 / 5 題臨床普通 / 5
題基礎理論）
﹝小兒心臟科﹞ 7 位專指醫師，由小兒甄審委員及小兒心臟學委員會主
委共同推薦，各出 30 題（20 題專業 / 5 臨床普通 / 5 題
基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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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

題：邀三位醫師挑題。

（3）參考書目：請見 【附 件二 】
（4）出題方式：中文，專有名詞中英對照
（5）時 程 表： 97 年 6 月底
97 年 7 月底

確定出題委員名單
完成出題工作 （題 單匯 整）

（五）財務委員會。
1）APAFS 財務報表─
※ 結論：（1）通過第三屆亞太心房顫動會議 （2007 APAFS）收支盈餘扣除總會權利
金及學會管理費，總計盈餘為 NTD5,883,564.- 元整。
（2）依據「會員承辦國際性會議財務管理規範」第三條『國際會議舉辦完成
後，財務如有盈餘，則扣除繳交國際總會費用及學會捐助款項後之 （總
盈餘） ， 7 0 % 專款專用以為該領域學術研究活動使用， 3 0 % 則歸學
會。』 ，故總盈餘 NTD5,883,564.- X 70%=NTD4,118,494.- ，為主辦心房
顫動會議大會可使用，總盈餘 NTD5,883,564.- X 30%=NTD1,765,069.- 歸
還學會。
（3）須設立專款專戶，使用規範由本學會該領域相關委員會負責，即由電生
理暨節律器委員會決定支出等費用，年度再提報財務委員會。
2）APCC 財務報表─
※ 結論： APCC 收支財務報表 【見 附件 三】，截至 97 年 3 月 31 日止，資產總金額為
NTD27,565,605.- 元整，但還須繳交回總部 5 萬美金及會議公司執行之尾款，
再扣除學會於 96 年度因與 APCC 合辦參展活動，所有收入歸 APCC 大會，造
成學會整個收入比原先預算虧損約肆佰多萬元，故實際上 APCC 的總結餘約
貳仟萬元左右，而 APCC 大會財務會編列於 97 年度的收入，避免 96 年度收
支決算表結餘太多而被課稅。
3）97 年度研究獎助金經費增列提撥案─
※ 結論：（1）研究委員會擬建議增列 97 年度研究獎助金費由原先陸拾萬元整增至壹
佰萬元，因去年研究獎助金無人提出研究計劃申請，故修改為補助 " 鼓
勵學會會員參加國際會議發表學術研究成果 " ，如至 AHA 、 ACC 、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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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文章，並須註明心臟學會贊助及簽填切結書 （未接受其他單位之補
助） ，每位可補助新台幣陸萬元整，截至 96 年底，一共補助 8 位。
（ 2）因學會今年財務恐收支不平衡，有赤字之疑，故研究獎助經費維持原先
編列陸拾萬元整，並建議研究委員會就 " 鼓勵學會會員參加國際會議發
表學術研究成果 " 之相關條文規範及補助費用，再斟酌討論是否合乎現
況。
4）大陸人士來台參與本會學術活動之代辦費及報名費案─
※ 結論：（ 1）因大陸廠商提議加強兩岸學術交流，鼓勵大陸人士來台，學會可籌辦海
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或論壇，並建議由學會理事長對保大陸人士，秘書
處協辦相關行政事務，且為增加財務的收入，決議通過接受代辦及每位
收取代辦報名費 NTD15,000.- 元整，提報理監事會通過。
（ 2）節目內容籌畫由海峽兩岸委員會初步規劃，再彙整至學術教育委員會決
議通過。

（六）編輯委員會。 （郭啟泰主任委員報告）
1）雜誌全英化─
※ 結論： 目前第二十四卷第一期的雜誌內容中，少部分廣告保留中文字樣，其他均
已全英化。
2）SCI Expanded 代理商 - 全珊資訊有限公司簡報收錄情形及後續配合事項─

張仲琳產品經理
簡報： SCI Expanded 一直以來用很嚴格的標準評比，期刊的穩定性最為重視，準
時出刊絕對是考量必要因素，因此一般收滿三期後，才會開始請國際級的
編輯群 review 期刊，接著觀察期刊內容是不是在 SCI 資料庫裡有更多期刊
去引用探討之。觀察期為三年。雜誌文章均收錄，包括 comment 、 Letter to
the Editor...等，以紙本為主。在三年內期刊文章 cite 次數越多， impact factor 分數越高。
※ 結論：通過。
3）稿量及最新稿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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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第二十四卷第二期稿件有五篇病例及四篇原著；第二十四卷第三期有四篇病例，
但只有一篇原著；第二十四卷第四期只有三篇病例；扣除排入印刷流程稿件，稿量
僅存十五篇病例及四篇原著，極度缺乏原著稿源，麻煩各委員撰寫及鼓勵後進投稿
至學會雜誌。
4）稿件處理流程變動─
※ 結論： 以後稿件刊退皆以評審意見為主，若有爭議，才提編輯小組臨時會議討論，
以加速審稿流程；準時出刊。

（七）海峽兩岸心臟學交流委員會。
1）海峽兩岸心臟學術交流研討會─
說明： 由台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籌劃，主題為 「Hyperlipidemia treatment: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節 目內容請見附 件一），暫訂在 8/16-18 於台北、高雄及台
中舉行，大陸方面來台的主要為廣東及雲南心臟科醫師。
※ 結論： 1）加入二位演講者，陳震寰醫師 （高血壓）及何奕倫（膽固醇），並安排
委員參與主持 （ex: 8/16 黃碧桃主委 , 8/18 李英雄顧問） 。
2） 活動場地由廠商安排，開放學會會員參加。
3） 邀請函以英文書寫，不加學會 logo 。
2）年會籌辦心臟學術交流研討會─
說明： 97 年度年會將於 10 月 25-26 日（星 期六、日 ） 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 結論：（ 1）9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舉辦半天研討會，主題為「Heart Failure」，
大陸及台灣各安排二位演講者。
（ 2）台灣方面演講者 （如 下），大陸方面則由台田公司安排。
•內科治療經驗─林中生或陳明豐醫師
•外科治療經驗─張效煌或王水深醫師
（ 3）活動由台田公司贊助。
3）第三屆海峽兩岸心臟血管研討會─ （常 敏之委員 提案 ）
說明：（ 1）97 年 10 月 21-23 日在上海舉辦之「第三屆海峽兩岸心血管研討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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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濟大學徐亞偉醫師籌劃。邀請學會與陽明大學心血管中心共同主
辦。台灣方面可安排 30 位演講者，建議 15 位由學會推薦。
（ 2）上海同濟大學提供住宿與餐飲，演講者機票需自籌 （建議可尋求廠商贊
助） 。開放有興趣之會員參加。

（八）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
1）健保建置「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等四項等殊材料之個案長期監測系統」相關事宜討論
會議結果報告─
說明：會議記錄內容 （略 ）。
※ 結論： 1）因當天提供的 sampling 缺乏代表性且資料不完全，故無法作成分析。
2）另有建議健保局作 DES case 之分析，因再做第二次導管治療的機會減少
許多，可看出成效。
2）案例登錄系統設置─
說明： 為避免案例重覆申報，建議學會建立 " 心臟血管介入治療 " 病例登錄系統以
供會員由網路上登錄使用。
※ 結論： 詳細辦法先請北部委員及吳炯仁副主委共同擬定草案，並於下次委員會議
中提出討論。
3）介入性心臟學學術活動籌劃─
（1）2008 心臟血管介入治療大辯論 （ Great Debate on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
時

間： 97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 09:00-17:00

地

點：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節目內容：【略】建議時間安排為（Pro）12 分 /（Con）12 分→（Pro）3 分 /（Con）
3 分。
註： 1. 依建議之名單先邀請 Speakers ， Moderator 之後再安排。
2. 本課程屬心臟血管介入專科醫師繼續教育課程。
（2）Live demonstration ─
時

間： 97 年 10/25（星 期六 ）PM 至 10/26（星 期日 ）AM 。

地

點：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節目內容：【略】由廠商邀請演講者，原則上國外及國內醫師各一名，每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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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個 case 。主要為介紹最新 update 技術與最近 tricky 的地方；不
完全技術層面，包含使用理由的說明、特徵介紹 ...等。
註：需先確認由台大醫院至會議中心拉光纖之可行性。
4）會員申訴案─
說明： 申訴內容 ....
1）既然心臟科學會都己經有自己的介入性醫師審核制度其他的介入性學會
的審核，身為心臟科學會會員，還要參加嗎？
2）請注意及應對介入性醫學會的惡搞非法行為。以維護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會員權益。
爾後若出現心電圖、超音波、心導管、 EPS 、 Pacemaker 等醫學會再惡搞
專科醫師甄審，再惡搞專科醫院訓練辦法等等學會將恍如被瓜分，名存
實亡。請維護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的完整性、權威性。
※ 結論： 1）希望未來能朝兩學會共同甄審的方向努力。
2）學會為衛生署及健保局諮詢及認可之單位，所作之相關資格認證應該效
力無疑，而學會也會盡全力維護會員權益。
3）將「心 臟血 管介入專科」審查合格名單函送健保局及衛生署。
5）「心 臟血 管介入專科」認證辦法修訂─
說明： 目前二學會甄審 「心 臟血 管介入專科 」辦法不同，較嚴謹的認證制度易獲
得認可；且二會的制度如能趨一致即無差異及排它性，也有利於未來的共
同甄審。
※ 結論： 針對未來心臟專科醫師申請 「心 臟血 管介入專科 醫師 」辦法，建議加入筆
試及口試，於下次會議中討論修改細節內容。

