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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五月底到六月初的反毒活動已經過去，留給大家許多的迴

響。從國衛院的所邀請的三位國外專家研討會及蒞臨許多醫院的參

訪，到成大、中正大學各自且聯合舉辦的成癮研討會、以及行政院的

全國反毒大會及學術研討會，感覺國內的相關活動與參與人員都有蓬

勃的進展。尤其今年第二屆招收的成癮次專科醫師訓練班更有高達

14 位醫師報名，也顯示臨床醫學界對台灣成癮問題的重視。 

我們常常呼籲物質（毒品）使用者的除罪化，然而如果全部的成

癮者都要求醫療介入的話，我們醫界是否已經準備好了？醫療的介入

不只是醫師的診斷與藥物治療，更需要的是社會心理的介入。所以學

會也開始規劃非醫師的成癮專業訓練課程，希望相關的從業人員也可

以經由訓練課程的參與，提升專業素養，最後的目標則是能有「藥物

濫用諮商師」（Substance Abuse Counselor）的認證。 

因為五月的相關活動相當多，所以經由討論後，我們的年會將於

每年的八月利用週末期間舉行。今年將於八月二十一日週六在台北市

立醫院松德院區舉行，並且也與衛生署的研究成果發表會合辦。同時

理理事事長長的的話話  



我們建立線上投稿系統，方便會員的使用。希望大家儘可能抽空參

加，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交換工作、臨床與學術上的心得。期待您

的參與！ 

祝大家暑期愉快、平安 

 

社團法人台灣成癮科學學會社團法人台灣成癮科學學會社團法人台灣成癮科學學會社團法人台灣成癮科學學會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林式穀林式穀林式穀林式穀    



 

 

 

 

 

 

��  提提案案討討論論//  11  

��  臨臨時時動動議議//  22  

��  除除罪罪化化相相關關法法律律問問題題討討論論//  33  

  

  
��  22001100 年年年年會會暨暨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投投稿稿簡簡則則//  44  

��  22001100 年年年年會會暨暨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重重要要日日程程表表//  55  

��  22001100 年年年年會會暨暨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  55

第第一一屆屆第第八八次次理理監監事事聯聯席席會會議議決決議議內內容容//11  

CCOONNTTEENNTTSS  

22001100 年年年年會會暨暨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活活動動訊訊息息預預告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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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一) 201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舉辦事宜。 
    說明；確定舉辦地點與投稿審查規格 
    決議： 
    1.年會舉辦地點：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大概有三個場地，必要時候做壁 
      報展示。 
    2.年會會期：99 年 8 月 21 日(六)，舉辦一天 
    3.投稿審查規格： 
      (1)去年管管局有共同參與，今年可能會有 2 個組可以參與， 
         建請何常務理事英剛與康局長聯繫，邀請 FDA 相關組別參 
         與發表，可有基本的稿源。 
      (2)目前已於網路上建置線上投稿系統，今年可在線上投稿， 
         預計下禮拜可以開放。 
      (3)投稿審查 
         去年主要年會參與夥伴是社工學會，也希望今年社工學會 
         參與年會。另外，也希望本會會員參與發表。 
      (4) Special lecture 
         另外，今年已和顏正芳教授連絡，邀請發表 Special  
         Lecture(1 小時)，顏教授已口頭答應。可做大會演講，之 
         後可用口頭發表與海報。 
      (5)Shuttle bus service 
         公佈 Transportation 協助，包括公佈 Shuttle bus 時間、提 
         供 Free parking 與公車訊息。可考慮在捷運站提供計程車 
         共乘服務。 

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內容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內容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內容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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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癮訓練計畫 Training program 
    決議：主要以招收 6 位人員為規劃。 
 
(三) 成癮次專科醫師甄審辦法修訂     
    決議： 
    1.於今日臨時動議通過成立甄審委員會暨繼續教育委員會。由此 
      小組訂定細節與公佈。 
    2.針對精神科醫師有做相關業務者或國衛院 instructor list 如果 
      對象不是會員的話，馬上再發 E-mail 入會申請書邀請入會。 
    3.甄審辦法現階段將上網公告。 
 
(四)  會費繳交通知載明未繳會費年度與金額。 
     決議： 
     目前台灣醫學會以信封寄出載明未繳年度與附上劃撥單，可沿 
     用此方式或用 E-mail 通知可在 8 月份年會上繳交。因此部分涉 
     及未來改選時有效會員數問題。 
 
