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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 
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會議廳 
主席：黃建榮理事長        紀錄：蔡新富 
出席：理事／黃建榮、陳曉鈞、陳文戎、陳建宏、呂文智、楊賢鴻、溫崇凱、

陳贊文、林恭儀、鄭宏足、郭威均、黃中瑀、陳俊良、郭育誠、

楊仁鄰、薛宏昇、陳天定、宋文英、沈瑞斌、周彥瑢、熊偉程、

邱榮鵬、陳建銘、賴柏志、王玟玲、蔡令儀 
監事／林源泉、謝福德、顏志誠、吳建東、劉佳祐、蔡德豐、歐乃慈、

葉家豪、蔡易憲 
請假：理事／陳朝宗 
列席：高定一、林在裕、謝岳峰、蘇維哲、林秝萱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來賓介紹 
肆、頒發名譽理事長感謝獎牌及理監事當選證書 
伍、會務工作報告 
一、召開會議 

(一)108.03.10 召開第 19 屆第 1 次理事、監事會議。 
(二)108.03.18 舉行第 18、19 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三)108.04.02 召開第 19 屆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辦理進修課程 

(1)108.03.17 舉辦潘隆森針灸治療與 14 經 361 穴研習課程。 
(2)108.03.24 起每月第 4 週日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舉辦「2019《本

經疏證》第 3 期練功坊講座」。 
(3)108.04.14 舉辦院所稅務申報暨勞基法新制說明會。 

三、推行社會服務工作 
(一) 108.03 起每月第 1 個週日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本會與台北

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合辦「2019 年中醫藥全方位養生保健系

列講座」。 
(二)108.01 起每月第二週五於公會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呂萬安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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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講堂」。 
(三)108.02 起每月第四週五於公會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吳建東院長中

醫講堂」。 
四、出席重要會議 

(一)108.04.20 黃理事長建榮等出席台北市聽力師公會舉辦「台北市二十大

醫事團體聯誼餐會」。 
陸、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柒、年度活動計畫報告 
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第十九屆第一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報告案。 
說明：(一)聘請前任理事長林展弘醫師為本會第十九屆名譽理事長，致贈

紀念金盾案。 
(二)推展會務比照歷屆慣例由理事長聘請顧問案。 
(三)為加強本會各業務委員會之橫向連繫，強化會務組織功能，依

委員會之功能分成八個部，推薦各組召集人及各委員會主任委

員人選。 
(四)為配合醫界交流需要及會務任務需要，增設副理事長乙案，提

交法規委員會研究辦理。 
(五)成立台北市 12 個行政區會員群組，透過群組強化會員間連繫，

推舉熱心會員為行政區連絡人幹部，會員服務委員會負責 12
個行政區連繫事宜。 

(六)為慶祝創會 70 週年成立籌備委員會推派陳曉鈞常務理事為活

動執行長，規劃舉辦系列活動。 
(七)參與何志偉委員「中醫中藥參與長照 2.0 政策公聽會」案。 
(八)維護會員權益，本屆權益基金請理監事自由樂捐。 
(九)理監事聯誼基金依歷屆慣例，每位繳交 15,000 元，專款專用統

籌支付理監事會議後餐費及製作西裝等費用，歡迎候補理監事

繳交聯誼基金。 
決議： 通過。 

第二案 
案由：請推舉本會各業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人選案。 
說明：各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人選如下: 

(一) 學術推展委員會(鄭宏足)／教育訓練委員會(陳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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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倫理委員會(黃中瑀)／資訊事務委員會(陳建銘) 
會員服務委員會(陳文戎)／輔導協助委員會(楊正成) 
醫事評鑑委員會(陳朝宗)／會務發展委員會(林源泉) 
健保事務委員會(陳曉鈞)／長照推動委員會(陳贊文) 
社區教育委員會(陳天定)／法規研究委員會(陳建宏) 
申訴諮詢委員會(邱榮鵬)／雜誌編輯委員會(葉家豪) 
論叢編輯委員會(林恭儀)／醫訊編輯委員會(王玟玲)  
國際交流委員會(溫崇凱)／兩岸交流委員會(薛宏昇) 
公共媒體委員會(吳建東)／醫藥諮詢委員會(蔡德豐) 
健康推廣委員會(蔡令儀)／社會服務委員會(楊仁鄰) 
聯誼活動委員會(呂文智)／社團活動委員會(郭威均) 
財務管理委員會(謝福德) 

