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三屆第三次
理監事會議記錄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第廿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時
間：10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18:30 起。
地
點：台北市民權西路 11 號 13 樓之 1 心臟學會會議室。
主
席：林幸榮 理事長
出席人員：〈名譽理事〉呂鴻基、曾淵如、江正文、江福田。
〈理
事〉林幸榮、蔡正河、王國陽、王榮添、江晨恩、傅懋洋、李文領、柯文欽、
洪大川、翁國昌、郭任遠、郭啟泰、陳志成、陳肇文、陳震寰、曾春典、
黃瑞仁、黃蓮奇、蔡正道、鄭書孟、駱惠銘。
〈監
事〉徐國基、徐粹烈、常敏之、陳勉成。
請假人員：〈理
事〉賴文德、林俊立、洪惠風、陳適安、程俊傑、李貽恆、邱春旺、施俊明、
張坤正、陳雲亮、程文俊、鄭成泉、謝凱生、魏 崢。
〈監
事〉葉森洲、王主科、王志鴻、柯毓麟、林少琳、張 燕、蔡良敏。
列席人員： 翁仁崇（心臟外科學委員會主委）
殷偉賢（秘書長）
林彥宏、張嘉侃、曹承榮、陳冠群、黃柏勳、鄭凱鴻（副秘書長）
林玉英（秘書主任）、徐婉瑄、黃淑菁（秘書）
記
錄： 黃淑菁。
一、主席報告─（林幸榮理事長）
本年度心臟學會已正式加入重症聯甄會，在聯甄委員不增加原則下，原有 25 位委員重
新分配，新加入學會各 3 位委員，母學會為 4 位委員（其中 1 位需跨學會），故心臟學會共
會有 4 位聯甄委員。上次會議主要談到將來如何辦理甄試事宜（如考試資格等）。主要是心
臟學會也可以辦理聯甄課程，秋季會已第一次舉辦，讓會員可就近參加。考試資格部份有提
到需要有重症醫學一年訓練資歷，由學會認定，心專後一年可為介入或重症專科訓練，讓會
員不會再花費時間符合考試資格，大家有這樣的共識。考試部份，因成員共有六個醫學會，
同樣比重的出題，心臟學會只有六分之一考題，其它六分之五怎麼辦？還會包含胸腔、急救
加護、麻醉或外科題目，會員如不太熟悉時則不容易通過考試。有建議增加心臟醫學題目至
50-60% 左右，但仍需經聯甄會討論。
心臟基金會在呂董事長的帶領之下，亦完成籌劃年度「世界心臟日」活動，有記者會及
園遊會，可說是非常成功，在站前新光三越百貨的前面廣場，活動當天地點佳，天氣特別好，
參加民眾十分的踴躍。
學會有推薦資深的教授或會員參加 ESC 的 fellow，或於明年年會時擔任 Moderator 或
Speaker，ESC 也有正面回應，表示推薦名單中將頒授幾位 ESC fellow 資格。
World Heart Federation 會籍名稱問題，呂名譽理事做了許多的努力，江正文名譽理事也
前往瑞士參加 board meeting，待會再請江前理事長向各位說明當天討論狀況。而 WHF 針對
要求恢復 Taiwan 會籍名稱問題一事尚未正式回應。
過去國際會議多由廠商個別組團參加，目前會有幾個主要公司經費進到學會統籌運用，
會員包括理監事或有些公務在身者，經由這筆經費贊助參加幾個國際主要會議。另外也有些
廠商提供些許經費在 clinical trail 部份，我們會陸續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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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秘書處報告─ ﹝ 殷偉賢秘書長 ﹞
（一）請確認第廿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決議：通過。
（二）活動或會議：
1. 「Renewal Course of ACLS for Cardiologist 」於 101 年 11 月 10 日在台北振興醫院舉
辦。
2. 「Three-dimensional Echocardiography 教育訓練課程」於 101 年 11 月 17 日在台南成大
醫學院舉辦。
3. 「2012 冬季學術研討會」訂於 101 年 12 月 7-9 日在高雄義大皇冠假日飯店舉辦。
說明： 感謝賴副理事長籌劃冬季會節目，盡善盡美。我們現在如肺高壓小組王主委，
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常主委也積極準備在每次季會中安排活動，因此會增加到
3 個活動會場；而預防醫學也借高醫場地加開一場民眾衛教，與民眾直接進行
溝通。另外從明年春季會開始，林理事長剛才已向各位報名，學會可自行籌辦
重症聯甄課程，將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4. 「第四屆海峽心血管病學論壇會議 _ 台灣分會場會議」於 101 年 12 月 1 日台北振興
醫院國際會議廳舉辦。
說明： 會議由廈門和福州輪流籌辦，今年在廈門舉辦，過去台灣的參與是由常敏之主
委及介入曾春典理事長帶領台灣專家到廈門或福州參加會議，今年會議特別提
出，光只有 30-40 人去廈門開會對台灣同道來說隔得頗遠，因此這次會議中有
一天（即 12/1 日）安排衛星轉播，台灣轉播會場設在振興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設在此地另一個原因是振興醫院為繼台大醫院、高雄長庚之後，可轉播手術至
廈門的醫院，所以就近將會場設在那裏。很感謝國際事務暨兩岸交流委員會魏
崢主委及謝宜璋副主委，還有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常敏之主委以及振興醫院本
人帶著曹殿萍、陳冠群醫師籌辦此次會議。對於台灣分會場會議學會為主辦單
位，將發文邀請台灣同道有興趣者共襄盛舉。
5. 「2012 POST AHA Highlight Symposium」訂於 101 年 12 月 15 日台北喜來登飯店 1 樓
清翫廳舉辦。
說明： 依據 Post ESC 會議經驗，此類活動十分叫座，預期會議應會有許多人來參加。
剛才林理事長也有提到，從今年底開始有一、二家廠商提供名額給學會，希望
由學會指派較年輕會員醫生，專程出國參加國外會議，參與大會安排專門課
程，並將新知帶回分享，這是會員服務非常重要的事。明年預計會有更多廠商
提供名額，冀望能夠一直延續下去，讓年輕會員醫師有機會出國開會，有歷練
來向各位報告，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訓練。
（三）委員會已處理事務：
1. 健保局「" 曲克 " 藍尼思髂動脈血管分支支架暨導引系統」及「" 曲克 " 藍尼思有孔腹
主動脈瘤血管支架暨導引系統」詢問回覆。
說明： 給付腹主動支架時會有些 branch，這些 branch 如何搭配比較小的 cover stent
來進行，談得是比較細節給付的方式與意見，委由心臟外科學委員會提供回覆
意見。﹝ 回函內容詳見附件一 ﹞
2. 健保局「新增特材 " 聖猷達 " 可控式導引導管納入健保給付」詢問回覆。
說明： 委由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提供回覆意見。﹝ 回函內容詳見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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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保局「" 波士頓科技 " 羅塔培特旋轉血管成型系統及其導引線」納入健保給付意見
詢問回覆。
說明： Rotablator 納入健保給付條件，使用規範基本精神為當 PCI 用 guide wire 或
balloon 過不去時，使用 Rotablator 當作輔助角色，將血管打通為主。給付條件
基本上希望以 2 次為原則，經詢問全部介入委員產生共識後回覆給健保局。
﹝ 回函內容詳見附件三 ﹞（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常敏之主委報告）
4. 健保局「18054B「傾斜床檢查」詢問案回覆。
說明： 健保局將正式於 11 月 1 日起給付，但給付點值只有 1,600 點，學會當然認為
太低，因此回函要求依據成本分析應給付點值為 3,474 點，但目前尚無進一步
回覆。另外相關訊息是神經內科也想做此項檢查，有些醫院如地區醫院已經
在做，台灣神經學學會也曾經來函告知將向健保局申請。如果真的有在執行，
且行之有年的話，各有各的病人與需求，基本上學會態度也是同意的。﹝ 回
函內容詳見附件四 ﹞
5. 內政部「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給付標準」附表胸腹部臟器障礙之「心臟障礙」審核
基準詢問回覆。
說明： 內政部原來訂定的「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給付標準」內容非常繁瑣，且對心
臟疾病評估都是建議經由核子醫學方法測量，非常不方便且與實際狀況不符
合。希望能將其簡單化，因此建議採用目前公保的方式，考量病因及診斷做一
個程度分類，經由超音波檢查客觀標準來評斷殘障等級。﹝ 回函內容詳見附
件五 ﹞（醫療品質暨政策委員會徐粹烈主委報告）
三、各委員會報告─
（一）甄審委員會。
1. 「心臟血管介入專科醫師」繼續教育積分辦法修訂─
說明： 共 21 位提出申請，其中 17 位考生向心臟學會申請「心臟外科專科醫師」
證書。依心臟學會規訂，需符合下列要求：（1）訓練報備、（2）入會滿半年、
（3）積分達 60 分（其中 A 類至少 30 分）、（4）具 ACLS 資格。17 位申請只
有 11 位符合全部資格，六位有部分條件未符合。
※ 結論：未符合資格的六位醫師，在取得考試及格證明且補足相關條件（入會滿半年及
積分要求）後，依心臟學會規範，向學會申請核發「心臟血管外科」專科醫師
證書。
（二）雜誌編輯委員會。
1. 二年工作計劃─
※ 結論： 明年雜誌將改成雙月刊。
 請負責編輯委員與搭配的執行編輯按照分配的期別儘速邀稿編輯 Mini
Forum 可增加稿源外更可引起 citation 類別篩選的廣度。
【Mini Forum 責任編組】
每組至少編輯三到六篇文章。組別分配如下：
Team

Category

Issue No.

吳懿哲+王宗道

Hypertension

2013/Jan

呂信邦+黃金洲

AMI

2013/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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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坤正+溫明賢

Arrhythmia Genetics in Taiwan

2013/May

蔡佳醍+劉言彬

Current Status of AF in Taiwan

2013/Jul

曾維功+黃偉春+劉秉彥

Dyslipidenmia

2013/Sep

陳勉成+王俊力

Heart Failure

2013/Nov

陳亦仁+林永國

EPS

2014/Jan

葉宏一+蘇正煌

Vascular Biology

2014/Mar

褚柏顯+劉尊睿

Stem Cell

2014/May

張重義+許榮彬

Cardiac Surgery

2014/Jul

邱俊仁+林宗憲

TBD

2014/Sep

吳美環+林銘泰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2014/11

※出版前三個月完成稿件審查， 以利準時編輯出書。
2. 臨時動議─
※ 結論： 為提高 Impact factor，目前本誌 citation 的 82% 是自我引用的結果。
 未來二年希望增加 citation rate 能藉由以下方法達到：
a. 二年內已出版的論文分門別類並放至學會網頁上供每位會員可以引用。
b. 請負責編輯委員與搭配的執行編輯按照分配的期別儘速邀稿編輯 Mini
Forum 可增加稿源外更可引起 citation 類別篩選的廣度。
c. 執編建議作者自我引用。
d. 每年約邀請 10 位以內 consultant Editor，基本上任期一年，理事長及主編
具名邀請擔任。在台學生可協助大師完成論文撰寫（Mini review），投稿
出版完可提供通訊作者美金 1,000.- 元以表感謝。此案須會財務委員會確
認，再提報理監事會同意。
e. 學 會 年 會 可 獎 勵 會 員 引 用 次 數 排 行 前 3 名（ 第 1 名 5,000.-； 第 2 名
3,000.-；第 3 名 2,000.- 加上獎狀），此案須會財務委員會確認，再提報理
監事會同意。
 為國際化，下次執行編輯會議希望可以有跟 Elsevier 合作案的雛形確認，儘
速 online submission，預算會財務委員會確認，再提報理監事會同意。
（三）學術委員會。
1. 地區季會籌劃─
建議： 日期地點 & 籌劃負責人─
 2012 冬季會（高屏區）
日 期：2012.12.07~09（w5~w7）
地 點：義大皇冠假日飯店 or 高雄寒軒飯店
籌劃負責人：召集人 _ 賴文德（高醫）
負責理監事：傅懋洋（高長）、邱春旺（高榮）、林少琳（阮綜合）、
陳勉成（高長）、謝凱生（高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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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春季會（花東區）
日 期：2013.3 月下旬【ACC 會議 2013.03.09-11】
地 點：花蓮美侖飯店 2 樓宴會廳 A-C 區 or 福容飯店
籌劃負責人：召集人 _ 王志鴻（慈濟）
負責理監事：朱戈靖（門諾）、王光德（馬偕）、祝年豐（署立台東）
 2013 秋季會（桃竹苗區）
日 期：2013.9 月中【ESC 會議 2013.08.31-09.04】
地 點：新竹國賓飯店 or 新竹喜來登飯店
籌劃負責人：召集人 _ 葉森洲（心二科）
負責理監事與機構： 郭啟泰（心一科）、趙嘉倫（台大新竹分院）、苗栗
為恭醫院 & 大千醫院、新竹國泰醫院 & 馬偕醫院
等心臟科主任
 2013 冬季會（雲嘉南區）
日 期：2013.11 月下旬 or 12 月初【AHA 會議 2013.11.16-20】
地 點：台南香格里拉飯店 B1 or B2 樓國際會議廳
籌劃負責人：召集人 _ 李貽恆（成大）
負責理監事與機構：奇美醫院、嘉基、台大雲林分院
 2014 春季會（基宜區）
日 期：2014.3 月下旬  避開 ACC 會議
地 點：宜蘭晶英酒店
籌劃負責人：召集人 _ 程文俊（基隆長庚）
負責理監事與機構：羅東博愛醫院、聖母醫院、陽明附醫
 課程安排─
 會場： 二大會議廳，換場時間 30 mins。
類別： 青 年 醫 師 教 育（2hr）、 一 般 教 育 講 座（2hr）、 基 層 醫 師 座 談
（2hr）、醫學人文時間（2hr）、4 場各區 Symposium（2.5hr）、廠
商 Symposium（1.5hr）。
建議時間分配：
◎ 教育課程 _ 3~4 topics
2hr（120mins） 30 mins（topic）+ 30 mins（topic）
+ 10mins（Q&A）+ 10mins（Break）+ 30mins（topic）
+ 10mins（Q&A）
◎ 座談、醫學人文─
2hr（120mins） 30 mins（topic）+ 60 mins（1-2
topic（s））+ 30 mins（Q&A）
◎ 各區 Symposium ─
2.5hr（150mins） 70 mins（topic & discussion）
+ 10 mins（Break） + 70 mins（topic & discussion）
 「青年醫師教育課程」籌劃─
v 主題： 季會以研究方面為主（三大主題：1. 如何尋找研究題材、2. 如
何撰寫研究計劃、3. 如何投稿雜誌）或軟性主題（涵括時間
管理、家庭生活、理財、旅遊、論文寫作等議題。），非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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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安排整天 Workshop（撰寫 Paper or 研究計劃，提出實
例來討論）型式。
v 由青年醫師小組召集人黃瑞仁負責籌劃。
 「一般教育課程」籌劃─
v 以 GP or 非心臟科醫師為主。
v 由預防委員會負責。
v 可邀請家庭醫學會協辦。
 「基層醫師座談」籌劃─
v 由基層醫療小組鍾政達負責籌劃，可與醫療品質委員會及健保小組共
同規劃。
v 建議 Topics 可為二代健保，主持人（引言人）、與談人以座談形式
舉行 120 mins: 1 topic/30 mins + 60 mins 座談 / 1 or 2 topics+ 30 mins
Q&A。
「醫學人文時間」籌劃─
v 由醫學倫理教育委員會負責。
vTopics 可規劃法律、兩性、倫理等座談形式，尤其著重醫事法律。