（九）心臟外科學委員會。 （林萍章主任委員報告）
1）健保局詢問有關研議修訂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68036B「體外循環維生系統建立」
診療項目建議案─
※ 結論： ECMO 使用適應症建議修改內容對照表﹝如附件三﹞。
2）97 年度年會心臟外科學研討會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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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夏季會： 97.06.14-15 成大附設醫院 / 大億麗緻酒店。
2）年 會； 97.10.25-26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 結論： 1）夏季會 6/15（w7） 10:50-12:30 時段，二場 debate "Treatment in Stable Multivessel CAD"& "ASD Occlude" 邀請外科醫師參與辯論。
2）年會擬籌辦 TAA 與 ECMO 二個主題，邀請 1-2 位外賓（TAA 優先），請
各委員近期推薦合適外賓邀請名單至秘書處。

3）心臟外科專科甄試合併案─
※ 結論： 建議心臟學會與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學會之心臟外科專科甄試能夠做到相
互承認，而先決條件是需整合兩學會的甄審條件。故於下次委員會議中再
將兩學會的甄審條文提出討論。

（十）心臟影像委員會。
1）97 年度年會心臟影像研討會籌劃─
說明： 心臟學會九十七年度年會預訂於 97 年 10 月 25-26 日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
辦。
※ 結論： 1. 希望安排 1.5hr 專題演講及 1.5 hr Free paper 發表 （共 三小 時） 。
2. 專題演講主題為 Advance of 3D echo ，包含以下四個題目─
• CRT 的應用
• RV Function
• Mitral valve disease
• Monitor during Intervension
3. 擬邀請一位外賓，將尋求相關廠商贊助 （飛 利浦 、西門子或 GE） 。

2）台灣心臟超音波學會專科醫師認證制度之因應─
說明： 台灣心臟超音波學會四月份發文健保局，報備甄審過專業醫師 50 人、專業
指導醫師 10 人及指導技師 （技 術指 導員）認證案。
※ 結論：（ 1）具中華民國心臟專科醫師資格且在地區級 （含）以上醫院者，即具施行
心臟超音波檢查之資格，不須再做認證。在回覆健保局詢問 " 心臟超音
診療項目適用層級 " 案時再重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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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台灣心臟超音波學會專科認證報備乙案，則待健保局有所回應時再
做處理。
（3）技術員施行資格部份，則需搜集完整資料後於下次委員會議中提出討論。

3）年 會 時 段 外 是 否 籌 辦 心 臟 影 像 專 門 研 討 會 ─
說明： 2007 年學會與放射科學會合辦 MDCT 課程，今年是否籌辦聯合學術研討會。
※ 結論： 在夏季會 （6/14-15） 後至年底前，考慮是否與相關學會 （心臟超音波、醫
用超音波或放射線學會）籌辦聯合學術研討會，請各位委員先行思考一下。

（十一）心衰竭委員會。
1）年會心衰竭研討會籌辦─
說明： 97 年度年會預訂於 97 年 10 月 25-26 日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 結論：（1）研討會主題： Devices and Surgical Therapy of Heart Failure 。
（2）安排六個題目，前二個題目希望尋求廠商贊助外賓演講。而國內演講者
部份則著重在心衰竭治療經驗的交流與分享。
• Cell therapy*
• Surgical Therapy
• CRT
• LVAD
• ECMO
•心臟移植

2）心衰竭案例登錄工作進行─
※ 結論： 將先從事 CRT 案例的登錄工作，請王俊傑委員草擬登錄表格內容於下次委
員會議中提出討論。

3）心衰竭治療指引編纂─
※ 結論： 治療指引編纂為本委員會中長期工作目標。於下次委員會議中再討論編纂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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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肝與心衰竭之研究─
說明： 亞太心衰竭委員會目前有推動 "Hepatitis C Virus-derived Heart Diseases" 之跨國
研究計劃，由日本京都大學醫學研究所 Akira Matsumori 主導。但研究經費須
由參與單位自行籌措。
※ 結論： 對於是否參與該研究計劃？又如何從事研究 ?大家可思考一下；而研究所需
的人力及經費，如何籌措亦是個問題。

5）心衰竭診斷試劑健保給付爭取─
※ 結論： 此方面藥廠自行會經由醫院來進行，不見得需經由學會。如 Roche 的 BNP 診
斷試劑目前有邀台北榮總與台大醫院共同進行研究，正從事計劃撰寫與醫
院審查，主要將在 ACS 的病人進行研究。。

6）心衰竭新藥物的上市─
※ 結論： 新治療藥物的上市與否，各藥廠有其商機考量，非學會能左右；但如果有
需協助之處亦可考量幫忙。

（十二）高血壓委員會。
1）高血壓治療指引之編纂─
※ 結論：（ 1）本委員會將組成高血壓治療指引之 Task Force ，由江晨恩副主委來負責
編纂，將邀請國內專家共同撰寫，例如可邀請台大簡國龍醫師撰寫台灣
高血壓流行病學部分。初稿送至本委員會各委員先行修改後，再經理監
事會修改確認，而後仿效 ACC 作法， email 發給所有會員，希望於三個
月的時間收集會員之 Input 。
（ 2）會員 Input 彙整後， Task Force 再作修改，最後經理監事會通過完成，再
投稿至台灣醫學會雜誌 （或 其他 SCI 雜誌） 及心臟學會雜誌，一定要
Publish ，未來有了 guideline 後，就可以在醫療給付上，如健保剔退上據
理力爭，可當教學教材，而政府衛生政策上亦可以此做指引，並建立心
臟學會於國內之主導地位。
（ 3）最近許多大型臨床試驗將陸續公步結果，包括 A C C O M P L I S H 、
ONTARGET 及 HYVET 等，針對不同組合療法之優劣（ACCOMP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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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I 及 ARB 之正面較勁（ONTARGET）及高齡高血壓患者之臨床試驗，
均將有正確之答案，所以此治療指引預計一年的時間來完成，先積極推
動第一版，以後每屆之理監事會及高血壓委員會可以仿傚加拿大高血壓
學會每一到兩年作 update 。

2）97 年度年會節目表籌劃─
日期： 97 年 10 月 25-26 日（星 期六 、日） 。
地點：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 結論： 舉辦半天 Symposium ，二個 Section 各 1.5 小時，希望委員們集思廣義，以 email 方式互相交流，並於 5 月底前提交節目內容，彙整至主委及副主委討論
後，再交給學術教育委員會討論。

3）關於媒體報導相關心臟醫學訊息，造成民眾誤導之處理案─
※ 結論：（1）學會應有記者會制度，如有相關 Issue 報導出來後，學會可找相關委員
會主委及副主委列席記者會，以正視聽。
（2）學會可定期每個月至二個月召開記者會，針對國內外一些重大之醫療問
題，以記者會形式對外界發表學會論點或看法，以導正媒體或民眾之觀
念。

（十三）國際事務交流暨公共關係委員會。 （陳錦澤主任委 員報 告）
1）申請加入 ESC 會員案─
說明： 歐洲心臟學會（ESC）目前有五十一個會員國，邀請本會成為 affiliate member ，
已先回信表示原則上同意參與；但在提報理監事會議同意後才會正式提出
申請文件 （附 上學 會英文簡介及章 程內容）。
待學會成為 ESC 會員國後，可運用 ESC 的 endorse ，開會時可辦理 Joint session 與國際接軌。