(二) 各委員會成員名單請各委員會主委，提請下次理監事會議追

認。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案由：為加強服務會員強化會務機動性，請研議推舉各行政區 Line 群組

組長人選案。 
說明：(一)各行政區組長是 line 群組管理人。 

(二)行政區組長協助公會向會員宣導最新醫政健保公文及公會舉

辦的相關活動。 
(三)行政區組長協助解決會員業務及權益事宜彙轉公會處理。 
(四)各區組長應嫺熟公會會務狀況及業務架構功能。 
(五)組長促進會員間聯誼交流。 

擬辦：請各行政區理監事認養或推薦熱心會員擔任。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案由：公會創會 70 週年研議籌備舉辦慶祝系列活動。 
說明：(一)公會創會 60 週年系列活動。 

(二)成立公會創會 70 週年籌備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三)公會創會 70 週年系列活動草案。 

擬辦：(一)籌備委員由全體理監事擔任，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由理事

長、監事長分別擔任，執行長由常務理事陳曉鈞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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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兩個月召開籌備會議。 
決議：通過。 
 

第五案 
案由：請研議規畫辦理 108 年度學術研討會及繼續教育課程案。 
擬辦：交學術推展及教育訓練委員會規劃。 
決議：通過。 
 

第六案 
案由：2019 年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辦理案。 
說明：(一)公會與國外 30 個餘中醫團體簽訂交流 MOU。 

(二)公會每年組團出席有：加拿大中醫學術交流大會、日本中醫學

會總會、韓國首爾特別市韓醫師會交流會、福建省中醫藥研究

促進會大會、香港九龍總商會年會。 
擬辦：交國際交流委員會規畫辦理。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案由：辦理「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首都

中醫報導」案。 
擬辦：交刊物出版部辦理。 
決議：通過。 
 

第八案 
案由：請規劃編印第 19 屆出版品案。 
說明：預計 6 月 15 日出版 108 年度會員通訊錄。 
決議：通過。 
 

第九案 
案由：請研議辦理 108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案。 
說明：(一)今年自強活動日期暫定 7 月 28 日（星期日） 

(二)一日遊及二日遊 
擬辦：交聯誼活動委員會及財務管理規劃辦理。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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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案 

案由：請研議辦理 108 年度中醫公益休閒節活動案。 
說明：今年公益休閒活動日期暫定 11 月 3 日(星期日) 
擬辦：交聯誼活動委員會及社團活動委員會規劃辦理。 
決議：通過。 
 
 

第十一案 
案由：本會為會員投保醫療責任險案。 
說明：(一)新光產物保險公司承辦本會會員醫療責任險將於 108 年 6 月 5

日到期。 
(二)每人傷亡上限 45 萬元。 

擬辦：交會員服務、財務管理、法規委員會辦理。 
決議：歡迎信譽佳及服務好的保險公司到公會簡報，由相關委員會擇優

承辦。 
 

第十二案 
案由：公會參與何志偉立委長照 2.0 政策公聽會協助推動案。 
說明：「何志偉立委辦公室」中醫中藥長照政策公聽會會前會已於 4/3 下

午 2 點在中興大樓 501 室召開，公聽會將邀請中醫及中藥公會、

相關部會以及專業學會等，進行相關議題討論，期能整合中醫藥

資源與政府政策，讓未來長照政策能推展得更加多元順暢。討論

主題有 
(1)中醫、中藥在長照實務之運用？ 
(2)長照政策如何加入中醫、中藥專業，讓長照推動更加多元化? 