 各區負責人可自行召開會議討論，並將地主籌劃的 4 seminars Program 及支
出預算表於會議前 3 個月提交學術委員會審核，（每季會二名外賓為上限，
費用自籌），Program 確認後由秘書處配合行政執行。各地區 social program
自行決議籌劃與否，費用自籌。

 各區會場場地、硬體設備、會議餐盒、茶點由秘書處統籌負責，季會邀請之
主持人 / 演講者交通費比照學會理監事會議費給付。

 秘書處可發文相關學會（腦中風、高血壓、心律、家醫、介入、血脂、超
音波、糖尿病、營養、重症、急救、老人學、老人急重症、腎臟、小兒、胸
心外…等）共同合辦，時間暫訂 W5 下午。

 POST 系列（ACC, ESC, AHA）籌辦─
 舉辦二場（各區季會 W5 下午 & 季會隔週於台北 W6 下午）。
 建議邀請有意願籌辦之廠商提供 speakers 名單。
 講題： HT、HF、EPS、Intervention、Basic Research、Imaging、預防…
等，不安排 Q&A、Discussion。
 時間建議安排：
‧ 15:00-17:30（2.5 小時）-18:30（dinner）-21:00（2.5 小時）。
‧每位演講者 20mins，主持人 60mins 主持一位。
 費用：
‧ Speakers 提供 NT$8000.-/ 位（資料蒐集費）。
‧演講 NT$2,000.-/ 次 ﹝10mins/NT$1,000.-==> 以此比例類推 ﹞。
‧交通費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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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POST 系列費用支出規範會財務委員會。
 演講資料：
‧演講者簽署 copyright，電子檔資料歸 TSOC 使用。
‧ 20mins 演講最多 30 張 Slides。
‧回國先提供演講資料檔。
‧講義印製為每位演講者印製 6 張 Slides，CV（1 頁）＋演講資料（1 頁）
＋ memo （1 頁），共計 3 頁。

 學術委員會委員各區總籌負責分配：（會議後請各委員選取，於下次提出）。
※ 結論： 同意以上內容。
 通知各區召集人，建議於星期日上午一個 Session（時間可彈性）由介入
委員會與地區籌劃人合辦規劃 Case Discussion（由當地醫師提出 Case or
teaching program）。
2. 年會籌劃─
（1） 日期 & 地點─
 2013 年會學術演講會（台北）
日期：2013.05.17~19（w5~w7）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2、3 樓
 2014 年會學術演講會（台北）
日期：2014.05.16~18（w5~w7）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2、3 樓
（2） 課程安排─
 會場：至多八個會議廳（含全球華人心血管論壇）。
 「 全 球 華 人 心 血 管 論 壇（Global Forum of Ethnical Chinese Cardiologist &
Researche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籌劃 _

 主題： 8 個為介入性心血管、電生理、高血壓、急重症、心臟影像、心
衰竭、心外、小兒，可由相關委員會規劃。

 時間： 2.5hr（150 mins） 70 mins（topic & discussion）＋ 10mins
（Break）＋ 70 mins （topic & discussion）

 以理事長名義邀請 2013&2014 外賓，外賓國籍包括美國、英國、加拿
大、新加坡、香港…. 等，可請國外學會提供名單，較著名外賓如：James
Liau、Alan Yeung（史丹福心導管室主任），或劉秉彥、吳茲睿、王俊力出
國進修之老師。

 Speakers 安排以 1 外 + 1 中對談為主。
 可收取報名費，金額另訂，心臟學會會員免報名費。
 「Oral Presentation」籌劃 _
每場安排 1 位 Keynote Speech（約 20~30 mins），其餘時間為 Fre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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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Demo」籌劃 _
 先詢問委員會（如介入、EP）哪家醫院舉辦，外賓經費自籌，由主委協
調。
 學會提供硬體設備費用，其他費用依慣例處理。
 「青年醫師教育課程」、「一般教育課程」、「基層醫師座談」、「醫學人文時
間」籌劃 _ 如季會安排。
※ 結論：1）同意通過。
2）請各相關領域委員會推薦外賓（含 Masters）名單（全球華人 _ 含台灣），於
下次委員會提出討論。
3）黃瑞仁副主委建議陳垣崇院士擔任 Master’s Lecture。
4）建議星期天上午時段，主持名單安排名譽理事。
5）製作 First Announcement，於半年前宣傳，今年時間上如趕來得及，可先至
ESC 大會宣傳。
3. 101 年度內科醫學會年會（12/1-2）節目表推薦安排─
【教育演講】
The Therapeutic Goal of Proper Medical Care for Atherosclerosis Disease
‧ BP goal  江晨恩
‧ Lipid goal  吳造中（可建議長庚名單）
‧ Glucose goal  王宗道（可建議長庚名單）
‧ General goal  劉秉彥
【專題討論】
Current Evidence in Non-pharmacologic Management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動脈
硬化疾病非藥物性處置之最近進展）
‧ Tea and Coffee （茶與咖啡） 洪惠風
‧ Wine （酒） 傅懋洋
‧ Exercise （運動） 簡國龍
‧ DASH Diet and Others （飲食） 祝年豐
◎ 希望於 7 月 31 日前送交內科醫學會，並建議各個學會的 speakers 盡量是不同醫院
的人員。
※ 結論：同意通過此份名單，如有其他建議人選請提供至秘書處，並於 7/31 提交至內
科醫學會。
4. 學術活動時程安排及積分核發機制─
建議： 建議修改 B 類學分（心臟學會主辦 / 合辦）第二點  修改後內容如下：
「由本會秘書長與申請單位共同擬訂節目內容，並知會學術委員會，必要時
得由學術委員會追認之。」
 網路積分核發機制程序 
 副秘書長先審核

 再由學術委員會委員每位負責 1~2 個月審查並確認是否核發積分。
※ 結論：1）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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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活動申請辦法」修改內容提交理監事會。
5. 雙邊交流會議籌劃─
建議： 委員 or 會員有意願籌劃者（台日、台美、台韓、台新交流會…）主動提出
至秘書處 or 學術主委。
 先彙整提交與國際事務委員會交辦籌劃，再提至學術委員會討論。
 至少於六個月前提出，並編列財務經費預算表（可自籌，經費如不足由學
會幫忙）。
 學術委員會確定執行後，籌劃者需做進度報告。
 可於季會 or 年會 or 其他時間舉辦。
※ 結論：1）同意通過。
2）韓國學會將於 11/16-17 舉辦會議，有邀請本會會員至韓國交流，故因韓國
學會有善意的回應，學會也秉持國際交流，建議明年（2013 年）於春季會
舉辦雙邊 Joint Symposium 會議。
3）日本 JS 學會，建議由學術陳主委洽談，可於季會舉辦台日雙邊交流會議。
6. 相關學會合辦學術活動機制─
建議： 委員 or 會員主動提出至秘書處。
 再彙整提交至學術委員會討論。
 學會可發函邀請。
 舉辦時間不限（如季會、年會、其他時間）。
※ 結議： 同意通過。
7. 2013 春季會（花東區）節目一覽表籌劃─
※ 結論：1）日期 :102.03.30-31（星期六 ~ 日）。
2）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
3）因花蓮交通不便，故安排二天活動，總籌劃：王志鴻醫師。
4）節目表一覽表建議架構 ﹝ 附件六 ﹞。
5）Global Interventional Therapeutics Summit 外賓邀請建議國際性（如大陸、日
本、韓國、東南亞…），請介入委員會常敏之主委與王志鴻醫師共同籌劃
6）星期六下午建議增加一會場，籌劃介入 Hand on 的課程，採報名制（建議報
名條件：心臟專科訓練醫師及通過專科醫師 2 年之內者為優先資格），人數
約 20-30 位，籌劃負責人：常敏之醫師。
7）重症聯甄課程，採報名制，費用比照秋季會。
8. 2013 年會節目一覽表籌劃─
※ 結論： 1）日期：102.05.17-19（星期五 ~ 日）。
2）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
3） Main theme: From Guidelines to Clinical Practice。
4） 節目一覽表建議架構 ﹝ 見附件七 ﹞，請轉交各委員會討論。
5） 全球華人心血管論壇分 8 類，一個 Session 為 75mins，建議邀請華人為
主， 請各委員會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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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賓推薦名單（略），推薦名單經學術委員會確認後，可發邀請函，以學
會名義邀請之外賓，學會負擔基本旅費及演講費，人數為全球華人 1~2
位，Keynote 1 名。廠商自行邀請之 Satellite Symposium 外賓，學會不發
邀請函。本次本會邀請之外賓如 2013 年會無法前來可改邀 2014 年會。
7） Live Demo 轉播醫院為台南成大，節目表籌劃 : 上午時段小兒科、外科、
EPS，下午時段 : 內科。
8） 星期六取消晚宴，會員可參加 16:30 安排之 Welcome Party（含各獎項頒
獎），19:30 安排 Official Dinner 邀請 Faculty 外賓及理監事。
9） 星 期 日 以 Joint Symposium 為 主， 主 題 安 排 以 From Guidelines to
Clinical Practice 來籌劃。
10） 基層座談建議 Guidelines 在 Clinical 的運用；醫學人文建議醫學與法律的
部份 ; 青年醫師教育課程建議以未來的趨勢推測及研究方向的規劃，較具
有前瞻性。
11） Master’s Lecture 名單建議一位國外；一位國內，請理事長及各委員們如
有合適人選請推薦至秘書處彙整，再轉交學術委員會討論。
12） 各委員會年會籌劃初步內容 ﹝ 略 ﹞。
13） 建 議 各 研 討 會 會 場 錄 影， 可 於 年 會 下 午 撥 放 上 午 時 段 研 討 會， 並 請
Speakers 簽署版權，各相關領域（如高血壓、介入、Imaging…）剪輯製
作成 CD 光碟片送會員。
14） 其他委員會再推薦之外賓名單，秘書處請先彙整後，轉交理事長、學術
主委、秘書長全權決定是否邀請。
（四）研究委員會。
1. 101 年度研究計畫經費預算表審查─
說明：101 年度研究獎助金核發…
申 請 者

通 過 經 費

01

劉秉彥

101 年度 30 萬

02

鍾承志

18 萬

03

陳天心

12 萬

※ 結論：審查通過；但購買器材（血壓計）是否必要列學會財產，需向會計事務所查
明。不嚴格區分三期撥款，但仍需留最後一筆費用至投稿心臟學會雜誌才能
申請核撥。
2. 2012 ESC 發表研究補助及獎金申請審查─
說明：2012 ESC 會議出國補助 / 獎金申請狀況…
類

別

補助（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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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5000.-）

01_ 徐國基、02_ 巫龍昇、03_ 林宗憲、04_ 王朝永、
05_ 張世雬、06-8_ 吳卓鍇、09-11_ 黃金洲、
12_ 賴堯暉 13_ 廖敏村、14_ 王主科、15_ 蔡惟全、
16_ 辛和宗、17_ 周銘霆