2）伊朗心臟學會年會學術交流案─
說明：（程俊傑理事）
伊朗心臟學會 2006 年年會與亞太心臟學會 （APSC）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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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本人因為 APCC 介入性心臟學委員而參加該會議。今年該國年會則與美
國心臟學會 （ACC）合辦。據觀察，伊朗在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及 ASD
Occluder 的治療經驗上頗為豐富， EP 方面則較弱一點，雙方可進行學術及治
療經驗上之交流。
（陳錦澤主委）
擬於今年十一月份伊朗心臟學會年會時組團參加，行程安排為 10 天左右，
至少需 10 位人數成團，至多 50 位。建議在八月份時確定初步參加人數，故
通知會員在七月中旬完成報名，由陳中和委員負責完整規劃，學會秘書處
協辦。
3）參加 2008 年於阿根廷舉辦之世界心臟學會會議─
說明： 今年五月份在阿根廷舉辦之世界心臟會議（WCC），理事長親自看顧攤位，
紀念品很受歡迎被索取一空，在會場中與亞太心臟學會及世界心臟聯盟成
員溝通交流。而徐粹烈理事在 WHF 的 board meeting 中也有協助，然而大陸
因接辦 2010 年 WCC ，且 WHF 許多 clinical try 也 focus 在中國大陸進行，故大
陸在 WHF 的勢力頗為強大。
如果希望在 WHF 會員國名稱上有所展獲，建議多爭取舉辦國際性會議，邀
請國際心臟組織重要人士或學術上重量級人物參與，展現實力同時爭取國
際上的支持。

（十四）醫療品質倫理暨政策委員會。
1）年會研討會籌辦─
說明： 2008 年年會將於 97 年 10 月 25-26 日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 結論： 擬籌辦二小時的醫學倫理相關課程，安排三位演講者，詳細內容則再議。
2）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2008 年市場行銷規範』，有關包括藥廠贊助醫療團
體或醫護人員專題研討會、學術討論會及藥廠主辦之各項行銷、科學或專業會議等
相關規定內容意見詢問案─
※ 結論： 建議修改 2008『IRPMA 藥品市場行銷規範』第 4,5 條規定內容（對照表）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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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建議修改

1.「活動」均須以告知醫護人員產品

1.「活動」均須以告知醫護人員產品

訊息或提供科學或教育資訊為主要

訊息或提供科學或教育資訊為主要

目的。會員公司不得提供單獨的餘

目的。會員公司不得提供單獨的餘

興節目或社交活動來招待醫護人

興節目或社交活動來招待醫護人

員。學術活動附屬之款待應僅限於

員。學術活動附屬之款待應僅限於

附帶之點心或餐飲，且每人每日不

附帶之點心或餐飲，且每人每日不

應超過新台幣 3,500 元。用餐時的

應超過新台幣 3,500 元。用餐時的

簡單娛樂則是可接受的，但其重要

簡單娛樂則是可接受的，但其重要

性不得超過餐點本身。

性不得超過餐點本身。

2. 會員公司可贊助醫護人員參與各項

2. 會員公司可贊助醫護人員參與各項

「活動」，但贊助僅限於旅費、食

「活動」，但贊助僅限於旅費、食

宿及註冊報名費用，不得支付與受

宿及註冊報名費用，不得支付與受

邀醫護人員同行者的任何費用。

邀醫護人員同行者的任何費用。

3. 所有的活動均須在適當的地點舉

3. 所有的活動均須在適當的地點舉

辦，以配合其科學與教育目的。活

辦，以配合其科學與教育目的。活

動應避免選擇有名或豪奢的場地。

動應避免選擇有名或豪奢的場地。

若為兩天的學術活動則必須兩天都

若為兩天的學術活動則必須兩天都

有學術議程。

有學術議程。 *

4. 有關行銷贈品方面，會員公司可提

4. 有關行銷贈品方面，會員公司可提

供醫護人員或相關行政人員促銷贈

供醫護人員或相關行政人員促銷贈

品或幫助提示產品的物品（應加印

品或幫助提示產品的物品（應加印

公司或 / 及產品名稱），但須為價

公司或 / 及產品名稱），但須為價

格低廉且與醫療行為相關的小物

格低廉且與醫療行為相關的小物

品。會員公司也可提供對醫療服務

品。會員公司也可提供對醫療服務

或病患有益的低價醫療用品。

或病患有益的低價醫療用品。

5. 會員公司不得提供醫護人員金錢或

5. 會員公司不得提供醫護人員金錢或

其他金錢形式的贈品，也不得餽贈

其他金錢形式的贈品，也不得餽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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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建議修改

個人用品（如音樂 CD 、 DVD 、運

個 人 娛 樂 用 品 （ 如 音 樂 CD 、

動比賽或表演門票、電子產品

DVD 、運動比賽或表演門票、電

等）。為配合本地風俗，於春節及

子產品等）。為配合本地風俗，

中秋節之傳統節日得致贈禮品，惟

於春節、 端午節及中秋節之傳統

其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 1,800 元。

節日得致贈禮品，惟其金額不得
超過新台幣 1,800 元。

6. 依據 IFPMA 針對「活動」、「款

6. 依據 IFPMA 針對「活動」、「款

待」及 「贈 品 」之定義及要求，

待」及「贈品」之定義及要求，

2008 年「IRPMA 藥品市場行銷規

2008 年「IRPMA 藥品市場行銷規

範」規定會員公司自 2008 年 3 月 1

範」規定會員公司自 2008 年 3 月

日起不得贊助忘年活動。

1 日起不得贊助忘年活動。

* 刪除理由：不易認定且與前段內容重覆。

（十五）急重症照護委員會。
1）ACLS 證書有效期限及再訓練課程─
※ 結論：（ 1）為與 ACLS 聯委會證書有效期限共同接軌，建議本會 ACLS 證書有效期
限更改為三年，提交理監事會通過實施。
（ 2）關於 Renewal Course 建議以半天為原則，由學會統一來主辦籌劃四小時
的課程，針對學會會員舉辦 Renewal Course for Cardiologist ，課程設計暫
定為四個主題─ 1.CPR 2.Airway 3.Speial Resuscitation 4.Megacode ，一個
Section 為 40 分鐘，總計 160 分鐘，由林昌琦副主委負責課程籌劃，希
望每場次最少召收 60~70 位學員，收費方式以 NT$1000 元 / 位為主，儘
量收支平衡，如收支費用有虧損，學會補助一場至多三萬，預計一年舉
辦三場課程，補助經費至多不超過壹拾萬為主。

2）高雄榮總來文詢問有關 「醫學中心指標任務，要求做 APACHE II Score 統計」處理
案─
※ 結論：（ 1）此統計為醫策會未來要做教學評鑑醫院之用，故學會應採主動積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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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文建議醫策會，如 CCU 評估儘量避免使用 APACHE II Score ，因
此 system 沒有辦法忠實反應 CCU 病患的實際臨床狀況，故 APACHE II
Score 不適用 CCU ，而在使用的方式及 CCU 的病人須用何種分級，學會
再擬草案內容。
（2）由黃建華及李愛先委員於二個禮拜內，提供建議草案，內容統籌至秘書
處， e-mail 給各委員，取得共識後，學會再行文至醫策會。

3）治療指引編纂之可能性─
※ 結論： 此議題太大，就目前台灣的治療指引，大部份皆沒有公共衛生的統計資料，
而所寫的治療指引並不符合台灣的現狀，所以等公共衛生政策及整個的生
命統計資料周延再來編纂，目前先暫緩實行。
4）97 年度年會節目籌劃─
※ 結論：（1）以 1.5 小時為一 section ，暫訂主題及題目如下─
Topic : Acute heart failure
子題： Epidemiology of acute heart failure
Biomarkers for acute heart failure
Imaging studies (echocardiography) for acute heart failure
Management for acute heart failure
（2）待下次會議再討論詳細節目表，包括主持人及演講者等建議人選。

5）希望學會爭取加入台灣重症聯甄會成為會員─
※ 結論：（1）因目前只有急救加護、重症、胸腔及麻醉醫學會為聯甄會會員，心臟學
會目前被排外，故學會可先派代表與 Dr.石崇良會談，內容須切入點，
如 1.課程的不同、 2.加護中人力編配的規格，因聯甄會的課程沒有血行
動力學方面，所以希望本委員會以最有利於會員的立場，舉出幾個方向
來會談。
（2）學會從二方向來執行， 1.派代表會談、 2.行文至聯甄會，希望加入成為
會員，並委請林昌琦副主委及羅鴻舜委員將相關資料整理好，彙至秘書
處，學會再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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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預防委員會。
1）行政院衛生署來函詢問有關藥商依據 JAMA 期刊，擬於電視廣告宣傳「一天一錠綜
合維他命可幫助預防心血管疾病、癌症以及骨質疏鬆症」 乙案─
※ 結論： 依據歐美最新期刊研究論文顯示，維他命對心血管疾病在臨床上並無具體
事實證實，可有效預防心血管疾病。