辦法：交長照推動委員會辦理。 
決議：通過。 

 
第十三案 
  案由：本會向台北地方法院登記社團法人理監事名單更新聲請案。 

擬辦：辦理異動聲請所需全體理監事用印的私章，委由公會會務處統一

代刻印章(僅限法院異動聲請使用)。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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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案 
案由：研議理監事分組代表公會出席外縣市公會會員大會或活動案。 
擬辦：理監事以 5 人為 1 小組分成 7 個小組，依友會大會規模輪流到各

縣市公會出席。 
決議：請公共媒體委員會研究規劃。 

 
  第十五案 

案由：為維護中醫地位，爭取中醫權益，本屆權益準備基金推動案。 
說明：(一)為維護會員權益，公會成立權益準備基金，贊助對中醫友好民

意代表及政黨等。 
(二)歷屆累存權益基金如附表 

擬辦：(一)依歷屆慣例請理監事踴躍捐款贊助權益準備基金。 
(二)函請會員捐款。 

決議：通過。 
 

  第十六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為強化理監事會功能，本屆理監事依歷屆慣例設置理監事聯誼基

金案。 
說明：理監事聯誼基金依歷屆慣例，每位繳交 12,000 至 15,000 元，專款

專用多退少補，統籌支付理監事會議後聯誼餐費及製作西裝等費

用，歡迎候補理監事繳交聯誼基金參與團隊事務。 

擬辦：請全體理監事繳交 15,000 元費用，並歡迎候補理監事及業務委員

會幹部交聯誼基金參與服務團隊事務。 

決議：通過。 
 

  第十七案 
案由：大會交辦：研擬「公會理監事選舉擬參選人選舉自律公約」案。 
說明：第 19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通過。 
擬辦：交法規研究委員會及會務發展委員會研擬辦法草案。 

決議：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人：常務理事林恭儀 
連署人：常務理事陳曉鈞、陳贊文 

案由：健全公會刊物 E 化，精簡人力，提供簡便快速、系統性投稿平台。 
說明：(一)提供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與中醫藥研究論叢二本雜誌 E 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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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入 i-Press 華藝學術投稿平台。 
辦法：(一)請 i-Press 華藝學術拓展部學術產品企劃行銷專員到會簡報。 

(二)交刊物出版部及法規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研究辦理。 
決議：通過。 
 

  第十九案                     提案人：常務理事呂文智 
連署人：常務理事陳曉鈞 

案由：建請成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公益合唱團。 
說明：(一)合唱團人數約 50 人，增加會員聯誼活動。 

(二)可運用第二會館空餘時間練唱。 
(三)盡可能成立基金專款專用。 
(四)增加公會公益形象，幫助弱勢團體。 

擬辦：交聯誼活動委員會及社團活動委員會依社團活動補助辦法研辦。 
決議：通過。 
 

  第二十案                     提案人：常務理事陳文戎 
案由：為鼓勵會員參與公會公益服務，建請研擬「會員從事公會公益事務

獎勵辦法案」。 
擬辦：交會員服務、學術推展、健康推廣、社會服務、財務管理等委員

會研擬辦法。 

決議：通過。 
 
  第二十一案                     提案人：理事王玟玲 

案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總院中醫部希望能與公會以合作互惠的方式

經由教學平台提供中醫教學教材，促進中醫教育學術交流。 
說明：(一)中國醫大中醫部有六個科別，希望公會能提供每科每月免費選

一堂課輔助教學。 
(二)與公會合作，中國醫大邀請學者學術演講錄製的教學錄影片，

能提供給公會當教材，但希望能回饋演講者費用給中國醫大。 
擬辦：交學術推展、資訊事物、法規委員會研究辦理。 
決議：通過。 
 

  第二十二案                     提案人：理事郭威均 
案由：為服務會員，建議公會成立「緊急醫療小組」案 
說明：緣於「Ｏ醫師腦幹動脈瘤破裂後出血」事件，建議公會提供會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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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有一個緊急應變的機制，不會因錯失黃金急救時效，沒有應變