※ 決議： 通過 2012 ESC 會議 2 位補助及 17 位獎金申請。
※ 鍾國屏醫師最後未出國參加 ESC 會議，取消申請（8/9）※
 2012AHA 會議補助 / 獎金申請，經費可能不足，將待申請狀況後再提理監
事會處理。
3. 年會相關節目籌劃─
說明：102 年 5 月 17-19 日 ; 103 年 5 月 16-18 日 _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 W6_13:30-14:45_ 全球華人心血管論壇（basic）
‧ W7_09:00-10:30_Joint symposium（basic/ 動脈硬化學會）
※ 結論： 華人心血管論壇：主題為【Thrombosi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建議邀
請 Dr. Gregory Lip。
 Joint symposium：請（動脈硬化學會）殷偉賢理事長 & 吳造中秘書長協助
籌劃。
4. Heart Failure 案例登錄工作推動─
※ 結論：因心衰竭委員會已有計劃推動 Heart Failure 案例登錄工作，二委員會可共同
推動；請殷偉賢秘書長先徵詢廠商贊助意願，如經費募款困難時，再嘗試與
NRPB（TCLA）組織合作，借助其現有資源來推動。
5. 研究 Basic Methodology 課程籌劃─
※ 結論： 可視 9 月份秋季會 ﹝ 青年醫師教育課程 ﹞ 學員反應再作考量規劃。
 先請李貽恆主委負責規劃 1/2 天研究相關方法學 workshop 課程。（例如：如
何尋找題目？ 看圖表？ 基礎統計），提下次委員會討論。
 或可安排 2 年期分低中高階段之課程供會員選擇參與。
（五）醫療品質暨政策委員會。
1. 如何推動臨床醫療品質提昇？
※ 結論： 緊急醫療評定 _ACS 試評項目中有許多不合理處，應積極聯合臺灣介入性心
臟血管醫學會，共同向衛生署及醫策會建議修訂。調查 ACS 審查委員名單
及試評項目內容，提下次委員會討論
 在現行教學醫院評鑑及緊急醫療能力評鑑的制度下，推薦合適審查委員參與
及致力審查標準合理化，為可努力之目標。而學會推薦的審查委員需能夠了
解並宣達學會的共識。
 不同醫院層級需設立不同的標準，將全部醫療院所納入品質管控（而非排除
在外）才是理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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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學會可發問卷調查會員醫師目前服務醫院等級，依普級狀況來設定品質
要求標準。→請侯嘉殷委員協助設計問卷內容，再提委員會確認。
 建議學會應建立各項疾病 registry，在有實證資料佐證下，才能說服健保局
爭取合理審查標準或辦法。
 設定品質指標 _ 血壓、血脂或冠心症。論質計酬，點值可另外計算，不受總
額限制。除提昇醫療品質外亦可爭取額外給付，對病患及醫師二方都有實質
益處→請健保事務小組提出具體作法建議。
 籌辦『臨床醫療品質』交流座談會，邀請國內有經驗的醫院經驗交流分享。
如台中榮總心衰竭疾病照護品質或心導管室管控細節、高雄榮總 ACS 全人
醫療…等等。或於會訊中發表文章亦可。
2. 對醫療爭議事項如何解決？
※ 結論：為爭取時效，將以 email 詢問委員意見，彙整後回覆。
3. 年會季會研討會安排─
說明：是否在季會或年會「基層醫師座談」時段籌辦醫療品質研討會？
※ 結論：將另行籌辦『醫療品質研討會』。但或可聚焦基層醫師關心的相關醫療品質議
題。
（六）預防委員會。
1. 地區季會籌劃─
（1）、2012 冬季會（高屏區）
日期：2012.12.07~09（w5~w7）
地點：義大皇冠假日飯店
籌劃者：蘇大成委員。
節目籌劃主題建議： 空氣汙染（Air Pollution），如都市化影響、工業化對心血管
疾病的影響、塑化劑（環境汙染物）對心臟血管的影響…
等。（2 小時 Session）
建議廠商：空氣清淨器。
（2）、2013 春季會（花東區）
日期：2013.3 月下旬【ACC 會議 2013.03.09-11】
地點：花蓮
節目籌劃主題建議： 三溫暖（泡湯）對心血管疾病的影響…等，與地區性特色
結合。
（3）、2013 秋季會（桃竹苗區）
日期：2013.9 月中【ESC 會議 2013.08.31-09.04】
地點：新竹
節目籌劃主題建議：客家食物對心血管的影響（動脈硬化、預防…）等。
（4）、2013 冬季會（雲嘉南區）
日期：2013.11 月下旬 or 12 月初【AHA 會議 2013.11.16-20】
地點：台南香格里拉飯店
節目籌劃主題建議：台塑六輕對心血管疾病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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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下次可於 W5 規劃一般民眾之社區醫學講座（可與心臟基金會合辦）。
 季會與年會主標題建議由「一般教育講座」更改為「預防心臟學講座」。
 可邀請非藥廠廠商贊助，如食用油、保健食品、酒商 .. 等。
※ 結論：1）同意通過上述建議。
2）冬季會籌劃人請將節目表提供給秘書處，再轉交學術委員會討論。
2. 2013-2014 年會籌劃─
※ 結論：1）主題暫訂環境心臟醫學預防。
2）可推薦邀請相關領域華人專家，如有合適人選及主題，請將名單提供於秘
書處。
3. 101 年度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研討會─
※ 結論：1）建議心臟學會為協辦單位。
2）10/11（w4）邀請曾春典主委代表學會出席致辭。
3）10/11（w4）「成人心血管疾病與菸之危害」邀請何鴻鋆委員演講。
4）10/12（w5）建議邀請陳宗瀛 or 林中生 or 周湘台代表學會出席主持。
（七）心臟外科學委員會。
1. 101 年度心臟外科專科醫師甄試資格─
說明： 共 21 位提出申請，其中 17 位考生向心臟學會申請「心臟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依心臟學會規訂，需符合下列要求：
（1）訓練報備、（2）入會滿半年、（3）
積分達 60 分（其中 A 類至少 30 分）、（4）具 ACLS 資格。 17 位申請只
有 11 位符合全部資格，六位有部分條件未符合。
※ 結論：通過六位有部分條件未符合者，同意先參加甄試。如通過考試即發給”考試及
格證明”（永久效期），待合乎心臟學會各項條件後，再提交甄審委員會及理監
事，才能發給心臟外科專科證書。
2. 二年（2013&2014）年會學術活動籌劃─
※ 結論：1）安排時段為： 201A（W6）13:30-14:45（Keynote Lecture Symposium）
 201DE（W6）15:00-15:35 全球華人論壇
 201F（W7）15:00-16:30（ 以 Foundamental concept & skill
為主要方向。）
2）建議：  全球華人論壇外賓建議，請陳益祥委員推薦 1 位外賓及自籌經
費，再提交學術委員會。
 W7 時段請謝世榮、侯紹敏委員安排。
 W6（Keynote Lecture Symposium）， 請 施 俊 哲 委 員 籌 劃 Video
Session，可推薦外賓並提交至學術委員會討論。2014 年由邱冠明
委員籌劃，使其有連貫性。
3）建議學術委員會將 2014 年（W7）外科下午時段調整至上午時段。
4）2013 年年會心臟外科學論文投稿皆以 poster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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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4 年年會有意願舉辦 Live Demo 醫院（台北榮總、台大、亞東），將提至
學術委員會討論。
6）建議可與外科醫學會合辦研討會，時間暫訂 2013 年秋季會，於下次委員會
討論。
3. 合理調整心臟血管系統健保給付─
說明： 已於 8/6 發函中央健康保險局。
 文中提及 ﹝ 左心室輔助器使用費 ﹞ 部份，健保局表示將會邀請學會派員至
該局做專題演講，之後才會處理該申請案。
※ 結論：通過由心臟外科委員會組團，發函健保局，請安排與健保高層官員對談時間及
議程，洽談合理調整心臟血管系統健保給付（如 IABP、LVAD、ECMO 耗材
給付）。
（八）小兒心臟學委員會。
1. 年會季會研討會安排─
建議： 5/18（w6）09:00-11:45 Live Demo 請吳俊明委員負責籌劃 Program（含
Case 提供 & 外賓推薦），Demo 醫院：台南成大。
 5/18（w6）13:30-14:45 全球華人心血管論壇  與外科委員會合辦，華人
名單請陳益祥醫師推薦小兒心臟外科方面專長。
 5/18（w6）15:00-16:15 Pediatric Symposium 請委員推薦外賓名單及建議
講題，擬於 10 月底前提供名單至秘書處彙整。
 2013 年會 Oral Presentation 全改成 Poster。
 5/19（w7）15:00-16:30 Joint Symposium 請王主科副主委籌劃。
※ 結論：1）通過以上內容。
2）節目表及外賓推薦名單請各委員及籌劃人於 10 月底前 e-mail 至秘書處，彙
整後再 e-mail 給委員參考，委員會擬於 11 月中確認外賓名單後提至學術委
員會。
2. 年度工作計劃─
※ 結論：1）建議 2013 秋季學術研討會籌辦小兒心臟學研討會，由主委籌劃節目表，再
轉交 桃竹苗區地主籌劃人，請其安排會場。
2）建議本委員會於各區季會安排小兒心臟學活動。
3. 舉辦 VSD 認證訓練課程─
※ 結論：1）建議北、中、南各舉辦一場。
2）日期暫訂 :101 年 12 月 22-23 日（星期六 - 日）。
3）場地以 100~200 人為主。
4）採報名制，報名費 : 心臟學會會員 NT$300.-、非會員醫師 NT$1,000.-、醫事
人員 NT$500.-。
5）三場節目表籌劃由謝凱生主委負責。
6）各區負責人、日期及場地：
北區：12/22（星期六）下午，邱舜南委員負責，場地 : 台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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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12/23（星期日）上午，陳豐霖委員負責，場地 : 中山大學附設醫院。
南區：12/23（星期日）下午，謝凱生主委負責，場地 : 高雄榮總。
請各區負責人儘早確認場地，以便發通知予會員。
7）贊助單位（如鼎昱、Echo 廠商 ..）由謝凱生主委負責協尋。
8）印製講義。報名學員須全程參與，才發給訓練證明。
9）預計 10 月底寄發報名通知，報名前言內容初稿由謝凱生主委負責。
v 活動已延期至 2013 年舉辦 v
（九）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
1. 101 年度心臟血管介入專科證書換發處理─
說明：（1）換證條件─
 介入相關積分達 50 分以上。（換證辦法第 2 條）
 五年內平均每年至少施行心臟血管介入手術 30 例。（換證辦法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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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
教育積分認定辦法第八條第 3 款）。
（2）101 年 10 月底到期證書共有 447 位，已符合換證要求者共 354 位，換證比
率為 79%。目前積分累計尚差 5 分者共 18 位，故預估可於 10 月底完成換
證比率約 83%
※ 結論：1）建議取消換證需提供案例之要求。請以 e-mail 詢問理事會意見，獲得同意
後即從本年度換證開始實施，並於下次理監事會議中提出追認。
2）國外會議參與積分認定申請審查─
以會議召開日期為標準，於 101 年 9 月 1 日起之國外介入相關會議參與積分
認定申請，限下列三種文件之一：
 節目表 _ 擔任講者或主持人
 會議參加證明
 學員胸牌
另外，出席國外會議是否屬於介入相關，並承認其介入積分，將交由介入委
員會審查確認。
3）展延證明格式可再參考兒科醫學會。
4）未達換證標準者可申請核發展延證明。
5）國外進修者可提出相關證明申請，通過後證書可展延處理。
2. 心臟血管介入專科聯甄─
※ 結論：學會推派常敏之主委、曾春典及王志鴻委員及殷偉賢秘書長，與臺灣介入性心
臟血管醫學會商談介專聯甄進一步整合細節。
3. 健保局詢問函回覆─
※ 結論：健保局詢問修訂特材「冠狀動脈血管支架」使用規範及給付規定案。回覆函文
內容詳見【附件八】。
4. The 56th 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of the Kor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KSC）_ Nov.
16-17,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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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韓國心臟學年會來信請本會推薦 1 位講者，提供 500 美金機票費用及 2 晚住
宿。題目為”Interesting Cases from the World”，有二領域可選擇。
‧ intervention: from 4 to 6 PM on Nov. 16th
‧ cardiac imaging: from 4:30 to 5:30 PM on Nov 17th
※ 結論：推 薦 花 蓮 慈 濟 醫 院 心 臟 內 科 陳 郁 志 醫 師 參 與。 演 講 題 目「Clinical Image:
Anomalous Origin and Course of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Coronary Artery
complicated by sudden cardiac death during marathon running」。屆時再請代表學
會邀請對方來台演講，協助促成雙邊交流會議。
5. 第四屆海峽心血管病學論壇會議─
說明：10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在中國廈門市際會議中心舉辦，台灣有 30 多位
專家至廈門參加會議。12 月 1 日將在振興醫院設立分會場，有雙向介入手術轉
播。
※ 結論：1）12 月 1 日振興醫院分會場 moderator 及 commentator 安排（略）。
2）待提理監事會議確認節目表後，將活動訊息轉知會員參與。
6. 2013 年年會介入活動安排─
說明：102 年 5 月 17-19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 結論：1）5/17（w5）_14:00-16:00/ 第一會場
【兩岸四地交流研討會（II）冠心症藥物與介入治療】
→建議以 case presentation 型式安排較精彩，約 3 個案例。
2）5/18（w6）_09:00-10:15/ 201DE
【 全 球 華 人 心 血 管 論 壇 Recent advance in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以英文演講為原則。
3）5/18（w6）_10:30-11:45/ 201A
【4 Oral + 1 Keynote（20+4’）- CAD/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I）
】
→請柯毓麟委員安排節目表，keynote 部份可由 demo 外賓演講。
4）5/18（w6）_10:30-11:45/ 201F
【4 Oral + 1 Keynote（20+4’）- CAD/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II）
】
→請張其任委員安排節目表，keynote 部份可由 demo 外賓演講。
5）5/19（w7）_15:00-16:30/ 201BC
【Joint Symposium（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介入學會） _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請李文領副主委安排節目表。
6）5/18（w6）_09:00-11:45/ 13:30-16:15/ 102 （demo 成大醫院）
【Live Demo, I, II, III, IV】
→  上午一個時段（1 個 case）為小兒科介入，在成大醫院 demo。