(五)  行政院衛生署「98 年度觀察勒戒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判定研 
     修暨台灣鴉片類藥物替代療法臨床準則工作計畫」審查意見回 
     覆方式。 
     決議： 
     重申法務部不提供相關原始資料，因此無法進行資料分析，另 
     請各位提供意見，依各分項意見進行解釋說明，彙整意見後提 
     出報告，解釋本學會立場，基本上不大幅修改報告內容。 
 
 
二二二二、、、、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 成立成癮次專科甄審暨繼續教育委員會 
    決議： 
    1.由成癮次專科甄審暨繼續教育委員會訂定審查費用與相關細 
      節及程序。 
    2.成癮次專科甄審暨繼續教育委員會小組成員，共 7 位。 
      召集人：林理事長式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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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員：何常務理事英剛 
              束常務理事連文 
              唐常務理事心北 
              陳常務理事坤波 
              林理事滄耀 
              黃理事三原 
      未來以 E-mail 為主要聯絡方式。 
 
 
三三三三、、、、除罪化相關法律問題討論除罪化相關法律問題討論除罪化相關法律問題討論除罪化相關法律問題討論 
    決議： 
    1.會員招收 
      以專業人員為主，例如：社工、中興院區的團隊、反毒中心、 
      少輔會及少年法庭相關人員為招收對象。 
    2.建議未來理監事名單可加入護理、社工、社區與警政系統背景 
      者作代表。 
    3.學會通訊 
      可以理監事意見與重要訊息以及成癮次專科甄審暨繼續教育 
      委員會事務為內容。 
    4.2010 年會 
      黃理事三原將在年會下午組織ㄧ個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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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201020102010201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投稿簡則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投稿簡則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投稿簡則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投稿簡則    

【投稿簡則】 

壹、 今 年 年 會 投 稿 截 止 日 期 為 99 年 7 月 31 日 ， 一 律 採 至 本 會 網 站

(www.tsas.org.tw)〝線上投稿〞報名註冊，並同時於線上完成中中中中////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繕

打之方式，恕不接受 e-mail 投稿。 

貳、 不限會員投稿不限會員投稿不限會員投稿不限會員投稿，，，，全程免費全程免費全程免費全程免費。。。。    

參、 線上投稿程序： 

  第一作者第一作者第一作者第一作者進入本會網站〝線上投稿〞點選我要註冊，填妥基本資料後(包

括建立使用者帳號及密碼)，以第一作者的使用者帳號及密碼，進入第一

作者投稿資料，餘按系統指示操作。並點選發表方式口頭發表口頭發表口頭發表口頭發表    ////    壁報壁報壁報壁報    ////

壁報壁報壁報壁報、、、、口頭口頭口頭口頭兩者皆可兩者皆可兩者皆可兩者皆可    ////    口頭發表口頭發表口頭發表口頭發表((((衛署研究成果衛署研究成果衛署研究成果衛署研究成果))))。 

※※※※口頭發表口頭發表口頭發表口頭發表((((衛署研究成果衛署研究成果衛署研究成果衛署研究成果))))僅限衛生署研究成果發表者使用僅限衛生署研究成果發表者使用僅限衛生署研究成果發表者使用僅限衛生署研究成果發表者使用 
 

肆、 請符合以下原則於本會網站線上摘要投稿視窗繕打。 

  一、 摘要包括： 

  1. 中文與英文題目，英文題目每一字首均應大寫，介係詞除外。 

2. 作者群中文與英文姓名，英文姓名寫法 first name 在前，family name 置

後，如王大華/Da-Hua Wang。 

3. 每位作者之中文與英文服務機構名稱。 

4. 摘要以摘要以摘要以摘要以中中中中文或文或文或文或英文繕打英文繕打英文繕打英文繕打。。。。    
 

  二、 摘要正文採用以下結構書寫方式： 

  原        著－ 目的【Background/Objectives】、方法【Method(s)】、結果

【Result(s)】、結論【Conclusion(s)】。 

如有個案報告，則可省略方法【Method(s)】一欄。 
 

伍、 修正摘要程序：由第一作者第一作者第一作者第一作者點選〝線上投稿〞輸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後，