（十七）小兒心臟學委員會。
1）健保局詢問有關某教學醫院建請 「心室中隔缺損併嚴重肺高壓」病患使用 VIAGRA
100MG 藥物乙案之意見─
說明： 1）本案藥品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之適應症為 「成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礙」亦
非為現行本保險給付範圍。
2）針對該臨床病況「心室中隔缺損併嚴重肺高壓」是否需要使用「VIAGRA
100MG」之必要性，及另有無替代藥品提供意見。
※ 結論： 1）同意給付。
2）適應症：Eisenmenger 附導管報告（證明不能開刀）或肺動脈血壓 RP:RS?
0.75 。
3）藥劑量： 0.5-1mg/per dose
4）附帶建議：目前藥效只有幾篇個案報告，尚未有大型臨床實驗佐證；建
議待國內外完成人體試驗證實有臨床上之效果後，再予給付為宜。

2）年會研討會籌劃─
※ 結論： 1）1.5hr 研討會 + 1.5hr 論文摘要發表。
2）研討會主題為 Advance in Cardiac Imaging ，以 3D 為主， 1 題為 MRI- CT ，
2 題為 ECHO 。
3）建議邀請外賓 Dr. David J. Sahn （ USA）做一小時的演講。

3）小兒心臟科甄試參考書籍版本問題─
說明： "Moss's Heart Disease in Infant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一書近期有新版出刊，
本年度小兒心專甄試是否使用新版本？
※ 結論： 大約在 96 年 8-9 月左右出刊，距 97 年心專甄試約有 1 年的時間，故建議使用

59

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新版 Moss's Heart Disease in Infant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四、討論事項─

（一）各委員會組織規則修訂案。 ﹝各委員會提案﹞
1）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甄審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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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甄審委員會（以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甄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定之。

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甄審委員會。

甄審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甄審心臟專科醫師

本委員會任務為甄審心臟專科醫師

及其他有關之業務。

及其他有關之業務。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 每季舉行一次會議 ，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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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編輯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編輯委員會（以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雜誌編輯 委員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

定之。

五條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編輯委員會。

雜誌編輯 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為：

本委員會任務為為：

一、 與學會有關刊物之投稿規則之

一、 與學會有關刊物之投稿規則之

訂定與修改。
二、 稿件之收集、審查、取捨、修
改與編排。
三、 委員會任務為印發本會雜誌及
有關書刊。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訂定與修改。
二、 稿件之收集、審查、取捨、修
改與編排。
三、 委員會任務為印發本會雜誌及
有關書刊。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研究委員會、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研究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臨床心臟學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臨床心臟學委員會、

心臟外科學委員會、小兒心臟學委

心臟外科學委員會、小兒心臟學委

員會等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

員會等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 每季舉行一次會議 ，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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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教育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第一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教育委員會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

第二條

第三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

訂定之。

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學術教育委員會。

學術教育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

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 計劃、推動及執行心臟科醫師

一、 計劃、推動及執行心臟科醫師

及民眾之有關心臟學教育。
二、 擬定心臟科醫師繼續教育之課
程。
三、 計劃及推動本會學術演講會及
討論會。
四、 審定心臟科醫師繼續教育之積
分。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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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眾之有關心臟學教育。
二、 擬定心臟科醫師繼續教育之課
程。
三、 計劃及推動本會學術演講會及
討論會。
四、 審定心臟科醫師繼續教育之積
分。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 會議一次 ，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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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研究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研究委員會（以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研究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定之。

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研究委員會。

研究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

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 有關心臟研究計劃之擬定、評

一、 有關心臟研究計劃之擬定、 審

鑑及獎助。
二、 審議有關心臟醫學之名詞與準
則。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查 及獎助。
二、 審議有關心臟醫學之名詞與準
則。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 一次會議 ，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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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華民國心臟學醫療品質倫理與政策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六 年六月十一 日第 十六屆第二次理 監事會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臨床醫療品質委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醫療品質倫理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

與政策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

則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

會）組織規則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

十五條訂定之。

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臨床醫療品質委員會。

醫療品質倫理與政策 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

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 計劃推動臨床醫療品質管制。

一、 計劃推動臨床醫療品質管制。

二、 與相關委員會共同研擬合理醫

二、 與相關委員會共同研擬合理醫

療支付標準。
三、 協 調 全 民 健 保 給 付 項 目 及 標
準。

療支付標準。
三、 協 調 全 民 健 保 給 付 項 目 及 標
準。

四、發展有關心臟血管疾病預
防與治療相關之各項醫療
政策及給付，協調及解決
與本會有關之醫療爭議。
五、推動醫學倫理相關事宜。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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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 每季舉行一次會議 ，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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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預防心臟學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預防心臟學委員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預防心臟學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

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

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

五條訂定之。

五條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預防委員會。

預防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

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 計劃及推動有關心臟、血管疾

一、 計劃及推動有關心臟、血管疾

病之預防。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病之預防。

二、 計劃及推動促進民間及政府有

二、 計劃及推動促進民間及政府有

關心臟血管疾病之防治工作。

關心臟血管疾病之防治工作。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 每季舉行一次會議 ，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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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心臟外科學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原條文

修改後

第一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心臟外科學委

第一條 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

第二十五條設立中華民國心

規則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

臟學會心臟外科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

刪除

會心臟外科學委員會。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為計劃及推動心臟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為計劃及推動心臟

外科學之研究、訓練及臨床服

外科學之研究、訓練及臨床服

務。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分組。

務。

各組負責人得由主任委員指派

（後 刪除 ）

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

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

員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

員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

事會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

事會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

監事同。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

監事同。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

與執行各項決議，並視需要聘委

與執行各項決議，並視需要聘委

員七至十一名以利委員會之推

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

展。

展。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

第四條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次，

次，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

辦，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
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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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
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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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小兒心臟學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小兒心臟學委員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小兒心臟學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

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

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

五條訂定之。

五條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小兒心臟學委員會。

小兒心臟學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計劃及推動小兒心

本委員會任務為計劃及推動小兒心

臟學之研究與訓練。

臟學之研究與訓練。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 每季舉行一次會議 ，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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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9）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國際事務交流暨公共關係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六 年六月十一 日第 十六屆第二次理 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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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改後

第一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公共關係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
訂定之。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國際事務交流
暨公共關係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華民國心
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公共關係員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國際事務交流暨公共關係 委員
會。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
一、 促進民間及政府協助心臟學會
推行有關工作。
二、 計劃並推行籌募款以促進有關
心臟血管疾病之防治及研究工
作。
三、 促進國際心臟學術交流。
四、 網站首頁維護。

本委員會任務：
一、 促進民間及政府協助心臟學會
推行有關工作。
二、 計劃並推行籌募款以促進有關
心臟血管疾病之防治及研究工
作。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委員會得 每季舉行一次會議 ，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三、對本會有特殊貢獻之社會
人士，以其名設置學術講
座及授予榮譽會士之名銜
（辦法另訂之）。
四、促進與國外有關之學術團
體及國際組織之關係與學
術交流。

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10）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財務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財務委員會（以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財務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定之。

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財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

本委員會任務：

一、 審查本學會年度收、支決算及

一、 審查本學會年度收、支決算及

預算表。
二、 審查本學會收入、支出等財務
管理事宜。
三、 負責管理本學會所有動產、不
動產及智慧財產權之事宜。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預算表。
二、 審查本學會收入、支出等財務
管理事宜。
三、 負責管理本學會所有動產、不
動產及智慧財產權之事宜。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九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九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 一次 ，由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要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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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11）中華民國心臟學會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通 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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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介入性心臟學委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介入性心臟學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

則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

則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

十五條訂定之。

十五條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

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教育及發展介入性

本委員會任務為教育及發展介入性

心臟病。

心臟病 學 。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12）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組織規則─
（九 十五 年六月十二 日第 二十屆第五次理 監事會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電生理暨節律器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電生理暨節律器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

規則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

規則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

二十五條訂定之。

二十五條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

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

本委員會任務：

一、 推動心律不整成因、診斷及處

一、 推動心律不整成因、診斷及處

置之研究。
二、 推展本委員會與國際相關委員
會之學術交流活動。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置之研究。
二、 推展本委員會與國際相關委員
會之學術交流活動。

三、 心電生理及植入性電器裝置專

三、 心電生理及植入性電器裝置專

科醫師之教育訓練及資格認

科醫師之教育訓練及資格認

證。

證。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71

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13）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海峽兩岸心臟學交流委員會組織規則─
（九 十三 年十二月九 日第 十九屆第七次理 監事會通過）
原條文
第一條

第二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海峽兩岸心

修改後
第一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海峽兩岸心

臟學交流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臟學交流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華民

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華民

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定之。

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 （刪 除）
學會海峽兩岸心臟學交流委員
會。

第三條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 計劃及推動海峽兩岸心臟
一、 策劃 及推動海峽兩岸心臟
學交流。
醫學 交流。
本委員會任務為：