 上午成大醫院有 2 間導管室，因 case 較少。同意一個 session 安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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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演講（每位演講 10 分鐘）；下午則會加入北京阜外醫院 2 間導管室
跨海轉播。共有 4 間導管室，case 較多，一個 session 安排 1 個演講即
可。
 建議外賓邀請名單─
先透過管道邀請，確定後再由學會寄發正式邀請信函。
No

外

1

Kazuaki Mitsudo（Japan）

2

Seung-Jung Park（Korea）

3

Yangsoo Jang（Korea）
- President of Korean Society of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4

Naoto Inoue（Japan）

5

蔣忠想（Hong Kong）

6

Huay-Cheem Tan 陳准沁（Singapore）

7

Prof. Teguh Santoso, MD, PhD（Indonesia）

8

Sunao Nakamura（Japan）

9

Dr. Masahiko Ochiai（Japan）

10

Bon-Kwon Koo, MD（Korea）

11

Satoru Sumitsuji（Japan）

12

DR. 山根正久 /Masahisa Yamane, MD.F.A.C.C

賓

名

稱

7. 季會介入活動籌劃─
※ 結論：各場次季會之時間地點及負責協助籌劃介入性心臟學相關節目委員名單如下─
季

會

月份 / 日期（區域）

活動地點

負責委員

2012 冬季

101 年 12 月 7-9 日（高屏區）

高雄

洪志凌

2013 春季

102 年 3 月下旬（花東區）

花蓮

王志鴻

2013 秋季

102 年 9 月（桃竹苗區）

新竹

張其任

2013 冬季

102 年 12 月（雲嘉南區）

台南

顧博明

2014 春季

103 年 3 下旬（宜蘭）

宜蘭

柯毓麟

8. 2013 春季會介入活動規劃─
說明：102 年 3 月 30-31 日在花蓮美侖大飯店舉辦。
※ 結論： 3/30（w6） 14:30-17:30_ Global Interventional Therapeutics Summit
_ 安排 2 個演講 topic，2 個 case，採預錄預做，較具教育性質。
_ 邀請 2 位大陸專家，（大連第二人民醫學院附設醫院）曲鵬主任及（江西
第一人民醫院）洪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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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已請美敦力及 Terumo 贊助外賓來台費用，學會支付演講費用。
 3/31（w7） 09:30-12:30_ PCI hands-on
_ bifurcation 及 CTO 二個主題，會先邀請資深醫師演講，設置四個站別，
每站提供 3 位醫師 hands-on practice，共 12 位名額，採預先報名制。（亞
培公司贊助）
9. 2013 秋季會介入節目籌劃─
說明：102 年 9 月在新竹地區舉辦。
※ 結論：renal denervation 廠商預計 4 月份可獲衛署通過，屆時或可安排國內實作經驗交
流研討會。請張其任委員安排籌劃。
10. 專題研討會─
※ 結論：下列主題研討會可單獨籌劃或於年會季會中舉辦亦可。
a. Renal denervation therapy （明年 _ 美敦力）
b. Rota, Carotid stent 認證研討會
c. Bioabsorbable stent: Drug balloon （明後年上市 _ 亞培）
（十）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
1. 中華民國心律醫學會來函─
1）申請共同使用植入儀器資料庫。
說明：使用原則 _  限參與登錄醫院使用。
 查詢跨院資料需向委員會提出申請。
 不對外提供最大權限，需至學會列印資料。
 不可獨自對外發表研究文章。
使用效能 _ 101 年度只有高雄長庚及台大醫院有登錄記錄。
網域名稱費用：101.09.29 到期。（一年 800 元）
※ 決議：  同意與心律學會共同使用 ICD/CRT 登錄資料庫，使用原則二學會需一
致為宜。跨院資料查詢申請，交由二學會各推派 3 位代表組成之聯合委
員會進行審查。心臟學會 3 位代表為邱春旺主委、郭任遠副主委及林俊
立委員。
 因登錄網站目前使用效能不佳，建議由二學會寄出通知，邀請 EP 專科
會員撥冗參與登錄；3 個月後視改善狀況再議。
 網域名稱使用費用（1 年 800 元），建議由心臟學會經費支出（不再由
EP 專戶支出）。
2）申請合作發行心房顫動治療指引。
說明：目前已編纂指引“Stroke Pre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 決議： 學會將請林俊立委員代表，與心律學會指引負責人江晨恩醫師，共同處
理編纂及座談會籌劃事宜。
 避免直接中譯國外指引，建議儘量加入台灣地區本土研究資料，並邀請
神經學會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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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邀請共同舉辦 2012 年亞太區第五屆心律科學會議。
※ 決議： 心臟學會協辦，提供 LOGO，但不由 EP 專戶中支出費用。
 請心律學會確認心臟學會會員報名參加是否收費 ? 並建議提供中文簡化
報名表格，學會協助公告活動訊息。
2. 台灣神經學學會來函（健保傾斜床給付）─
說明：健保局於 101.07.16 預告修正「全民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草案中，同意給
付 " 傾斜床檢查 "-1610 點數。
而台灣神經學學會針對規範中提及 " 限心臟專科醫師 " 執行一事，已向健保局
提出修改意見，並表希望心臟學會能夠共同發函。
同時希望學會提供當初申請文件資料供參考。
※ 結論： 學會成本分析為 3,474，而健保通過點數 1,610 為過低，請秘書處儘快發函
健保局再次提出申請。
 同意專科限制增列神經專科醫師，醫院層級維持不限制。與神經學會各自發
函即可。
 同意提供傾斜床健保給付申請資料予台灣神經學會（但註明僅限學會參
考），同時請台灣神經學會提供相關資料，以相互供參。
3. 「心臟電生理暨介入治療專科」繼續教育積分辦法修訂─
※ 結論：參酌中華民國心律醫學會繼續教育實施辦法內容，由秘書處草擬內容經委員會
確認後，提理監事會通過實施。
4. 心臟電生理暨介入治療專科」證書換發處理─
說明：目前有效期為 97 年 4 月至 102 年 3 月，共有 119 張證書需換證。
※ 結論： 102 年 EP 專科證書輪流由心律學會審查核發，故屆時由心律學會處理換證
事宜；建議第一次全部 EP 專科免條件換證，近期己繳證書費用者則不再收
取換證費。
 心臟學會與心律學會可建立統一積分登錄系統，積分申請審核由二學會成立
之聯合委員會負責，相關細節請二會代表再另行召開會議討論。
5. 「心臟電生理暨介入治療專科」證書改版─
※ 結論：原則上放入二學會 LOGO 及理事長簽名；請再參考重症聯甄專科證書格式，由
秘書處草擬詢問委員意見後確認。
6. 年會 EP 研討會籌劃─
說明： 102 年年會於 5 月 17-19 日；103 年年會於 5 月 16-18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舉辦。
 年會 EP 相關活動時段─
‧（w6）15:00-16:15pm_ 全球華人心血管論壇（Electrophysiology）
‧（w7）15:00-16:30pm_ 與心律學會 joint 研討會

41

第廿三屆第三次
理監事會議記錄
※ 結論： 請秘書處先 e-mail 年會場次架構給各委員，並請委員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外
賓建議邀請名單。
 年會 joint 研討會時段，請學會委員會或秘書處邀請心律學會共同辦理。
7. AF 給付申請審查進度─（王俊傑委員提案）
※ 結論：請秘書處定期追蹤健保局審查進度。
8. 植入型記錄器（LOOP）給付申請─（王俊傑委員提案）
※ 結論：先詢問北榮張世霖醫師是否已存有相關成本分析資料；或邀請（北榮）段大全、
（台大）劉言彬及（中國）林圀宏醫師提供該院本項成本分析資料，再請王俊
傑委員協助處理健保新增給付申請資料。
9. Pacemaker follow-up fee 申請─（王俊傑委員提案）
※ 結論：先搜集相關資料研究，再於下次委員會議中提出討論。
10. ICD 初級預防適應症訂定─（王俊傑委員提案）
※ 結論：先請心律醫學會 device 委員會討論。
11. 健保 CRT 事先審查爭議案件處理建議案─（王俊傑委員提案）
※ 結論：發函健保局要求 CRT 事先審查有爭議之案件，交由心臟學會進行複審。
（十一）急重症加護委員會。
1. 102&103 年度重症聯甄課程籌劃─
建議：（1）、2012 冬季會（高屏區）
日期：2012.12.07~09（w5~w7）
地點：義大皇冠假日飯店
籌劃負責人：林少琳、林宗憲
（2）、2013 春季會（花東區）
日期：2013.3 月下旬【ACC 會議 2013.03.09-11】
地點：花蓮
籌劃負責人：林宗憲、郭風裕
（3）、2013 秋季會（桃竹苗區）
日期：2013.9 月中【ESC 會議 2013.08.31-09.04】
地點：新竹
籌劃負責人：陳文鍾、張恒嘉
（4）、2013 冬季會（雲嘉南區）
日期：2013.11 月下旬 or 12 月初【AHA 會議 2013.11.16-20】
地點：台南
籌劃負責人：王先灝、許志新
（5）、2014 春季會（基宜區）
日期：2014.3 月下旬  避開 ACC 會議
地點：宜蘭晶英酒店
籌劃負責人：羅鴻舜、潘如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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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1）同意。
2）請籌劃負責人與各區總召集人聯繫是否籌辦重症聯甄課程，重症課程草擬
完成，先傳給召集人及重症主委、副主委徵詢意見。
2. 2013&2014 年會籌劃─
※ 結論：1）全球華人推薦：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 _ 唐萬春教授（請陳文鍾委員提供
相關資料）。如有其他人選請推薦至秘書處。
2）星期天 Joint Symposium:（建議籌劃 2 小時到 3 小時 Session，申請重症聯甄
學分）
 2013 年會（上午時段） 與重症醫學會合辦，負責籌劃 _ 羅鴻舜、
潘如濱。
 2014 年會（下午時段） 與急救加護醫學會合辦，負責籌劃 _ 林少琳、
陳文鍾。
3. ACLS Renewal Course ─
※ 結論：1）101 年度建議於 11 月底 or 12 月初舉辦，籌劃人：林昌琦委員，地點：振興
醫院。請先發通知於會員，名額暫訂 40 位。
2）102 年度建議於 5 月舉辦。
4. 建議以學會名義發通知給心臟學會各醫院內、外、小兒科 CCU 及 ICU 主任，請主動
申請該醫院重症聯甄訓練醫院之資格。
※ 結論：通過。
（十二）心臟影像委員會。
1. 102 年年會研討會安排─
※ 結論： 5/18（w6）10:30-11:45am_ 全球華人心血管論壇（Imaging）
『Tissue Doppler Echocardiography in Clinical Practice』
‧ Tissue Doppler .................................................... Prof. Jing Ping Su（孫靜平）
‧ Evaluation of CRT Effect by Echocardiography
....................................................................... Prof. Cheuk-Man Yu （余卓文）
‧ ARVD ............................................................................................... Dr. 梁馨月
 5/19（w7）09:00-10:30am_Joint Symposium （Imaging/ 放射學會）
『Multimodality in Approaching Myocardial Disease』
‧ MRI ...................................................................................................... Dr. Lima
‧ Imaging ............................................................................................. Dr. 余文鍾
‧ CT ..................................................................................................... Dr. 蔡依橙
2. 年度工作計劃─
※ 結論： 籌辦北中南 hand-on 訓練課程，可詢問 Toshiba、西門子、GE 及飛利浦四家
廠商是否有意願。
 各區負責委員：（北區）林隆君委員、（中區）梁馨月委員、（南區）李道輿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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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高血壓委員會。
1. 2013 年會籌劃─
※ 結論：1）日期：102.05.17-19（星期五 ~ 日）。
2）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
3）Main theme: From guidelines to clinical practice。
4）高血壓節目表籌劃時段 _
 5/17（W5）14:30-16:00 兩岸四地 ﹝ 台陸港澳 ﹞ 交流研討會 _
主題：流行病學與診斷（如 ambulatory BP& Home BP 的診斷討論…）
外賓：推薦陸港澳各一位外賓。
 5/18（W6）09:00-10:15 全球華人心血管論壇 ﹝ 全英文會場 ﹞_
主題：Treatment 問題（兩岸不同的用藥及疾病）
外賓：美加地區華人 1 位、台灣 1 位、大陸 1 位，演講各 20 分鐘，15
分鐘討論，請各委員於二禮拜內提至秘書處。
 5/18（W6）10:30-11:45 Oral Presentation （6 篇）。建議頒發優秀論文口
頭發表獎狀（三名），提供交通費用，可轉交學術委員會討論。
 5/19（w7）09:00-10:30 Joint Symposium_﹝ 與高血壓學會合辦 ﹞（討論
JNC8 Guidelines），建議心臟學會與高血壓學會各推薦腎臟及糖尿病學會
有關之演講者 1 位來籌劃節目表。
2. 年度工作計劃─
※ 結論：1）預計 2013 年舉辦 3 場（1、3、4 月）北中南區的高血壓 Guidelines forum，
下半年再舉辦 3 場，而後 3 個月開始撰寫。
2）Writting Group 延用先前人員，如有興趣者可再增加，然後再決定是否依據
AHA or JNC8 or 台灣的資料為原則。
3）建議可建立台灣資料庫，如流行病學、健保資料庫、大型 trial 的亞洲資料…
等。
3. 發函健保局給付 ambulatory BP 價格─
※ 結論：建議請秘書處發函健保局，關於 ambulatory BP 價格比照 Holter 價格申請，並
附上參考資料。
（十四）心衰竭委員會。
1. 心臟衰竭治療指引 pocket guideline 規劃─
※ 結論： 比照高血壓治療指引 pocket guideline，擷取圖表簡潔表現，先編寫英文版
本，定稿後再譯成中文版本。
 ESC 2012 出版新“Heart Failure”指引，建議可在前言中說明並在內容更新
處標示註解即可。
 請王俊傑及王兆弘二位委員協助編纂。
2. 心衰竭委員會國際化時程─
※ 結論：應先從籌辦會議，邀請國內有經驗者討論產生共識後→再邀請國外講者演講進
行交流→進而可聯合亞洲地區專家成立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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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衰竭治療醫師之教育與推廣─
說明：定期北中南研討會籌劃（治療指引推廣研討會）。
※ 結論： 設定題目，統一教學 slides，儘量邀請地區醫師擔任演講者。
 研討會籌辦場次頻率，需視廠商贊助狀況而訂。先請殷秘書長徵詢各廠商協
助意願。
4. 心衰竭委員會未來發展方向─
說明：提昇醫療照護品質，推廣 hospice care，期望衛生署將其列入品質照護計劃。
※ 結論： 學會本身需先有相關數據資料，才有說服力；故建議先從全國案例登錄著
手。
 需有經費才能順利推動登錄工作，故請殷秘書長徵詢廠商贊助意願。
 邀請宋思賢及陳世明醫師協助草擬案例登錄表格。
5. 年會 WF 研討會籌劃─
說明： 102 年年會於 5 月 17-19 日；103 年年會於 5 月 16-18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舉辦。
 年會 HF 相關活動時段─
‧（w6）10:30-11:45_ 全球華人心血管論壇（HF）
‧（w7）09:00-10:30_ 與胸腔學會 joint 研討會（HF&PAH）
※ 結論：第一年年會先邀請國內有經驗專家討論產生共識，並邀請 1 位歐美外賓（華人）
演講；請各委員會考量推薦名單，於下次委員會議中提出討論。
（十五）醫學教育暨倫理委員會。
1. 工作目標及具體工作項目─
※ 結論：1）針對上屆種子老師做追蹤問卷，逐步發展出一套應用教材。
2）教學課程開始前，教學老師一定要 Pre-teaching，並以 Workshop 型式進行
討論。更希望教學架構建立在有共識的一致性 content 上。
3）核心觀念的教學價值教材課程應濃縮。Pitfall of ECG 等 Physical Lecture 可
選擇年會或季會等大型教室上課更可廣為宣傳教育理念。更不必侷限於人數
限制。
2 hrs Preview on 季會；90 mins on 年會。
4）學員來源：鼓勵將申請專科指導醫師的會員參加課程，具一定教育成效後，
再行建議甄審委員會討論 : 參與臨床技能教學課程是否應列為必備申請規
定。預估申請專指的會員每年約 20 人上下，可以具信邀請參與課程。
5）分組課程一組分 3 人，6 個 station（停留時間建議加長），應可收 18 人。望
2 年內辦完 3 場分組 Bedside teaching 課程，總費用約新台幣 60 萬元整。視
會員報名縣市人數決定北、中、南辦理順序。地點原則上設定高雄：長庚
醫院；台北：台大醫院；台中：中國醫藥。建議實際邀請病人，可讓學員聽
到真實病癥進而學習正確的判斷。
2. 委員選擇參與工作項目─
說明：具體之工作項目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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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學會兩年內將舉辦 3 次季會 &1 次年會，每次均有 2 小時之「醫學人文
時間」，由醫學倫理教育委員會負責籌劃。
 制訂心臟學核心基本能力。
 舉辦心臟學核心基本能力種籽教師研習，諸如 skills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common pitfalls in ECG, advanced course in Echo…。
 舉辦倫理與法律相關議題辯論或座談。
※ 結論：1）請傅懋洋、陳文鍾、洪瑞松及黃崔源等醫師先以 email 互相連繫及確認教材
與內容的完整。提交委員會共識後實施公告會員周知。
2）各場次年會及季會之時間地點與負責協助籌劃基本能力種籽教師研習課程
的委員名單如下。
月份 / 日期
（區域）