進入投稿管理，即會顯示第一作者第一作者第一作者第一作者所有的投稿文章，點選所欲修改的文

章，即進入可修改之畫面，餘按系統指示操作。不投稿的文章，請務必記

得刪除。 
 

201020102010201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活動訊息預告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活動訊息預告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活動訊息預告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活動訊息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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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201020102010201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重要日程表重要日程表重要日程表重要日程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年會投稿截止日 99 年 07 月 31 日 

審核結果公告 99 年 08 月 09 日 

口頭報告發表者簡報檔收件截止日 99 年 08 月 16 日 

壁報發表者張貼壁報 99 年 08 月 21 日上午 12:00 前張貼完畢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99 年 08 月 21 日 

 

 

三三三三、、、、201020102010201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99 年年年年 08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地地地地點點點點：：：：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 號號號號 

年會預定地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交通訊息如下年會預定地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交通訊息如下年會預定地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交通訊息如下年會預定地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交通訊息如下：：：： 

1.位置圖位置圖位置圖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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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方式交通方式交通方式交通方式：：：： 
 (1)搭乘捷運板南線至捷運永春站搭乘捷運板南線至捷運永春站搭乘捷運板南線至捷運永春站搭乘捷運板南線至捷運永春站 3 號出口轉搭本院接駁號出口轉搭本院接駁號出口轉搭本院接駁號出口轉搭本院接駁車車車車，，，，時時時時刻如下刻如下刻如下刻如下：：：： 
    08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捷運永春站捷運永春站捷運永春站捷運永春站 最末班車最末班車最末班車最末班車 11:45 發車發車發車發車 
                      松德院區松德院區松德院區松德院區   最末班車最末班車最末班車最末班車 12:00 發車發車發車發車 

 
 (2)搭乘公車至本院區搭乘公車至本院區搭乘公車至本院區搭乘公車至本院區，，，，公車路線如下公車路線如下公車路線如下公車路線如下：：：： 

 

 



 

 

 

 

 

 

 

 

 

 

 

 

 

 

 

 

 

 

 

 

 

 

 

 

 

 

 

 

 

 

 

 

 

 

 

 

 

 

歡迎來稿歡迎來稿歡迎來稿歡迎來稿    

    為促進國內成癮醫療新知交流，社團法人台  

   灣成癮科學學會預計於今年 9月發行通訊， 

   凡與成癮領域相關文章，或相關時事報導， 

   皆歡迎來稿，字數約 2000 以內。本刊有增刪 

   權，不願者請事先聲明。 

 來稿請寄：taiwansas@gmail.com，並請於投 

   稿後來電確認(02)2726-3141-1209    

   聯絡人：郭小姐 

NNeewwsslleetttteerr        ooff  TTSSAASS          NNoooooooo..22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癮癮癮癮癮癮癮癮科科科科科科科科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會會會會會會會會通通通通通通通通訊訊訊訊訊訊訊訊        
發發發發    行行行行    人人人人：：：：林式穀林式穀林式穀林式穀    

秘秘秘秘    書書書書    長長長長：：：：潘俊宏潘俊宏潘俊宏潘俊宏    

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何英剛何英剛何英剛何英剛、、、、束連文束連文束連文束連文、、、、林克明林克明林克明林克明、、、、唐心北唐心北唐心北唐心北    

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陳坤波陳坤波陳坤波陳坤波    

理理理理                事事事事：：：：林喬祥林喬祥林喬祥林喬祥、、、、林滄林滄林滄林滄耀耀耀耀、、、、邱南英邱南英邱南英邱南英、、、、陳志根陳志根陳志根陳志根、、、、黃三原黃三原黃三原黃三原、、、、廖定烈廖定烈廖定烈廖定烈、、、、劉明倫劉明倫劉明倫劉明倫、、、、    

                                        蔡長哲蔡長哲蔡長哲蔡長哲、、、、藍先元藍先元藍先元藍先元、、、、羅時茂羅時茂羅時茂羅時茂    

監監監監                事事事事：：：：宋維村宋維村宋維村宋維村、、、、林立寧林立寧林立寧林立寧、、、、陳建誌陳建誌陳建誌陳建誌、、、、顏正芳顏正芳顏正芳顏正芳    

    

編輯顧問編輯顧問編輯顧問編輯顧問：：：：林式穀林式穀林式穀林式穀、、、、束連文束連文束連文束連文    

編編編編                輯輯輯輯：：：：郭乃瑄郭乃瑄郭乃瑄郭乃瑄    

發發發發    行行行行    所所所所：：：：11080110801108011080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309309309 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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