二、 促進及執行海峽兩岸心臟

二、 促進及執行海峽兩岸心臟

醫學學術與研討會交流。

學學術及研討會交流。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

委員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

委員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

經理事會同意後任命之，任期

經理事會同意後任命之，任期

與理、監事同。委員會由主任

與理、監事同。委員會由主任

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決議，並

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決議，並

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以利

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

委員會之推展。

委員會之推展。

第四條 本委員會視需要得聘顧問 12 名。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
處籌辦，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
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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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

次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
協辦，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二次，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

第六條

第五條

第六條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
修改時亦同。

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14）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急重症照護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三 年五月廿六 日第 十四屆第五次理 監事會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急救加護委員會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急重症照護 委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

則依據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

訂定之。

十五條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急救加護委員會。

急重症照護 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

本委員會任務：

一、 計劃及推動有心臟、血管疾病

一、 計劃及推動有心臟、血管疾病

之急救加護工作。
二、 推動有關心臟、血管疾病急救
加護技術之研究。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之 急重症照護 工作。
二、 推動有關心臟、血管疾病 急重

症照護 技術之研究。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 一次 ，由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要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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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15）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心臟影像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六 年六月十一 日第 十六屆第二次理 監事會通過）

第一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心臟影像委員會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心臟影像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74

97 年 6 月號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

訂定之。

訂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心臟影像委員會。

心臟影像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推動超音波訓練及

本委員會任務為 推動心臟影像訓

教育工作。

練、教育及其他相關工作 。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 一次 ，由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要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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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高血壓委員會組織規則─
（八 十六 年六月十一 日第 十六屆第二次理 監事會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原條文

修改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高血壓委員會（以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高血壓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

定之。

定之。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高血壓委員會。

高血壓委員會。

本委員會任務為：

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 推動高血壓成因，診斷及處置

一、 推動高血壓 之研究與防治 。

之研究。
二、 推展本委員會與國際相關委員
會之學術交流活動。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二、制定台灣高血壓治療指引。
三 、推展本委員會與國際相關委員
會之學術交流活動。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同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一名

決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 十三名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至二次，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 一次 ，由

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

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要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

時亦同。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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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心衰竭委員會組織規則─
條文內容
第一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心衰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規則依據中
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心衰竭委員會。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為：
1） 規劃及推動心衰竭病因、評估、診斷與治療之臨床研究及教學。
2） 促進國內外心衰竭相關學術交流。
3） 推廣民眾心衰竭衛教。
4） 增進對心衰竭病患之照護品質。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一名，由理事長推薦，經理事會同
意後任命之，任期與理、監事同。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負責與執行各項決
議，並視需要聘委員七至十三名以利委員會之推展。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每季舉行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秘書處籌辦，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 決議：通過。

（二）重要活動日期 / 地點。 ﹝學術教育 / 甄審委員會提案﹞
1）第三十八屆年會暨學術演講會─
97 年 10 月 25-26 日（星 期六 、日） 於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註：已邀請林芳郁署長於年會中發表演講。
2）心臟專科醫師甄審─
筆試 - 97 年 9 月 20 日 （星 期六 ）下午 14:00-17:00/ 台大醫學院 501 講堂
口試 - 97 年 10 月 5 日（星 期日 ）上午 09:00-13:00/ 台大醫院舊院內科門診區
※ 決議：通過。

（三）納入非醫師會員建議案。 ﹝甄審委員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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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納入從事心臟醫療照護及研究之相關人員，並增修學會章程第二章會員
修文內容如下 （條 文對 照表請見附件） ─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為下列六種：
六、 相關醫事會員：
凡領有醫事人員專業證照或學位，並實際從事心臟血管
照護工作或研究者，由本會二位專科醫師會員推薦，得
申請入會；經甄審委員會審查合格，並經理事會通過者，
得為本會相關醫事會員。
第十二條： 本會各種會員分別享受下列權利：
三、 相關醫事會員：
（一 ）參加本會年會及其他集會之權利。
2）" 相關醫事會員 " 入會費為 NT.500 、年會費為 NT.300 。
※ 決議： 待詢問內政部有關 " 選舉權 " 限制部份是否合乎法規後，於下次理監事會議
中再提出討論。

（四）健保局詢問研議 18005B「超音波心臟圖」、 18006B「杜卜勒式超音波心臟圖」、 18007B
「杜卜勒式彩色心臟血流圖」診療項目之適用層級別乙案。 ﹝心臟影像委員會 / 醫
療品質倫理與政策委員會提案﹞。
建議： 1）心臟影像委員會─
維持原規訂不建議修訂並提理監事會議決議。並重申需由心臟專科醫師
執行。
2）醫療品質倫理與政策委員會─
說明： 依照健保局現行規定，基層醫師無法申報心臟超音波檢查之給付；
但心臟專科醫師接受完整訓練，皆有資格及能力施行心臟超音波
檢查，不應因服務單位 （醫 院）而有所差別。
結論： 因牽涉層面廣泛，建議行文健保局要求審查資格之委員能由學會
推薦參與並提理監事會議決議。
表決： 1）是否同意開放基層醫師施行心臟超音波檢查？
A. 同

意： 16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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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同意： 4 票
C. 無意見： 1 票
結果 ：同意開放基層心臟專科醫師施行心臟超音波檢查。
2）開放程度？
A. 部份開放 （18005B, 18006B）：7 票
B. 全部開放 （18005B, 18006B, 18007B）：16 票
結果 ： 基層心臟專科醫師可施行 18005B, 18006B 及 18007B 之心臟超音
波檢查。
※ 決議： 具心臟專科醫師資格者即可施行心臟超音波檢查（18005B, 18006B 及 18007B）。

（五）學會會址購買案 ﹝財務委員會提案﹞
建議：（ 1）信 義 房 屋 仲 介 ， 地 址 為 民 權 西 路 11 號 13 樓 ， 潤 泰 建 設 公 司 承 建 。 計
85.06 坪，室內使用面積為 71.51 坪，總價為新台幣肆仟貳佰萬元整。各
委員們實地參觀決議購買為學會會址並提報理監事會通過。
（ 2）先前學會購屋基金定存貳仟萬元整，再加上去年 APCC 大會財務的盈
餘，預計約參仟陸佰萬元整的經費可購屋，故以此金額委請黃瑞仁秘
書長與信義房屋接洽是否可成交，而購屋後，學會財務經費有不足部
份，如須裝璜、辦公用品..等支出，可以以學會理事長名義貸款，金額
視當時資金運用情況而定。
※ 決議：同意購買。

（六）APCC 盈餘捐助心臟基金會案 ﹝財務委員會提案﹞
建議：（ 1）因學會有購屋需求，怕資金不夠，故決議通過先提撥捐新台幣肆佰萬
元整至心臟基金會。因心臟基金會定存基金為新台幣壹仟陸佰萬元整，
利息不夠付幹事薪資，學會捐肆佰萬元至基金會，可將定存基金調高
至貳仟萬元整，利息以支付薪資，提報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捐款。
（ 2）未來學會購屋後，財務如有盈餘，再視財務狀況，捐助心臟基金會。
※ 決議：同意捐助財團法人心臟基金會新台幣肆佰萬元整。

（心臟基金會呂鴻基董事長）
在此代表心臟基金會感謝各位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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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非醫師的活動，尤其是預防方面，經由基金會的名義舉辦來
推廣出去是最好的。基金會事情做得多，捐款自然就會進來。希望
基金會將來會有更多的經費來為學會做事。
（七）九十六年度財務報表 ﹝財務委員會提案﹞
說明： 96 年度財務收支報表，收支決算表經費收入為 NTD49,940,991.- ，經費支出為
NTD48,850,747.- ，收入增加是因舉辦 APAFS 會議，而預測未來學會收支恐有
赤字發生，故決定提撥基金 1% ，即為總收入的 1% 為 NTD499,410.- ，所以 96
年度收支盈餘為 NT$1,090,244.- 元整。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金額為 NTD125,
008,948.- 元整。財產目錄明細表中，有些器材已年代久遠，先前已經會員大
會通過報廢。
﹝財務報表﹞含九十六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基金
收支表及財產目錄，請見附件 【略 】。
※ 決議：通過。

（八）社團法人申請建議案 ﹝秘書處提案﹞
說明： 學會為購置會址，需具社團法人資格，才能登記為土地房屋所有人。
建議： 依規訂修改章程第一條、第廿七條及第廿九條條文內容。
※ 決議： 同意修改章程第 1, 27 及 29 條條文內容 （對照表請見【附件四】）；同時請
秘書處詢問法律專家社團法人申請是否會影響會員權益。

（九）臨時會員大會召開案 ﹝秘書處提案﹞
說明： 社團法人申請依規訂需經會員大會通過，報備內政部同意後向法院提出申
請。
建議： 擬於 "2008 夏季學術研討會 " 期間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修改章程。
【第 廿一 屆臨時會員大會】
時間：97 年 6 月 15 日（星 期日 ）10:30am地點：台南大億麗緻酒店五樓麗緻 A 廳
※ 決議：同意召開廿一屆臨時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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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十七年度醫院評鑑結果 ﹝甄審委員會案﹞
建議： 本年度醫院 （實 地 / 書面）評鑑結果如下 ...
1）再申請─
醫院 （科 別）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類別