季 會

活 動 地 點

負 責 委 員

2012 冬季

101 年 12 月 7-9 日
（高屏區）

高雄

傅懋洋
（核心基本能力）

2013 春季

102 年 3 月 29-31 日
（花東區）

花蓮

蔡正道
（倫理與法律）

2013 年會

102 年 5 月 17-19 日
（台北區）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劉芫宏
（倫理與法律）

2013 秋季

102 年 9 月
（桃竹苗區）

新竹

陳文鍾
（核心基本能力）

2013 冬季

102 年 12 月
（雲嘉南區）

台南

洪瑞松、黃崔源
（核心基本能力）

2014 春季

103 年 3 下旬
（宜蘭）

宜蘭

曹玄明
（倫理與法律）

2014 年會

103 年 5 月 16-18 日
（台北區）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洪惠風
（倫理與法律）

（十六）肺高壓治療小組。
1. 本屆會期 2012/5~2014/5 年會及季會 PAH 研討會籌劃─
說明：已徵詢廠商贊助意願如下…
年度（月份）
2012 年 12 月
2013 年 3 月
2013 年 5 月
2013 年 9 月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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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冬季會
春季會
年 會
秋季會
冬季會
春季會

地
區
高屏區
花東區
台北市
桃竹苗區
雲嘉南區
基宜區

贊助廠商
V（1 家）
V（1 家）
V（2 家）
V（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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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1）季會或年會 PAH 研討會，由肺高壓治療小組主導籌劃，廠商贊助外賓邀請，
屬學會專門研討會（非 satellite symposium），同意不收取贊助費用。
2）季會 PAH 研討會，將邀請各區小組委員協助籌劃。
3）2012 年 9 月 秋 季 會 在 台 中 金 典 酒 店 舉 行， 規 劃「Recent Advance in
Cardiovascular Imaging in PAH」研討會。
2. 先天性心臟病（合併 Eisenmenger’s syndrome）的國家登錄─
※ 結論：配合肺高壓照護學會（謝凱生教授），爭取健保給付 PAH 藥物於此類患者。
3. PAH 的學會指南撰寫─
※ 結論：1）參考資料：2009 年 ESC/ERS、2009 ACCF/AHA 及 2009 JACC guideline。以
英文撰寫。
2）由許子秀副主委擔任編纂負責人，協助分配各委員撰寫指引；詳細各章節
邀請撰寫名單見 ﹝ 略 ﹞。
3）希望能於 2013 年 3 月底前完成，5 月年會時發表，並投稿至心臟學會雜誌。
4. Local PAH 會議籌辦─
※ 結論：如各委員有建議籌辦 Local 的 PAH 研討會（非年會季會時），可於下次小組會
議中提出討論。
（十七）健保事務小組。
1. 近期健保相關案件─
（1） 周邊血管介入給付。
說明： 101 年 8 月 15 日心臟學會與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至健保局參與「周
邊血管介入性之特定診療項目討論會」中決議，同意支付標準編號
33074B「血管整形術（P.T.A.）」拆分為單純性與複雜性血管整形術，
其區分及血管數計算方式如下─
 單純性血管整形術：僅為 1 人血管之治療。
 複雜性血管整形術：包含 2 條（含）以上血管之治療。血管數計算
分式：
 上肢，以實際執行血管數來計算。

 下肢，分為 5 部分（腸動脈、股膝國動脈、前脛動脈、後脛動脈
及腓腸骨動脈）來計算。
 同一血管內多處病灶仍算同一條血管。
健保局本案工作進程大約在 9-10 月進行計算，12 月份公告。
（2） FFR 給付條件。
說明： 健保局已在冠狀動脈血管支架使用規訂及給付規定中新增 FFR 給付標
準，同意給付特材費 21,000 點，但技術費及藥費部份則未列明。
※ 結論： 建議向健保局爭取新增技術費用。首先需收集相關資料，含北榮及長庚
醫院的醫師薪資成本，請（台東馬偕）王光德醫師及（台北藥濟）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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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醫師、振興醫院提供施行所需時間及其流程。本案將請陳冠群副秘書
長協助處理。
（3）心臟血管外科給付爭取。
說明： 學會於 101 年 8 月 6 發函健保局，要求合理調整心臟血管系統健保給付：
如高額材料另外給付不列入 DRG 費用內、應大幅提高主動脈內氣球幫
浦與葉克膜之使用費、給付 Levitronic 每日使用費。
健保局已於 101 年 8 月 20 日回函表將所提納入研修支付標準參考，並
邀請學會派專家至該局進行專題演講「介紹 Levitronic 於臨床之使用及
ECMO 之替代性分析」以利後支付之研議。
※ 結論： 因目前心臟外科學委員會已安排（台大）陳益祥及（振興）張忠毅醫師
至該局進行專題演講，將本案列入下次會議追蹤項目，如期間有任何進
展時再請秘書處轉知小組委員知悉。
（4）血脂給付。
說明： 針對學會函請健保局儘速公告新修正之「全民健康保險降膽固醇藥物給
付規定」及「全民健康保險降三酸甘油酯藥物給付規定」乙案，健保局
回覆該案已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進行成本效益之評估中，將視評
估結果再行辦理。
※ 結論： 將試以論質計酬方向爭取提高血脂給付─
 請尹副協助取得論質計酬申請表格。
 請振興醫院提供醫策會疾病別認證條文中有關血脂要求基準。
 提供 2004 年 Reality- Asia 及 2011 年 Cephus-Asia 資料佐證國內目前
血脂照護達標率遠低於亞洲其他國家。
待收集資料後，於下次會議中討論。
2. RBRVS 修訂與檢視─
※ 結論：1）請徐迺維醫師於下次小組會議中，提出報告說明 RBRVS 制度及其基本觀念。
2）另成立工作小組，邀請年輕會員醫師：
（Echo）余文鍾、
（PCI）吳道正、
（EP）
張世霖及心臟外科醫師，協助參與成本分析工作。
3）待工作小組熟稔時，再進行 RBRVS 修訂與檢視。
3. 健保論質計酬現況初探─
※ 結論：1）ACS with Statin 論質計酬方案可先試行。
2）Heart Failure with Optional Medical Therapy， 列 為 下 一 個 可 研 議 主 題， 待
data 收集較多時再聚焦討論。
（十八）臨床試驗小組。
1. Heart Failrue 臨床試驗推動─
說明：羅氏藥廠已同意提供 100 萬元經費贊助 Heart Failure 案例登錄計劃
※ 結論： 登錄表格可參考 ESC-APSC Heart Failure 案例登錄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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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心衰竭委員會共同籌劃執行。
 為確保執行成效，建議可要求各訓練醫院參與，或將其列入評鑑考量。
2. Global CardioVascular Clinical Trialists Forum （CVCT）─
說明：由江晨恩醫師轉介，似會議公司性質，提出三種合作模式：
 推 派 醫 師 11/30-12/1 至 法 國 參 加 the 9the Global CardioVascualr Clinical
Forum。
 於台灣舉辦同步視訊會議→ 至少 80 萬元（不含場地等費用）
 邀請 ESC 專家至台灣舉辦 Asian Global CVCT Forum →講者費用 1 人 /15000
美金。
※ 結論：1）藉此如能增加參與國際臨床試驗的機會，才有參與意義。
2）請秘書處將相關說明資料轉 e-mail 給各委員，再參考考量。
（十九）公共關係小組。
1. 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2012 年市場行銷規範』─
說明： 『2012 年市場行銷規範』內容包括藥廠贊助醫療團體或醫護人員專題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及藥廠主辦之各項行銷、科學或專業會議等相關規定。
※ 結論：依會務性質歸屬，將轉送醫學教育暨倫理委員會。
2. 年會季會研討會安台南新樓醫院神內醫師來信案─
說明：2012 年 9 月 21 日蘋果日報 A21 版，署名為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王立昇教授的
文章『知識作基礎能力才有用』─文章中提到…「能力不會憑空而來，是要與
知識相運而生。有豐富知識的心臟科醫師，聽心音就可知心臟的問題在哪裡，
立刻對症下藥。而一位知識貧乏，但有「解決問題能力」的醫生，可能就要看
心電圖，再比對各種資料，才能有可能找到病因，如果因此耽誤治療，就
成為「庸醫誤人」。我們要培育的，是哪一種醫生呢？」
※ 結論：此篇文章雖引喻失當，但並非針對心臟科的發言；如學會主動寄文澄清，恐怕
會失焦反造成負面宣傳效果。
（二十）基層醫療小組。
1. 確立本屆各次年會 / 季會基層座談討論題目─
說明：基層座談於年會或季會時段─
 年會（w7）15:00-16:30pm_ 基層座談（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季會（w7）15:00-17:00pm_ 基層醫師座談
※ 結論：各場次負責委員安排如下…
季會場次
2012 年冬季會
_ 高雄