方向。 
辦法：(一)成立緊急醫療小組，可分為針灸、醫藥、推拿三個小組。 

(二)交會員服務及輔導協助委員會研究辦理。 
決議：通過。 
 

第二十三案                     提案人：理事蔡令儀 
連署人：理事賴柏志 

 
案由：為服務本會年輕會員申請接受負責醫訓練，鼓勵本會資深會員參與

指導醫師課程。 
說明：(一)自 103 年起，中醫師須完成負責醫師訓練始能取得開業資格。 

(二)除醫院可作為訓練院所之外，診所只要有 2 名指導醫師即可成

為主要訓練機構。 
(三)院所只要有 1 名指導醫師即可成為協同訓練機構。 
(四)目前台北市主訓診所僅 2 家，主訓醫院 10 家，期待透過公會

力量擴充訓練容量。 
擬辦：(一)以分區群組方式每年 1-3 月通告推薦函申請作業，參加指導醫

師課程訓練。 
(二)交教育訓練委員會及會員服務委員會研究辦理。 

決議：通過。 
 

第二十四案                     提案人：理事蔡令儀 
連署人：理事賴柏志 

案由：為擴大健康推廣，鼓勵患者多利用中醫，以非官方形式發展中醫網

路社群，並在影音平台推廣中醫相關訊息。 
說明：(一)中醫使用率在近十年確有停滯或下降的趨勢。 

(二)除了健康講座或國中小課綱之外，網路社群或影音平台可以作

為中醫健康推廣的發展方向。 
(三)Facebook、Instagram 或 Youtube 皆為近 10 年重要的社群媒體

及影音平台，是有別於傳統媒體（電視、雜誌、報紙）之外的

當代重要媒體。 
擬辦：(一)以贊助或專案形式鼓勵與中醫健康推廣相關之內容創作。 

(二)交健康推廣、社會服務及資訊事務委員會規劃辦理。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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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案                     提案人：理事陳天定 
案由：由社區教育委員會成立中醫教育社區營造小組。 
說明：將中醫教育普及社區民眾，導正民眾對中醫的錯誤認知，讓民眾認

識中醫，進而肯定中醫，在治療疾病上願意採用中醫，讓社區民眾

想要中醫的治療，就會找當地的中醫，以達中醫社區化，如此才能

全面提升中醫的就診率。 
擬辦：交社區教育、健康推廣委員會研究辦理。 

決議：通過。 
 

第二十六案         
案由：請審查本會 108 年 1-3 月份經費收支表案。 

決議：通過。 

 

第二十七案         
案由：曾建堯、邱馨儀、林力宇、林志雄、劉益伸、蔡仁妤、康誠俊、鄭

語嫣、湯家誠等 9 位醫師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發證，請追

認案。 

決議：通過。 

 
  第二十八案         

案由：陳祖祺、王琦嫻、蕭永河、蕭惠美、盧家佑、蔡佩儒、邱智偉、張

克成、薛如妤、施宏昇、邵虹瑜等 11 位醫師申請退會，請註銷會

籍案。 

決議：通過。 

 
  第二十九案         

案由：本會蕭永河道長逝世，請註銷會籍案。 
決議：通過。 
 

  第三十案         
案由：為提升理監事會議效率擬訂本會理監事會議出席規則案。 
說明：依人團法第 31 條：人民團體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

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視同辭職，由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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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擬辦：理事監事出席會議，出席遲到超過 10 分鐘贊助星巴克咖啡 1 杯，

超過 20 分鐘贊助 2 杯，超過 30 分鐘以上者贊助 3 杯。 
決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蔡令儀 
案由：為了解中醫專科醫師甄審辦法研擬進度，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召開

專科醫師共識會議，邀請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及財團法人醫療品質

策進會兩單位列席。 

說明：(一)有鑑與中醫專科制度之設置為中醫藥司之重點政策，應與中醫

界充分溝通討論取得共識。 

(二)中醫師之執業環境超過九成在基層診所，此專科醫師政策研擬

應考量中醫執業環境之特色。 
(三)衛福部委託醫策會之「中醫專科醫師甄審及試辦輔導計畫」為

一重要政策研究計劃，在此計劃之既有基礎之上，甄審辦法與

原則研擬宜擴大對話對象，觸及基層醫師。 
辦法：提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辦理。 

決議：通過。 

 
拾、散會 (下午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