結

果

實評 【準 合格 】（21 個月）

（心 臟內 科）

需至其他合格之訓練機構接受二
個月電氣生理學及一個月心臟外
科學訓練

亞東紀念醫院

實評 【合 格】

（心 臟內 科）

﹝建議：擬定心臟專科醫師訓練
計劃及加強繼續教育課程。﹞

2）複 評─
醫院 （科 別）
秀傳紀念醫院

類別

結

果

實評 【準 合格 】（23 個月）

（心 臟內 科）

需至其他合格之訓練機構接受一
個月心臟外科學訓練
﹝建議：為求心臟專科醫師訓練
之完整，建議將受訓醫師列入 EPS
及 PPM 等手術之正式記錄中。﹞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實評 【準 合格 】（22 個月）

（心 臟內 科）

需至其他合格之訓練機構接受二
個月電氣生理學訓練

高雄榮民總醫院

書評

通過

書評

通過

（心 臟內 科）
振興醫院
（心 臟外 科）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心 臟外 科）

實評 【合 格】
﹝建議：加強研究訓練及鼓勵參
與院外繼續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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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科 別）

類別

結

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書評

通過

書評

通過

書評

通過

書評

通過

書評

通過

果

（心 臟外 科）
高雄榮民總醫院
（心 臟外 科）
高雄長庚醫院
（心 臟外 科）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小兒心臟科）
高雄榮民總醫院
（小兒心臟科）
※ 決議：通過。

（十一）「心臟血管介入專科醫師」相關條文增修案。 ﹝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提案﹞
1）換證辦法修訂─
建議：建議修改第一章第二條條文內容如下，並提理監事會議通過
【原條文】

【修改後】

第二條： 欲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

第二條： 欲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

限之展延者，應於專科醫師

限之展延者，應於專科醫師

證書有效期限五年內，參加

證書有效期限五年內，參加

有關心臟血管介入相關醫學

有關心臟血管介入相關醫學

之學術或教育活動，其累計

之學術或教育活動，其累計

積分需達“A（介）”五十分

積分需達 介入相關積分 五

以上。積分認定辦法另行訂

十分以上。積分認定辦法另

之。

行訂之。

※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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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
建議：「心 臟血 管介入專科醫師 」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 （草 案）
第一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以下簡稱本學會） 所核發之心臟血管介入專科
醫師證書 （以下簡稱專科醫師證書） 有效期限為五年，期滿後得申
請展延。
第二條： 申請專科醫師證書展延者須於證書到期前三個月內辦理展延事宜，
未於期限內申請展延者視同放棄。
第三條： 欲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之展延者，應於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
限內，參加心臟血管介入相關醫學之繼續教育，其累計積分需達五
十分以上。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心臟血管介入相關醫學之繼續教育，包括由本學會主辦
者、本學會與其他醫學會或醫學團體合辦者，以及由國內外心臟血
管介入相關醫學會或醫學團體主辦者。由國內外心臟血管介入相關
醫學會或醫學團體主辦者之認定，由本學會學術委員會為之。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心臟血管介入相關醫學繼續教育包括：專題研討會、醫
學會議有關心臟血管介入醫學之演講會、以及心臟血管介入相關醫
學之現場示範會議。
第六條： 繼續教育積分之認定由本學會學術教育委員會為之。申請繼續教育
積分之認定，需由主辦單位或本學會會員在舉辦活動前一個月向本
學會學術委員會提出認定之申請。提出繼續教育積分認定之申請時，
需提交教育積分認定申請書、節目表或會議議程、演講或教育課程
之演講摘要、以及演講者之資料。
第七條： 參加非本學會主辦或合辦之學術活動者，於申請繼續教育積分時需
提出明確之書面參加證明。
第八條： 繼續教育積分之認定標準如下：
1. 專題研討會及演講會，每二小時以 1 分計。
2. 心臟血管介入相關醫學之現場示範會議，每小時以 1 分計，但全程
會議至多給予 10 分。
3. 五年間需參加心臟血管介入相關醫學之現場示範會議至少一次。
第九條：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增訂及修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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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第四條條文提及之國外相關會議為： CCT Japan, 新加坡 Live, CIT 大陸北
京, Angioplasty Summit TCT Asia Pacific, EURO PCR, TOPIC 日本東京, TCT,
長城會議 , AICT
※ 決議：通過。

3）採舊制申請者期限制定─
說明： 即以 《心 臟血 管介入專科 醫師 認證辦法》 第二條條文申請者 ..
二、 97 年 1 月 1 日前已施行者申請資格─
1）具心臟專科醫師資格 （於 97 年 1 月 1 日前取得者） 。
2）檢附實際主持施行心臟血管介入治療七十五個案例之病歷資料 （含
姓名、病歷號碼、醫院正式介入治療性心導管報告；一案例限 1 人
申請） 。
建議：「心臟血管介入專科醫師認證辦法」第二條之適用期限，建議至民國 97 年 8 月
31 日止，該建議擬提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
※ 決議：通過。

（十二）中央健康保險局詢問「冠狀動脈血管支架」使用規範修訂案。 ﹝介入性心臟學
委員會提案﹞
建議： 建議修改 「冠 狀動 脈血管支架 」使用規範內容如下─
血管支架使用規範及適應症範圍： （93/04/01 起修訂）
一、使用規範：（一）同時設有心臟血管內科及心臟外科兩專科之特約醫院。
（二）需為本局認可並經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認可之心臟專科醫師實施。二、
適應症範圍：（一）於執行心導管氣球擴張術時（或術後二十四小時內）冠
狀 血 管 產 生 急 性 阻 塞（ACUTE CLOSURE）或 瀕 臨 急 性 阻 塞 狀 況 者
（THREATENED CLOSURE） ，後者之診斷要件為需具有下列三個標準之一
者：（1）內膜剝離長度大於十五毫米以上、 （2）對比劑在血管外顯影，嚴
重度在 Type B（含 ）以上、 （3）冠狀動脈病灶血流等級在 TIMI2（含 ）或
以下者。（二）原發性病灶（DE NOVO LESION）血管內徑 \>=2.5 毫米，且
經一比一之氣球與血管內徑比之氣球正常建議壓力擴張後，殘餘狹窄經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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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大於百分之四十以上者。（三）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後，原病灶再發狹窄
大於百分之五十之病灶。 （四）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ABG）後，繞道血管
發生百分之七十以上之狹窄病灶。 （五 ）特異病灶： 1. 開口處 （ostial）病
灶『參照【註】』及左主幹幹身病灶且血管內徑 \>=2.75 毫米，狹窄 \>=70% 。
2. 慢性完全阻塞（二個月（含）以上） 。 3. AMI 12 小時（含）以內經氣球
擴張術後。 4. 經繞道手術後，繞道血管完全阻塞時，原冠狀動脈之

介入性治療。 【註 】開口處病灶 （ Ostial lesions）指左主幹、左前降枝
（LAD），左迴旋枝（LCX）、右冠狀動脈（RCA）開口處。（六）心臟移植
術後，其植入之心臟冠狀動脈原發性病灶 （DE NOVO LESION）血管內徑 \>
= 2.5 毫米，且經一比一之氣球與血管內徑比之氣球正常建議壓力擴張後，
殘餘狹窄經測量仍大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三、使用數量：每一病人每年給
付三個血管支架為限（其時間以置放第一個支架之日為起算點），但內膜剝
離長度大於 50 毫米之情況除外。四、申請方式：採事後逐案審查。五、檢
附資料：（一）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置入術過程完整之工作紀錄單 （由健保局
統一規定）、冠狀動脈血管病灶及血管圖照片及相關數據資料。 （二）本次
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置入術前，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前病灶之清晰影像照片。
（三）本次冠狀動脈擴張術中使用一比一之氣球與血管比值之氣球擴張後之
病灶影像照片。（四）以第三項適應症置放支架之病例，須檢附第一次經皮
冠狀動脈擴張術之完整工作紀錄單及冠狀動脈血管擴張術之術前及術後冠狀
血管病灶影像照片。
※ 決議：通過並回覆健康局。

（十三）「心臟不整脈介入暨節律器專科」相關條文增修案。 ﹝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提
案﹞
1）資格申請辦法修訂─
建議：《心 臟不 整脈介入暨節律器專科》 申請辦法
【審 查標 準】
須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
1. 具心臟專科醫師資格。
2. 具心臟專科醫師資格後 （可 追溯 至通過專科 甄試 當年七月份起算 ），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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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完整一年﹝註﹞心電生理及心電燒灼術訓練。
3. 實際主持施行五十個案例以上。 〈Under Supervisor〉
﹝註﹞『完整一年』謂每週三天（含）以上，如每週二天則須延長為二年，一
天延長為三年。請附上整年實施案例摘要資料審查。
【說