題目一 / 負責人

題目二 / 負責人

心臟科健保剔退之現況
與因應對策
/ 呂炎原，黃裕堯醫師

基層醫師常見之問題
/ 林明仁，鄭成泉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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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春季會
_ 花蓮（3/30-31）

王光德委員

徐迺維委員

2013 年年會
_ 台北（5/17-19）

謝士明委員

柯景塘委員

2013 年秋季會
_ 新竹（ 9 月）

林宜民委員

黃世忠委員

2013 年冬季會
_ 台南（12 月）

張世杰委員

呂炎原委員

2014 年春季會
_ 宜蘭（3 月）

陳重慶委員

徐迺維委員

2014 年年會
_ 台北（5/16-18）

（再安排）

（再安排）

2. 基層醫療面臨的各項問題與可能的解決方向─
※ 結論：心臟專科醫師轉往基層開業時，礙於無法施行心臟相關檢查，產生很大困境。
目前主要工作任務為協助基層會員醫師取得心臟科 non-invasive 檢查許可。建
議工作進程如下─
 協助跨表申請：搜集北中南東各區健保給付跨表申請作業流程。協助基層專
科會員醫師取得 Echo、Holter 及 Treadnill Exercise Test 等心臟非侵入性檢查
項目施行許可。
 制作統一說帖，分別向立法委員進行遊說。希望經由立法院向健保局施加壓
力。
 核刪案件申覆指導：申覆至最後一定由專科醫師審核，故可提供申覆範例或
舉辦教育課程指導會員申覆技巧。
 學會代表審查參與推薦：去函健保局或基層醫療組織，要求推薦心臟學專家
參與審查。
四、討論事項─
（一）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委員聘任及異動。
（1）委員會委員增聘異動─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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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說

明

小兒心臟學委員會

增聘（高長）鍾宏濤、（台東馬偕）游昌憲醫師擔任委
員。→委員增至 15 名。

急重症加護委員會

李愛先委員因出國進修，改聘（亞東）辛和宗醫師擔
任委員。→委員共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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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竭委員會

增聘（林口長庚）王俊傑、（台中榮總）黃金隆醫師擔
任委員。→委員增至 13 名

肺高壓治療小組

（中榮）曹承榮醫師辭任，改聘梁凱偉醫師擔任委員。
增聘（振興）張嘉侃及（高榮）翁根本醫師擔任委員。
→委員增至 13 名

※ 決議：通過。
（2）工作小組委員聘任─
說明：工作小組委員聘任名單─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名

單

健保事務小組

（召集人）候嘉殷 _ 共 13 名
王俊傑、吳俊明、吳俊逸、李道輿、夏治平、徐迺維、
張克士、張念中、黃金隆、葉森洲、鍾國屏、韓志陸

臨床試驗小組

（召集人）徐國基 _ 共 17 名
王志鴻、王國陽、江晨恩、李貽恆、邱寬饒、洪志凌、
翁國昌、張坤正、郭任遠、陳志成、陳清埤、黃瑞仁、
雷孟桓、鄭書孟、謝宜璋、顏學偉

公共關係小組

（召集人）葉森洲 _ 共 10 名
王主科、王國陽、侯紹敏、陳文鍾、傅懋洋、黃蓮奇、
葉冠宏、褚柏顯、謝宜璋

基層醫療小組

（召集人）鍾政達 _ 共 14 名
王光德、呂炎原、林宜民、林明仁、柯景塘、徐迺維、
張世杰、陳重慶、曾啟楨、黃世忠、黃裕堯、楊朝弘、
謝士明

診療指引小組

（召集人）李貽恆 _ 共 9 名
王怡智、江晨恩、林立人、林宗憲、張坤正、陳肇文、
程文俊、謝宜璋

※工作小組參與不受委員會至多 2 個之限制※
※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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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會組織規則修訂及工作小組任務制定案。
（1）委員會組織規則修訂─
‧雜誌編輯委員會
原

條

文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編輯委員會組織
規則】
第一條：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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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雜誌編輯委員會。
第三條：本委員會任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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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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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後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編輯委員會組織
規則】
第一條：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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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雜誌編輯委員會。
第三條：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與學會有關刊物之投稿規則
之訂定與修改。
二、委員會任務為印發本會雜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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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雜誌為中華民
國心臟學會發行之刊物。由理事
長推薦，設主編一名，副主編兩
名， 執編群數名。任期三年，
得以連任。編輯群的任務為：負
責稿件之收集、審查、取捨、修
改與編排。
第七條：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
改時亦同。

﹝ 說明 ﹞ 雜誌主編的聘任與理監事任期分開，可比較集中精神在雜誌編輯上，
當然政策上的改變仍需受到雜誌編輯委員會的督導，不至獨大不受學
會管制。（徐國基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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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教育暨倫理委員會
原

條

文

第一條：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醫學教育暨倫
理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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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醫學教育暨倫理委員會。
第三條：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加 強 心 臟 學 臨 床 技 能 教
學。
（二）、推展心臟醫學倫理與法律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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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後

第一條：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醫學教育暨倫
理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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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醫學教育暨倫理委員會。
第三條：本委員會任務為：
（一）、加 強 心 臟 學 臨 床 技 能 教
學。
（二）、推展心臟醫學專業人員倫
理與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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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決議：通過。
（2）工作小組工作任務 / 組織規則訂立─

臨床試驗小組

【工作任務】
1. 辦理臨床試驗教育與訓練
2. 提升心臟學臨床試驗水準與能力
3. 整合臨床研究資源
4. 建立本土臨床研究資料

公共關係小組

【工作任務】
1. 主動發布國內心臟學領域重大成就或研究成果。
2. 導正公眾媒體心臟醫學相關非專業報導或訊息。
3. 建立並維持學會與公眾媒體雙向良性溝通管道。
4. 面對突發事件之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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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則】
第一條：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基層醫療小組依據中華民國心臟
學會第 23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成立。
第二條：本小組定名為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基層醫療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
第三條：本小組任務為協助心臟學會基層醫師有關執業，臨
床醫療，繼續教育等業務。
第四條：本小組設立召集人一名由理事長推薦，並聘請小組
委員共同協助業務推展，名額 13-17 人，任期與理、
監事同。
第五條：本小組依業務需要每年舉行會議 2 次，由召集人負
責召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秘書處籌辦。
第六條：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基層醫療小組

※ 決議：通過。
（三）101 年度心臟專科醫師甄試通過名單。（甄審 / 心臟外科學委員會提案）
1. 心臟專科甄試：
建議：心臟內科及小兒心臟專科醫師甄試通過名單（如下）─
科

101 年 1 1 月

甄

試

通

過

名

單

心臟內科

陳賢生、張懷仁、鄭諭聰、楊宗燁、賀立婷、郭勛南、
楊惠中、江亮霆、黃立言、宋沛勳、廖敏村、易宏濤、
徐漢仲、張藝耀、李弘昊、吳登科、余法昌、李文成、
陳群豐、曾志偉、張瑋婷、魏丞駿、廖若男、王玟樺、
陳威達、吳宏彬、鐘法博、林岳鴻、李慶威、蔡欣霖、
陳昇遠、陳東藝、楊焜斌、劉彥佑、張倍豪、毛畯台、
洪培倫、尤和平、邱淳志、李明峯、蕭卜源、黃民評、
李信賦、王懋衡、蔡幸珊、張容容、曾今坤。
﹝ 共 47 位 ﹞ 通過率 81%

小兒心臟科

林冠妙、陳勇全、黃啓南、徐宗正、曾偉杰、許桓碩、
柯和順。
﹝ 共 7 位 ﹞ 通過率 100%

※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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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臟血管外科專科聯合甄試：
說明：本年度心臟外科專科聯甄共有 19 人報考，15 通過甄試，通過率為 79%。而其
中 2 位未申請心臟學會證書。
科

別

心臟外科

甄

試

通

過

名

單

南玉芸、劉庭銘、鄭元熙、顏至謙、張得一、周恆文、
鄭佳欣、賴思岑、羅健洺、楊翔宇。
林哲安（補 ACLS 證書影本）。
翁世憲（尚未完成入會、積分達 60 分含 A 類 30 分）。
蔡孟達（尚未完成入會、積分達 60 分含 A 類 30 分）。
﹝ 共 13 位 ﹞ 通過率 76%

※ 決議：通過。
（四）101 年度心臟血管介入專科甄試通過名單。（介入性心臟學委員會提案）
建議：共有 32 位通過甄試，名單如下（通過率 82%）…
江佳鴻、蕭秉鈞、蔡維哲、黃英和、李建霖、黃姍惠、邱威智、謝建安、
江孟修、謝慕揚、陳裕峰、林謂文、薛仰哲、楊翔惟、林 麟、李正彬、
余昭宏、譚昭文、黃友君、林恆旭、曾梓維、吳忠鴻、陳思穎、賴志泓、
劉誌宗、劉開璽、李兆程、陳煌中、李建和、莊銘仁、龔珍珍、黃宏凱。
※ 決議：通過。
（五）資格申請案。
 入會申請─（甄審委員會提案）
建議：共有 21 位申請並通過審查加入為普通會員，名單如下─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入會日期

1

徐千彝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101.04.06

2

李欣儒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101.04.06

3

蔡孟達

成大附設醫院（心臟外科）

101.04.09

4

陳美綾

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內科）

101.04.11

5

楊秋芬

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內科）

101.04.12

6

陳彥舟

市立萬芳醫院（心臟內科）

101.04.12

7

黃彥彰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101.05.01

8

楊宗霖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101.05.01

9

陳文毅

高雄榮總（心臟內科）

101.05.01

10

洪正中

高雄榮總（心臟內科）

101.05.01

11

蔡家棟

署立嘉義醫院（心臟內科）

10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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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景棠

高醫附設醫院（心臟內科）

101.05.08

13

綦 芳

雙和醫院（心臟內科）

101.05.18

14

謝旻玲

成大醫院（小兒心臟科）

101.05.18

15

翁世憲

台北榮總（心臟外科）

101.06.20

16

黃竣暘

台北榮總（心臟外科）

101.06.20

17

宋鎮宇

三軍總醫院（心臟外科）

101.07.12

18

王克帆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101.07.16

19

陳美珠

光田綜合醫院（心臟內科）

101.07.18

20

林聖哲

台中榮總（小兒心臟科）

101.07.21

21

許楹奇

彰化基督教醫院（心臟內科）

101.08.15

※ 決議：通過。
 專科指導醫師資格申請─（甄審委員會提案）
建議：14 位申請者中共有 12 位通過審查，說明如下─
No.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審 查 結 果

1

李明義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心臟內科）

【未通過】非心臟學會或
專科五年內投稿。

2

賴奇正

高雄榮總（心臟內科）

通過。

3

許百豐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通過。

4

潘偉廉

新店耕莘醫院（心臟內科）

通過。

5

鄭浩民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通過。

6

巫龍昇

林口長庚（第一心臟內科）

通過。

7

林佳濱

林口長庚（第一心臟內科）

通過。

8

沈道永

彰化秀傳醫院（心臟內科）

通過。

9

蔡宜廷

三軍總醫院（心臟外科）

【未通過】投稿原著非第
一或通訊作者。

10

張世霖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通過。

11

黃建富

高雄長庚醫院（小兒心臟科）

通過。

12

黃柏勳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

通過。
（原著 / 通訊作者）

13

葉仲軒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心臟內科）

通過。
（原著 / 通訊作者）

14

邱俊仁

新光醫院（心臟內科）

通過。

※ 決議：通過。

56

101 年 1 1 月

第廿三屆第三次
理監事會議記錄
 電生理暨介入專科資格審查─（電生理暨節律器委員會提案）
說明：劉順鑫醫師於 101.06.14 通過”電生理暨介入專科”書面審查，說明如下─
1. 劉順鑫 醫師 （S1142）
- 專科日期：94.11.24
- 訓練期間 / 單位：99.04.01-101.03.31/ 台北榮總
- 服務單位：署立雙和醫院
-Case presentation：100.12.3-4_ 心律醫學會第一次年會（新竹喜來登）
※ 決議：通過。
（六）101 年度心臟專科訓練員額審查案。（甄審委員會提案）
說明：報備受訓醫師共 66 位 ﹝ 包含心臟內科 45 位、心臟外科 14 位及小兒心臟科 7
位 ﹞。詳細名單如下─
醫
1