明】

1. 申請時請務必附上指導醫師之推薦函。
2. 50 個案例之累積需由具心臟專科醫師資格後起算。 （專科醫師訓練期間之
案例不可列入計算） 。
※ 決議： 針對專科名稱及內容部份（限制及不限制內容條文化），請電生理暨節律器委
員會詳細討論後再提理監事會議討論。

2）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制定─
建議：「心 臟不 整脈介入暨節律器專科」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 （草 案）
1. EP 會員須於五年內至少有五次 A 類及五次 B 類之積分。
A 類：含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年會及台灣心律不整學術會年會
B 類：台灣心律不整學術會季會
2. 新受訓醫師需報備基本資料 （表 格略 ），訓練期間至少須有一次台灣心律
不整學術會季會的病例報告。
※ 決議： 請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再詳細討論。

（十四）小兒心臟科訓練機構申請條件修訂案。 ﹝甄審委員會 / 小兒心臟學委員會提案﹞
建議： 修改內容如下 ...
原內容

修改後

小兒心臟科訓練機構申請必要條件為：

小兒心臟科訓練機構申請必要條件為：

（1）專科指導醫師一位、

（ 1）專科指導醫師一位、

（2）每年超音波檢查 500 例（含 ）以 （ 2）每年超音波檢查 500 例（含 ）以
上、

上、

（3）心導管檢查 100 例（含）以上﹝內 （ 3）心導管檢查 50 例（含）以上﹝內
含介入性心導管五例﹞。

含介入性心導管十例﹞。

※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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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鼓勵會員參加國際會議發表研究成果」條文修訂案。 ﹝研究委員會提案﹞
建議：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鼓 勵會 員參加國際會議發表研究成果】辦法
目的： 為鼓勵學會會員參加國際會議發表學術研究成果。
辦法： 1. 心臟學會會員於美國心臟學院 / 美國心臟協會 / 歐洲心臟學會年會（ACC/
AHA/ESC）發表 論文摘要 （ paper）者（限 於國 內之研究）。
2. 發表型式 口頭或海報 （oral or poster） 不拘，但需註明心臟學會贊助。
3. 一人每年以一篇為限，一篇論文摘要僅限一人申請 （申 請者 須為第一作 者
或發表者） 。
4. 每篇補助新台幣陸萬元整。
5. 附上論文摘要內容及會議接受函影本向本會提出申請 （請於會議前提出）。

6. 未接受其它單位之補助。﹝簽填切結書﹞
※ 決議： 通過。

（十六）ACLS 證書有效期限修訂案。 ﹝急重症照護委員會提案﹞
建議：為與 ACLS 聯委會證書有效期限共同接軌，建議本會 ACLS 證書有效期限更改
為 三年 ，提交理監事會通過實施。
※ 決議：通過。

（十七）資格審查案。 ﹝甄審 / 介入性心臟學 / 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提案﹞
1）專科指導醫師資格審查
建議： 共有四位專科醫師申請並通過審查，名單如下─
姓

名

服

位

蕭世宏

高雄榮民總醫院 （心 臟內 科）

2

張永明

彰化基督教醫院 （心 臟內 科）

3

黃浩魁

馬偕紀念醫院 （小 兒心 臟科）

4

林庭光

大林慈濟醫院 （心 臟內 科）

2）心臟血管介入專科醫師資格審查

97 年 6 月號

單

1

※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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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共有廿一位通過審查，其名單如下
No

會員編號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1

S1022

洪明佑

林口長庚

2

S1185

莊文博

亞東紀念醫院

3

S0910

張博淵

台大醫院

4

S1252

李應湘

馬偕醫院

5

S0547

王先澋

奇美柳營院區

6

S0947

黃炳賢

光田綜合醫院

7

S1132

吳孟修

花蓮慈濟醫院

8

S0368

管培良

新光醫院

9

S1061

許志新

成大附設醫院

10

S1242

林肇鋒

基督教門諾

11

S0863

吳政儒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12

S1107

趙亞孟

聖馬爾定醫院

13

S1261

陳偉華

屏東基督教醫院

14

S0695

林俊龍

慈濟大林分院

15

S1171

孫章權

敏盛綜合醫院

16

S0633

楊志余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17

S1241

朱俊源

高醫附設醫院

18

S1199

陳永隆

高雄長庚醫院

19

S1145

吳賢寧

彰化鹿基醫院兼任彰化基督教醫院

20

S0572

白奇憲

佑民醫院兼任彰化基督教醫院

21

S1049

李明義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備

註

96.10 申請

※ 決議：通過。

3）心臟不整脈介入暨節律器專科資格審查
建議： 有六名醫師申請並通過資格審查，而陳永隆、吳孟修及張伯丞三位醫師則需待
EP 季會中提出病例報告後，始核發資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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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莊文博 醫師 （S1185）
專科日期： 95.12.04
訓練日期 / 單位：95.11.至 96.10/ 亞東紀念醫院
服務單位：亞東紀念醫院
（ 2） 陳永隆 醫師 （S1199）
專科日期： 95.12.04
訓練日期 / 單位： 95.07 迄今 / 高雄長庚醫院
服務單位：高雄長庚醫院
（ 3） 吳孟修 醫師 （S1132）
專科日期： 94.11.24
訓練日期 / 單位： 95.12.01 至 96.11.30/ 台大醫院
服務單位：花蓮慈濟醫院
（ 4） 吳家棟 醫師 （S1137）
專科日期： 94.11.24
訓練日期 / 單位：94.08-97.03/ 林口長庚醫院
服務單位：林口長庚醫院心一科
（ 5） 張伯丞 醫師 （S1203）
專科日期： 95.12.04
訓練日期 / 單位：95.08-97.03/ 林口長庚醫院
服務單位：林口長庚醫院心二科
（ 6） 巫龍昇 醫師 （S1200）
專科日期： 95.12.04
訓練日期 / 單位： 95.10.-97.03/ 林口長庚醫院
服務單位：林口長庚醫院心一科
※ 決議：通過。

4）入會申請案
建議： 共有三十六位醫師申入加入本會成為普通會員，詳細結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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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專

科

入會日期

1

陳天心

林口長庚心二科

心臟內科

96.11.19

2

白景州

三軍總醫院

心臟外科

96.12.07

3

蘇銓男

三軍總醫院

心臟外科

96.12.07

4

陳怡芝

成大附設醫院

心臟內科

96.12.07

5

羅崇祐

台中榮總

心臟外科

96.12.07

6

陳蕾如

台大醫院

小兒心臟科

96.12.11

7

張亞玫

台北市立聯合婦幼院區 （台 大 醫院代 ） 小兒心臟科

96.12.11

8

王博章

嘉義長庚醫院

心臟內科

96.12.11

9

謝忠岳

振興醫院

心臟內科

96.12.12

10

李柏群

振興醫院

心臟內科

96.12.12

11

方修御

高雄長庚

心臟內科

96.12.20

12

江承鴻

高雄榮總

心臟內科

97.01.08

13

黃日新

台大醫院

心臟外科

97.01.14

14

蔡翰林

高雄榮總

心臟內科

97.01.14

15

陳大隆

中國附設醫院

心臟內科

97.01.17

16

吳承慶

高雄長庚醫院

心臟內科

97.01.17

17

吳佳鎮

高雄長庚醫院

心臟外科

97.01.23

18

李孟霖

台大醫院

心臟外科

97.01.30

19

陳映澄

台大醫院

心臟外科

97.01.31

20

張鴻猷

振興醫院

心臟內科

97.02.27

21

洪文品

成大附設醫院

小兒心臟科

97.03.06

22

汪建良

林口長庚心二科

心臟內科

97.03.14

23

陳沂名

台北榮總

心臟外科

97.03.18

24

蕭智忠

馬偕醫院

心臟內科

97.03.21

25

黃兆康

馬偕醫院

心臟內科

97.04.02

26

陳威元

衛生署台北醫院

心臟外科

97.04.08

27

何弘棋

台大醫院

心臟內科

9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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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專

科

入會日期

28

楊紹祺

台大醫院

心臟內科

97.04.14

29

黃耀樟

馬偕醫院

心臟內科

97.04.14

30

林廷遠

亞 東 醫 院 （ 台大 代訓 ）

心臟內科

97.04.16

31

施振祥

台大醫院

心臟內科

97.04.16

32

賴韋良

台北榮總

心臟外科

97.04.29

33

吳維倫

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台 大 代訓）

小兒心臟科

97.05.02

34

杜宗明

三軍總醫院

心臟內科

97.05.15

35

龍耀錦

麻豆新樓醫院 （高 雄 榮總 代 訓）

小兒心臟科

97.05.23

36

林耕民

三軍總醫院

心臟內科

97.05.28

※ 決議：通過。

（十八）健康活動經費提撥案。 ﹝秘書處提案﹞
說明： 秘書處依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中建議，籌辦會員球類聯誼活動（如高爾夫、桌球、
網球、登山 ...等運動） 時所需基本費用 （含 水費 、場地費、餐費 、獎品） 。
建議： 每位會員補助活動經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 決議： 通過。

五、臨時動議─

（一）學會募款多元化建議。 ﹝鍾政達理事提案﹞
建議： 學會籌辦會員健康或民眾衛教等活動時，可學習 ACC 募款多元化模式，提
供學會刊物廣告刊登，向非醫藥單位 （如汽車、運動用品...等廠商） 募款。
※ 決議： 同意提供網站及會訊的廣告刊登募款，學會將儘量朝此方面來努力。

（二）治療指引編纂時間表訂定。 ﹝鍾政達理事提案﹞
建議： 目前有高血壓、心衰竭、電生理及急重症委員會提及編纂治療指引，而其
中只有高血壓委員會定有完成時間表。故建議學會依各項指引的輕重緩急
編訂完成時間表，將來在工作上也較會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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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會要求進行指引編纂之委員會排定時程表，原則上因各委員會獨立運作，
可同時進行不受影響。

（江福田理事長）
目前學會與糖尿病學會正共同編纂「糖尿病人心臟血管照護指引」，
已安排好各章程負責人，預訂六月底召開第一次編輯會議。糖尿病
學會在病患治療指引方面做得非常好，希望學會也能編纂自己的治
療指引。
（三）媒體關係。 ﹝黃瑞仁秘書長提案﹞
說明： 針對會員反應導正傳播媒體錯誤訊息一事，建議學會可召開記者會說明；
如無特別主題時則可規劃定期記者會，分別邀請各專門委員會主副主委參
加，以民眾健康衛教為主，以建立良好媒體關係。目前正往此方面努力，
待夏季會結束後著手規劃。

（四）申請加入 ESC affiliate member 。﹝國際事務交流暨公共關係委員會提案﹞
說明： 擬檢付相關文件（章程、學會簡介、理監事名單）向歐洲心臟學會（ESC）
申請 allilate member 。
※ 決議： 通過。

（五）伊朗心臟學會年會學術交流案。 ﹝國際事務交流暨公共關係委員會提案﹞
說明： 擬組團參加十一月份的伊朗心臟學年會進行學術交流。
※ 決議： 通過。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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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 九十七年度專科醫師甄審 " 筆試參考書籍 "
內

科 （1） 書
作

名： The Heart
者： Hurst

出版日期：第十二版 2008 年
（2） 書
作

名： Heart Disease
者： Eugene Braunwald

出版日期：第八版 2008 年
（3） AHA/ ACC/ ESC 2002 年迄今發表有關心血管診斷治療之最新指引及 JNC-7 、
ATP III 重要指引。

外

科 （1） 書

名： Surgery of the Chest

作

者： Sabiston and Spencer

出版日期：第七版 2005 年 Feb.
（2） 書

名： Cardiac Surgery

作

者： Jone W. Kirklin

出版日期：第三版 2003 年
（3） 書
作

名： Cardiac Surgery in the Adult
者： Lawrence H. Cohn/McGraw-Hill 出版社

出版日期：第三版 2007 年
（4） AHA/ ACC/ ESC 2002 年迄今表有關心血管診斷治療之最新指引及 JNC-7 、
ATP III 重要指引。

小兒科 （1） 書
作

名： Moss' Heart Disease in Infants, Chlidren and Adolescents
者： F.H.Abams, G.C.Emmanouilibes, T.A.Riemenschneider

出版日期：第七版 2008 年
（2） 書
作

名：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Pediatric Cardiology
者： A Garson, JT Bricker, DJ Fisher, SR Neish

出版日期： 1998 年第二版
（3） AHA/ ACC/ ESC 2002 年迄今發表有關心血管診斷治療之最新指引及 JNC-7 、
ATP III 重要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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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 使 用 適 應 症
原內容

建議修改

一、心因性休克：
1. 心 臟 手 術 重 建 後 ， 暫 時 性 心 臟 功 能 障 礙
(Stunned heart)
2. Bridge：為準備心臟手術或心室輔助器或心
臟移植，而暫時取代心臟功能。
3. 可 回 復 性 的 心 肌 病 變 ： 如 心 肌 炎
(Myocarditis)、冠狀動脈暫時性痙攣。
4. 肺栓塞 (Pulmonary embolism)
5. 急性心肌梗塞併心因性休克
6. 其他心因性休克

一、心因性休克：
1. 心臟手術重建後，暫時性心臟功能障礙
2. 為準備心臟手術或心室輔助器或心臟移植，
而暫時取代心臟功能。
3. 可回復性的心肌病變：如心肌炎、冠狀動
脈暫時性痙攣。
4. 肺栓塞
5. 急性心肌梗塞併心因性休克
6. 其他心因性休克

二、呼吸衰竭：
1. FiO2: 1.0, PaO2< 60mmHg ，已排除可逆轉之
原因。
2. CO2 retention ，造成血行動力學不穩，已排
除可逆轉之原因。
3. 過渡至肺臟移植

二、呼吸衰竭：
1. FiO2: 1.0, PaO2< 60mmHg ， 且 已排除可逆轉
之原因。
2. 二氧化碳滯留 造成血行動力學不穩， 且
已排除可逆轉之原因。
3. 過渡至肺臟移植

三、小兒及新生兒
1. 吸入性胎便肺炎症候群 (MAS; 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
2. 呼吸窘迫症候群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3. 先天性橫膈膜疝氣 (CDH; Congenital diaphragm
hernia)
4. 新生兒頑固性肺高壓 (PPHN;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f neonate)
5. 並合乎下列呼吸衰竭指數
Oxygenation Index ≧ 40

三、小兒及新生兒
1. 吸入性胎便肺炎症候群 ( 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
2. 呼吸窘迫症候群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3. 先 天 性 橫 膈 膜 疝 氣 (Congenital diaphragm
hernia)
4. 新生兒頑固性肺高壓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f neonate)
5. 並合乎下列呼吸衰竭指數
Oxygenation Index ≧ 40

OI =

MAP x FiO2 x 100
PaO2

MAP (Mean Airway Pressure)
AaDO2=(PATM - 47) x F iO2 - PaO2 - PaCO2
> 610 for 8Hrs or >600 for 12Hrs
PaO2 < 40mmHg for 2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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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原內容

建議修改

四、其他
1. 神經外科手術需體外循環者，例如基底動
脈瘤手術。
2. 肺臟移植手術須體外循環時
3. 氣道手術 (Airway surgery)，氣道外傷
4. 心血管手術取代傳統體外心肺循環機
5. 極低體溫 (核心體溫≦ 30℃ )

四、其他
1. 神經外科手術需體外循環者，例如基底動
脈瘤手術。
2. 肺臟移植手術須體外循環時
3. 氣道手術 (Airway surgery)，氣道外傷
4. 心血管手術取代傳統體外心肺循環機
5. 失溫病人併 極低體溫(核心體溫≦ 30℃)，

急救過程中使用。
五、禁忌症：
1. > 80 歲(專案申請 )
2. 嚴重腦傷
3. 惡性腫瘤末期病人
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者併成人呼吸窘迫症候
群
5. 病患在放置 ECMO 前已有明顯不可逆轉之
病況
6. 持續進展之退化性全身性疾病
7. 多重器官衰竭
8. 不可控制之感染
9. 不可控制之出血

五、禁忌症：
1. 嚴重 頭部外傷
2. 惡性腫瘤末期病人
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者併成人呼吸窘迫症候
群
4. 放置 ECMO 前已有明顯不可逆轉之病況
5. 持續進展之退化性全身性疾病
6. 不可逆之 多重器官衰竭
7. 不可控制之感染
8. 不可控制之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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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章程修訂對照表
第 一 條

原條文

修改後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Taiwan

本會名稱為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心臟學

Society of Cardiology(以下簡稱本會)。

會 Taiwan Society of Cardiology(以下簡
稱本會)。

第廿七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

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應於十五

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應於十五

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

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

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

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

開之，學術討論會每四個月舉行一次。

開之，學術討論會每四個月舉行一次。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
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
之請求召開之。
第廿九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

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

以上同意行之。

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 會員之除名。

二、 會員之除名。

三、 理事、監事之罷免。

三、 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 財產之處分。

四、 財產之處分。

五、 本會之解散。

五、 本會之解散。

六、 其它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

六、 其它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

事項。

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
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
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
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
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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