台大醫院

2

台北榮總

3

三軍總醫院

4

院

台中榮總

5

成大附設醫院

6

高醫附設醫院

7

林口長庚醫院

8

馬偕醫院

9

高雄長庚醫院

科

別

報 備 受 訓 醫 師 名 單

心臟內科

李志國

江君揚

廖哲偉

心臟外科

游皓鈞

徐展陽

小兒心臟科

劉欣明

王嘉慶

李 敏

心臟內科

呂岱穎

張俊久

鄧欣一

心臟外科

林鼎紹

吳詠斯

心臟內科

劉邦彥

楊宗翰

心臟外科

劉建廷

宋鎮宇

心臟內科

江國峰

王奇彥

潘泓智

心臟外科

許智翔

小兒心臟科

郭業文

心臟內科

黃鼎鈞

張獻元

陳柏偉

心臟外科

林鼎圍

心臟內科

尤士豪

心臟外科

黃建霖

心一科

李廣祚

心臟外科

蘇大維

小兒心臟科

賴俊維

心臟內科

蘇珉一

小兒心臟科

黃耀毅

心臟內科

李威杰

孟士瑋

張鋕鋒

李孟光

林俊佑
趙川磊

宋國慈

鄭銘燊

呂尚謁

何淵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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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雄榮總

心臟內科

林肅強

心臟外科

劉品宏

小兒心臟科

吳晃維

心臟內科

王志偉

心臟內科

尤繹茗

心臟外科

陳彥仰

11

中國附設醫院

12

新光醫院

13

彰化基督教醫院

心臟內科

14

奇美醫院

15

逯新民

林育楷

鐘元佑

李卓翰

許楹奇

心臟內科

廖家德

黃博彥

江俊聲

花蓮慈濟

心臟內科

張睿賢

16

光田綜合醫院

心臟內科

陳美珠

17

亞東醫院

心臟內科

劉崢偉

心臟外科

陳綱隆

18

市立萬芳

心臟內科

莊正彥

19

嘉義長庚醫院

心臟內科

曾宥翔

20

慈濟台北分院

心臟內科

段德敏

21

市立聯合仁愛院區

心臟內科

侯昕見

譚永超

建議：1）奇美醫院（心臟內科）─ 超收 1 位
（101.04.07）第廿二屆八次理監事會議，已同意 102 年扣還 1 位員額。
2）彰化基督教醫院（心臟內科）─ 超收 1 位
（101.04.07）第廿二屆八次理監事會議，已同意 102 年扣還 1 位員額。
3）台中榮總（心臟內科）─ 超收 1 位
（101.07.10）第廿三屆一次甄審委員會議，已同意 102 年扣還 1 位員額。
4）台大雲林分院（心臟內科）→
      因專指醫師只有 1 位，建議取消訓練醫院資格。
5）101 年度不可召收訓練員額單位─
‧ 振興（小兒心臟科）→只有 1 位專指，100 年度已招收 1 位。
‧ 基隆長庚（心臟內科）→ 100 年預借 1 位員額，101 年度扣還後員額為 0。
※ 決議：通過。
（七）學術活動申請辦法修訂。（學術委員會提案）
※ 決議：《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活動申請辦法》修訂後內容詳見 ﹝ 附件九 ﹞。
（八）2017 APSC 會議主辦爭取。（秘書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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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17 年 APSC 會議爭取，申請截止日為 11/1。APSC 來信內容（略）。
（江正文名譽理事）
我國 APSC fellow 占總額 10/1，爭取到在 administer council 中可永久保有一位
員額；Vice President 是用選的，規定不能連續。建議當過 council 的人接續擔
任 Vice President，而 council 是由現任屆理事長擔任（除非本人有特殊原因不
願擔任）。
※ 決議：1）同意爭取 2017 年 APSC 年會（於 11/1 前儘快回信表達意願）。
2）明年 2 月將組代表團至普吉島參加 APSC 會議。
3）推薦陳志鴻名譽理事擔任 Vice President of APSC。
（九）是否爭取 APSC 之 Permanent Secretariat。（江正文名譽理事提案）
說明： 以往 APSC 的 secretariat 由主辦會議國家自己安排，傳統都是這樣，後來大家
覺得不太穩定且機構無法穩定發展，所以在 2005 年時就決定設置 Permanent
Secretariat。不是指永久，但至少為五年，做不好五年就更換。APSC 秘書處
目前設在日本，但日本內部發生很大爭議目前已退出 APSC，其 Permanent
Secretariat 的運作或許產生困難，APSC member 中已有醞釀認為秘書處已不適
合設於非會員國之日本，故徵詢有意願的會員國。
Permanent Secretariat 的權利義務部分，需辦理些活動及事務上的處理，對我們
會籍問題應會有正面影響，因為所有信件皆需經過秘書處處理，不會被人家欺
負。另一方面為財務上考量，APSC 會幫忙支出一位秘書的人事費用，但不提
供辦公室場租。如果學會有足夠空間挪出一個桌椅位置，大家認為這樣可行的
話，向 APSC 表明意願，因為至目前為止尚未有會員國提出申請，各位考慮看
看其利弊。
Permanent Secretariat 設置，為方便運作，由該會員國醫師擔任秘書長及財務
長，意即在 council 中穩定占有 2 個位置。
討論：（殷偉賢秘書長）
對學會而言會有些細節需考量，像人員的聘任（保險）及上下班管制等。請大
家再集思廣益一下。
（徐粹烈監事）
據我了解，當初日本能夠提供一個位置，出很多錢，而且請的秘書是處理國
外事務，需具良好英文溝通能力、在 NGO 組織中有經驗，一般而言能力要很
強，不是國內隨便找一位秘書即可勝任，費用上應該頗多。事實上針對亞太學
會總部的事情，很多國家的會員都有在爭取，說要設在泰國或新加坡，也不一
定要設在日本。爭取者要提供會址、有基金運作，能提供哪方面的資源，這在
APSC 的 board meeting 中定會再討論。
（江正文名譽理事）
細節很多，但是得先表達意願；如果沒有表示，別人表達了就會被爭取過去。
機會是危機也會是轉機，對學會未來正面的影響大家定要納入考量。
（徐粹烈監事）
機會以外也要看條件，是不是有這個能力，一定要有配套。比較的時候，誰出
得錢多，提供更好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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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幸榮理事長）
我想是 by competition，有點競標的味道，如果很多國家爭取，就得視所提供
的條件來看。學會在這方面可提供多大空問及運作經費。
（江正文名譽理事）
這件事在明年二月普吉島 APSC 會議 council meeting 中將會做確認，即哪些會
員國有意願 bid，一定要事先表達意願。
（陳肇文理事）
建議學會有人有意願擔任 APSC 的 Secretary General 時，由他去籌劃爭取。如
果沒有一個適當人選去做這樣的事情，後面產生的問題會非常多。這不是心臟
學會主要工作，行有餘力再去做。如果要做的話也要有專人來負責，因為依其
設計 Secretary General 一做就是五年，要相當的奉獻且具備 international 能力，
我想需從這個方面來考量。這與心臟學會每二年改選的思考邏輯不同，建議先
考量是否有適當人選，再去爭取會比較實在。
（林幸榮理事長）
需有人有意願擔任秘書長一職，學會當然要背書，除提供會址場所，經費也是
必需的，應不單只是桌椅而已，請大家再思考看看，取得共識後再來進行。
（殷偉賢秘書長）
這個案子建議大家回去想一想，現在網路方便進行投票也可行。我們是否可提
供一筆經費 support 自己會員、保護會籍上是正面的；只是說是否有個樣的一
個人選？是否有足夠能力支持？請大家回去思考一下，再來表決這件事情。
（江福田名礜理事）
在擔任 APSC 的 Vice president 時，參加過幾次會議，感覺上運作起來會議沒
那麼多，都是秘書處處理完成，好像 secretary general 也沒有什麼事情做。建
議我們的秘書長可擔任 APSC 的 secretary general。
※ 決議： 請各位理監事先生再仔細考量。
五、臨時動議─
（一）菸害防治宣言簽署公告。（預防委員會曾春典主任委員）
說明： 今年 10 月 11 日在台中台灣菸害防治聯盟召開會議，由本人以預防委員會主委
名義代表學會參加，當時有提到台灣菸害防治做了好幾年，有點進步但效果不
佳，希望能夠積極的由心血管疾病相關醫學會積極參與，或許可達到更好的菸
害防治效果。當時有簽署宣言。此份“中華民國菸害防治宣言”內容是該聯盟
協助草擬，希望心臟學會理監事會議可以 approve，以達最好效果。
我想吸菸對心血管疾病，不管是吸煙者或是二手菸，損害都很大，世界心臟聯
盟理事長曾在今年大會提及要將菸害防治當作一個主題。我想心臟學會對此事
應該要積極參與，一方面表達對國內菸害防治的支持，同時對台灣心臟病的預
防也會有正面效果。建議“菸害防制宣言”用字應改為“菸害防治宣言”為宜。
（呂鴻基名譽理事 / 心臟基金會董事長）
本人也有參加在台中舉辦的菸害防治活動，大會邀請我針對吸菸對於嬰兒或幼
兒、貽兒影響多少來演講。個人覺得是應該要參加，尤其是心臟學會與心臟基
金會是一體，我代表心臟基金會也有簽署該份宣言。
對去我們對菸害的研究不夠，不過這次我看溫啟邦在國家衛生研究院，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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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是專做菸害防制工作。這次 review 了一下所謂的菸害，WHO 還有 WHF
都有統計，每年因 smoking 死亡預估約有六佰萬人，是相當大的數字，心臟
學會殷秘書長也曾有提及預防 cardiovascular disease 有七個步驟，最後一個
就 是 戎 菸。Smoking 會 引 起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問 題，cardiovascular disease
在亞洲區除先前國家外就是最大的一個死因。去年台灣十大死因第一位就
是 cancer，第二位是心臟病，約占死亡率 22%，故 WHF 將 smoking 取名為
gloable disease，假如繼續下去，明年或下個世紀會更不得了。所以 smoking 我
們應該要 fight，代表基金會是非常的同意，，所以在此拜託我們的理監事，這
個不必再討論，為了我們的國人應該要參與宣誓。
還有是宣言中提到心臟學會，心臟基金會是為同一體，應該是心臟學會暨心臟
基金會。或比照國外用台灣心臟聯盟一詞亦可考量。
（江正文名譽理事）
精神上大家都同意，抽菸是非常重要需去宣導防治的一個項目，但是宣言內容
用字需斟酌，如果沒有 dealine，預估 1-2 星期時間請大家看看，將意見提到秘
書處整理一下後再回覆。（如內容提到因為抽菸會增加至少百分之七十心臟病
重大風險，它的 range 是 1.35-2.15，應該說增加 35% 而不是 70%；按照這個
統計數據只能說約 70%，不能說成至少 70%。）
※ 決議： 同意由心臟學會與心臟基金會名義簽署菸害防治宣言；但宣言內容需再斟酌，
各位理監事提供修改意見，秘書處會將 final 內容 e-mail 理監事過目確認。
（二）World Heart Federation（世界心臟聯盟）會籍名稱問題。（江正文名譽理事）
說明： APSC 的 president 自 然 成 為 WHF 的 board member， 因 此 我 的 任 期 應 該 是
從 2007 到 2009， 但 因 日 本 出 了 些 問 題， 因 此 APSC 請 本 人 繼 續 擔 任 board
member。今年四月杜拜 WCC 開會時，心臟基金會呂董事長及學會林理事長
提出正式提案，要求 WHF 恢復我們原有的 country name 為“Taiwan”。當時
WHF 理事長裁決將於 60 天內投票表決，至今還未處理好。
因此這次在瑞士日內瓦召開 board meetin 時（board 的決定尚非定案）決議：
（1）
在網路上會將 country name 拿掉只剩 society name，就不會產生困擾；（2）內
部 database 說是引用 WHO 的模式，更改上恐會大費周章，並不打算更動。
我當時表達的意見為，同意第（1）項決議同意，第（2）項則建議改為“country/
region”，即 country 或 region 之一皆可 （即用“Taiwan”各自認定），或許這
樣二方皆可接受，模糊用法在政治上或許比較不會造成困擾。但當下 WHF 並
未同意，故此項困擾仍會持續需再溝通討論。本人在當時有表達如此項決議無
法達成共識，建議先不要 final，即大家繼續 negotiation。
在此關鍵，大家需集思廣益考慮下一步應如何處理，這邊有幾個 option 請各位
考量：WHF 即將邀請 1 位大陸代表進入 board member（由 WHF 理事長直接
指定），且到明年四月 APSC 的 board member 位置將改由馬來西亞代表接任，
此情勢對我們並不會很有利。
我們可以做的方式建議為：（1）直接與大陸對談，看其是否可接受 country/
region，如二方都接受的話，WHF 應該會樂觀其成。這是最軟的方法。最硬的
方法是撐到底，（2）直接要求依程序進行表決。
最近大陸發出邀請信函，邀請大家去參加 2013WCC 會議，大家看了都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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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 WCC 為 WHF 辦的大會，大陸用 World Conference of Cardiology，WHF
目前正在研究是否有侵犯，現在的氣氛是如此，這是我目前知道的部分。
（呂鴻基名譽理事）
WHF 聘任大陸胡大一為 board member 是根據 WHF 章程（理事長可指定聘任
2-3 位），由此感覺它們還是很在意大陸。入境日本原都填寫 nation，今年七
月開始為 nationality/ region，台灣人入境已可直接寫“TAIWAN”；還有到美
國去也改用 Taiwan（不必寫 China），目前已將相關訊息轉送給 WHF 的 board
member，其結果如何還在等。
4/20 當天我和當時陳理事長找了七位國家代表，正式提案並要求用無記名投
票，雖後來並沒有進行投票，但仍需正式做成決議。
（殷偉賢秘書長）
需待 WHF 下一步動作再思考如何去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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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塔培特旋轉血管成型系統給使用規範及給付規定
一、 操作醫師資格：此項治療技術需由具有豐富冠脈介入治療經驗之醫師操作，應符合下列所有
條件
1. 領有中華民國心臟專科醫師執照，且具備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或台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
心臟介入專科醫師執照者。
2. 具冠脈介入第一操作者經驗，且執行數目超過 200（含）例者。
3. 操作醫院需有心臟外科醫師支援，並可執行緊急心臟外科手術
4. 參加過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或台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舉辦之羅塔培特旋轉血管成型術認
證課程並領有合格證書者。
二、 冠狀動脈病灶的適應症，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 導引導線可通過之嚴重鈣化冠狀動脈血管病灶，但使用 1.5 毫米（含）以下直徑之氣球導
管，仍無法通過病灶者
2. 導引導線可通過之慢性完全阻塞冠狀動脈血管病灶，但使用 1.5 毫米（含）以下直徑之氣
球導管，仍無法通過病灶者
3. 嚴重鈣化之冠狀動脈血管病灶，導引導線及球囊通過後，施以球囊爆破壓力（Balloon
rated burst pressure）下，仍無法將球囊完全擴張或球囊隨即破裂者
4. 嚴重鈣化之冠狀動脈血管病灶，經球囊：血管直徑 1：1 的球囊擴張後，仍無法將支架推
送到病灶處。
5. 嚴重鈣化之冠狀動脈血管病灶，血管內超音波導管完全無法進入進行評估或是發現鈣化達
血管周圍 360 度者
三、 給付規定建議如下 :
1. 每次血管成形術治療，不管血管病灶數目，最多以給付二條羅塔培特旋轉導管為原則，若
病情需要超過一條以上羅塔培特旋轉導管者，應附照片並說明其必要性。
2. 論病例計酬病患應另給付羅塔培特旋轉血管成型系統材料費，不應內含於現有 DRG 項
目，或另編羅塔培特旋轉血管成型系統個別的 D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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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s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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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ner Symposium (I)

18:30
20:00

Ɂࡌ୯ሞ٣୍ᄤ۞ٿҬࢬہ
ᆶ࣬ᜢہӅӕᝢჄ

Ɂࡌ୯ሞ٣୍ᄤ۞ٿҬࢬہ
ᆶ࣬ᜢہӅӕᝢჄ

Ј૰ᆃᛰނᆶϟΕݯᕍ
(໒ 10’/εഌ 20’/ፕ 5’/Ѡ 20’/
ፕ 5’/εഌ 20’/ፕ 5’/่ᇟ 5’)

ЈࡓόᛰނᆶϟΕݯᕍ

(໒ 10’/εഌ 20’/ፕ 5’/Ѡ 20’/
ፕ 5’/εഌ 20’/ፕ 5’/่ᇟ 5’)

۞ٿѤӦҬࢬࣴ (IV)

۞ٿѤӦҬࢬࣴ (III)

Break

Ɂࡌ୯ሞ٣୍ᄤ۞ٿҬࢬہ
ᆶ࣬ᜢہӅӕᝢჄ

Ɂࡌ୯ሞ٣୍ᄤ۞ٿҬࢬہ
ᆶ࣬ᜢہӅӕᝢჄ

߷ЈੱᛰނᆶϟΕݯᕍ
(໒ 10’/εഌ 20’/ፕ 5’/Ѡ 20’/
ፕ 5’/εഌ 20’/ፕ 5’/่ᇟ 5’)

ଯՈᓸᛰނᆶϟΕݯᕍ

(໒ 10’/εഌ 20’/ፕ 5’/Ѡ 20’/
ፕ 5’/εഌ 20’/ፕ 5’/่ᇟ 5’)

۞ٿѤӦҬࢬࣴ (II)

۞ٿѤӦҬࢬࣴ (I)

ಃ

Venue

16:30
18:00

16:00
16:30

14:30
16:00

Venue

ႣٛᙴᏢᖱ০ – ཥЈՈᆅӒᓀӢηၠሦୱࣴ

Break

ɁࡌϦӅᜢ߯λಔᆶઝਜೀᝢჄ

໒ 5’/Ꮲࣚ 20’/ᙴࣚ 20’/ࣚ 20’/ፕ 20’/่ᇟ 5’)

(ѠЈՈᆅᙴᕍݩᆶఈࣴ-

܈

Ꮲࣚ 20’/ᙴࣚ 20’/ࣚ 20’/ፕ 20’)

(ѠЈՈᆅᙴᛰғࣴמࣽނ-

ಃΒ

Dinner Symposium (II)

ಃΒ

ɁࡌႣٛہᝢჄ

(ޜԡࢉ 20’/ਸགࢉ 20’/ᆣምᛖ 20’/ᅵ֎ڥύЗ 20’)

May 17, 2013 (Friday)

Main theme: From guidelines to clinical practice

2013 Taiw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Annual Meeting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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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
16:30

15:00
16:15

14:45
15:00

13:30
14:45

11:45
12:00
Venue
12:00
13:15
13:15
13:30
Venue

10:30
11:45

10:15
10:30

09:00
10:15

Venue

May 18, 2013 (SATURDAY)

4 Oral +1Keynote
(CAD /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II)
4 Oral +1Keynote
(HT)

ӄౚΓЈՈᆅፕᏝ
(Recent advance in
EPS)

201BC
ӄౚΓЈՈᆅፕᏝ
(Recent advance in
Basic cardiology)

ӄౚΓЈՈᆅፕᏝ
(Recent advance in ࡚
ख़ੱ)

4 Oral +1Keynote
(CVS)

4 Oral +1Keynote
(Pediatrics)

103
1Keynote + 4 Oral
(General Cardiology
& Others)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4 Oral (10’ +2’)
+1Keynote (20’
+4’) (Basic )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201DE
201A
201F
ӄౚΓЈՈᆅፕᏝ 1Keynote (20’
1Keynote + 4 Oral
+4’) + 4 Oral (10’
(Recent advance in
(࡚ख़ੱ)
(EPS)
+2’)
Pediatrics /CVS)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Luncheon Symposium (II)

Luncheon Symposium (I)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4 Oral (10’ +2’)
+1Keynote (20’
+4’) (CAD /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I)

103
1Keynote + 4 Oral
(Epidemiology/Prev
entive Cardiology)

ಃΒ

ӄౚΓЈՈᆅፕᏝ
(Recent advance in
Imaging)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201DE
201A
201F
ӄౚΓЈՈᆅፕᏝ
1Keynote (20’
1Keynote + 4 Oral
(Recent advance in +4’)
+ 4 Oral (10’
(Imaging)
Interventional
+2’) (HF)
Cardiology)

ಃ

(ق5’) +୯ϣ(15’)+୯Ѧ
(40’)+ፕ(15’)

ӄౚΓЈՈᆅፕᏝ
(Recent advance in HF)

(ق5’) +୯ϣ(15’)+୯Ѧ
(40’)+ፕ(15’)

201BC
ӄౚΓЈՈᆅፕᏝ
(Recent advance in HT)

102

Live Demo
I, II
(EPS,
Pediatrics or
CVS, etc.)

ESC/TSOC Joint
Session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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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Demo
III, IV
(Intervention
al
Cardiology)

102

Luncheon Symposium (III)

ಃΟ

TSOC Young
Investigators Award
Finalists
Presentation

105
International
Young
Investigators
Award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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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21:30

Evening Symposium (II)

TSOC official dinner for board members and invited speakers/moderators

Evening Symposium (I)

17:30
19:00

201DE

Evening Symposium (III)

201A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17:15
17:30

201BC

TSOC annual meeting welcome party (serving drinks & light snack buffet)
IYIA awarding
YIA awarding
Nong Ting Award awarding
Best paper awarding
Best poster awarding
New Cardiologists awarding

16:30
16:35
16:40
16:45
16:50
16:55
17:05
17:15

Venue

Banquet Hall (3F)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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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16:30

10:30
10:45
Venue
10:45
11:15
11:45
11:45
12:00
Venue
12:00
13:15
13:15
13:30
Venue
13:30
13:45
14:05
14:45
14:45
15:00
Venue

09:00
10:30

Venue

201DE
Joint symposium
(Electrophysiology/
ႝғᏢ)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201A

201A
Joint symposium
(Pediatrics/ูٽᏢ
)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201F
Joint symposium
(Cardiovascular
Surgery/ЈૅѦᏢ)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Lecture
Nong Ting Award Lecture
General Assembly

Banquet Hall (3F)

102

102

ߙԃᙴৣ௲ػ
(Future Issue)
(How to Session)

103

103
୷ቫ০ፋ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102
ᙴᏢΓЎᖱ০
(from medicine to law)

Luncheon Symposium

Symposium
(HF/PAH)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Luncheon Symposium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201DE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Banquet Hall (3F)
Master’s Lecture I
Master’s Lecture II

Luncheon Symposium

201BC
Joint symposium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ϟΕᏢ)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201F
Joint symposium
(Basic/Ոિ/ેฯϯ
Ꮲ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Break, and Visit the Exhibition Area

201A
Joint symposium
(࡚ख़ੱ/࡚௱уៈ/
ख़ੱᏢ)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May 19, 2013 (SUNDAY)

201BC

Joint symposium
(HT/ଯՈᓸᏢ)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201DE

Luncheon Symposium

201BC
Joint symposium
(Imaging/ܫᏢ/ຬ
ॣݢᏢ)
(from guideline to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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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建議修訂現有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給付規定如下：（修訂部份以粗體及下標線顯示）
以原有之適應症分類碼 A213-2N 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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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內徑大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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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以上或殘餘狹
窄經測量 FFR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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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再發狹窄經測量
FFR ≦ 0.8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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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等於 2.75 毫米，
狹窄大於等於 70% 或狹窄 50-70％且 FFR ≦ 0.8 者。
2、 慢性完全阻塞（二個月（含）以上）。
3、 AMI 12 小時（含）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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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內徑大
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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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殘餘狹窄經測量 FFR ≦ 0.8 者。
（七） 冠狀動脈攝影之血管狹窄 50-70％者，經 FFR 測量其 FFR ≦ 0.8 之患者，得進行心導管
氣球擴張術。術中或術後若出現符合原有血管支架使用適應症，得給付血管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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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之病灶影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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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病灶經測量 FFR 者，須檢附 FFR 工作紀錄單及相關數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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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活動申請辦法
一、A 類學分─
由心臟學會籌辦，可邀請相關單位或廠商贊助。
二、B 類學分（心臟學會主辦 / 合辦）─
1. 至少於活動前二個月，由申請單位發文並填具申請表格 ﹝ 見附件 ﹞ 向學會提出申請。
註：如有擬訂邀請之外賓時，需檢附外賓履歷專長資料。
2. 由本會秘書長與申請單位共同擬訂節目內容，並知會學術委員會，由學學術委員會追認
之。
3. 活動經費由申請單位負責。
4. 本會協助申請相關繼續教育積分及提供學會 LOGO、電子報通知，並於會訊公告詳細節目
內容。
5. 廠商收取贊助費用新台幣六萬元整（單場次）。
（多場次）同主題於 2 星期內舉行：六萬 / 三萬 / 一萬。
※執行說明：（廠商申請學會主辦活動）
1. 廠商填寫學術活動申請表後，交由秘書長決定是否同意主辦。
2. 同意主辦後，可協助安排演講者及主持人並繳交贊助費用，由心臟學 會協助申請相關
學會積分。
3. 提供郵寄標籤並於網站上公告活動訊息，寄發電子報。
三、B 類學分（心臟學會協辦）─
1. 至少於活動前一個月，由申請單位發文並填具申請表格 ﹝ 見附件 ﹞ 向學會提出申請。
註：需附上節目表及外賓簡歷。
2. 活動經費由申請單位負責。
3. 協助公告活動訊息（網站及會訊）。
4. 廠商收取贊助費用新台幣五萬元整（不限場次）。
四、B 類學分（積分認證）─
1. 至少於活動前二星期，於網站上進行線上申請。
註：需同時附上節目表、演講摘要及外賓履歷資料。
2. 同意核發繼續教育積分時，於會訊及網站中公告活動訊息。
3. 廠商需收取贊助費五萬元整（不限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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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活動申請表》
一、申請活動類別─ 心臟學會 □ 主辦 □ 合辦 □ 協辦
二、申請單位─
單 位 名 稱
連

絡

人

連 絡 手 機

E - m a i l

活動負責人
簽
章

﹝ 姓名 ﹞
﹝ 職稱 ﹞

（簽名蓋章處）

三、其他合作單位─
主辦單位

□ 同上

協辦單位

□無

贊助單位

□無

四、活動內容─ □ 單場次 □ 多場次
﹝ 中文 ﹞
活動主題
﹝ 英文 ﹞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 地點：
時間及地點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 地點：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 地點：

預估出席人數

約

人

五、申請時請檢附下列資料─
節目表 外賓簡歷（請 email 至心臟學會 tsoc@tsoc.org.tw）
六、連絡人─
心臟學會秘書處 02-25976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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