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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9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15 時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14 樓‧公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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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贊文、林恭儀、

陳俊良、陳朝宗、鄭宏足、郭威均、黃中瑀、郭育誠、楊仁鄰、

薛宏昇、陳天定、沈瑞斌、熊偉程、賴柏志、王玟玲、陳信任、

高定一 
監事／林源泉、謝福德、顏志誠、劉佳祐、歐乃慈、葉家豪 

請 假：理事／溫崇凱、宋文英、周彥瑢、邱榮鵬、蔡令儀 
監事／吳建東、蔡德豐、蔡易憲 

列 席：呂梯青、林秝萱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來賓介紹 
肆、會務工作報告 

一、召開會議 
(一)108.09.29 召開第 19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各業務委員會主委會

議。 
(二)108.09.29 召開第 19 屆第 4 次監事會議。 
(三)108.10.08 召開 2019 中醫藥長照嘉年華暨記者籌備會。 
(四)108.10.08 召開第 19 屆第 2 次採購委員會會議。 
(五)108.10.15 召開中醫診所特約長期照顧 2.0 專業服務討論會議。 
(六)108.10.22 召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

案輔導會議。 
(七)108.11.24 召開第 19 屆第 3 次論叢線上審查流程會議。 
(八)108.11.26 召開第 19 屆第 5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九)108.11.26 召開全聯會國醫節慶祝大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十)108.12.03 召開 109 年花蓮自強活動籌備會議。 
(十一)108.12.04 召開會員服務委員會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辦理進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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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07.14 起每月第 2 週日下午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舉辦「我

們與中醫的距離系列課程」 
(2)108.09.22 起週日上午與中華黃庭醫學會舉辦「林源泉院長中藥飲片

臨床應用研習課程」。  
(3)108.09.29 起週日與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合辦「2019 中西醫眼科醫學

進修課程專業講座」。 
(4)108.10.06 起週日與中華黃庭醫學會合辦「針刀醫學臨床應用研習課

程」。 
(5)108.10.27 起每月第 4 週日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合辦「十堂課

教你開經方系列課程講座」。 
(6)108.12.29 起週日與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合辦「筋膜解密研習課程」。 
(7)109.01.05 起與中華中醫學會合辦「水藥方劑臨床應用與經驗傳承」。 

三、推行社會服務工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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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講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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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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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8.08.01 起公會於大同區玉泉里承辦社會局長照 3.0 社區照顧據點服

務。 
(五)108.11.03 公會舉辦長照人員中醫培訓工作坊 
(六)108.11.10 公會舉辦 2019 中醫藥長照服務嘉年華。 
(七)108.11.26 至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介紹「中醫師執行長照專業服務介紹」。 
(八)108.12.07-13 公會協助台北市體育總會羽球協會辦理 108 年羽球錦標

賽義診服務。 

四、會員服務工作 

(一)108.06.04 本會與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會員團體醫師業務

責任險合約(108 年 6 月至 1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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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11.12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出版品共計 1075 冊公會已免費轉給申請

會員。 

五、舉辦聯誼活動 

(一)本會每月定期舉辦羽球、高爾夫球、卡拉 OK、義診活動、登山活動。 

六、國際交流活動 

(一)108.10.09 以色列 Tamar Antokol 醫師參訪公會。 

(二)108.11.04 北京【健康報】鄧海華社長率團參訪公會。 

(三)108.12.18 九龍總商會會慶呂文智主委代表公會出席。 

七、出席重要會議 

(一)108.10.17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第 10屆審

查醫藥專家第 7次會議」。 

(二)108.10.27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第 11屆

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三)108.10.29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臺北市二十大醫事團體聯誼餐會」。 

(四)108.11.01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第 11屆

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五)108.11.07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第 5屆第 7次

委員會會議」 

(六)108.11.21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第 6次異管小

組會議」。 

(七)108.11.28 黃建榮理事長率理監事出席「全國六師全聯會聯誼會」。 

八、出版刊物 

(一)108.12.10 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46 期》。 
 
伍、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陸、年度活動計畫報告 
柒、各業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11/10 大同區迪化街永樂廣場「2019 中醫藥長照服務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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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8 年度中醫休閒節」活動檢討報告案。 
說 明：第 19 屆第 5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結論：下次活動要能結合當地

中醫藥產業延伸活動主題。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2020 年 3 月 14-15 日舉辦第 12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案。 
說  明：(一)大會日期：民國 109 年 3 月 14、15 日(星期六、日) 

(二)大會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三)大會活動節目 
(四)大會演講 
(五)特別講座 
(六)節目表演 
(七)外賓紀念品：創會 70 週年領帶禮盒 1 組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第 4 屆世界傳統醫學與替代醫學學術大會合辦案。 
說  明：大會名稱：第 4 屆世界傳統醫學與替代醫學學術大會 

4th World Congress and Expo on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大會時間：2020.03.15-17（星期日、一、二）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 號/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廳 
主辦單位：中華全球經脈臨床醫學會 
合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決  議：通過，合作方案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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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台北論壇與傳統大會共用大會場地使用一覽表 
項目 12th TTCMIF 4th WCETAM 

大會日期 2020.3.14-15(六、日) 2020.3/15-17 

大會場地 THCC THCC R301 

展示場地 2、3、4 Lobby 3F Lobby 

共用場地 3/15(日)R301&3F Lobby (英文場及壁報展) 

歡迎晚宴 3/14 R201 3/15 R101 

大會晚宴 3/15 R201 ／ 

大會註冊費 美金 200 元 美金 225-299 元 

貴賓場地 3/14-15 R405、406 3/16-17 R403(暫定) 

會議公司 報到系統 
會議管理  

說明：2020.3.15(日)世界傳統醫學學術大會費用分擔計算方式案。 
一、301 廳：世界傳統醫學暨替代醫學學術大會 

3F Lobby：學術壁報及中醫藥展 
二、場地費、佈置費、會議費、翻譯費、POST 佈置支出費用由雙方各

負擔一半。 
三、報名費收入：各自獨立(3 樓展示費收入歸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四、雙方文宣請列入合作方之報名註冊網址及 QRcode 
五、3/14-15 TTCMIF 出席人士報名 3/16-17 WCETAM 學術會議及壁

報優惠辦法。 
六、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贊助傳統學術大會 3 位 keynote speaker 費用約

3x50,000 元=150,000 元新台幣。(3 位主講的 CV 供公會向國貿

局申請經費補助。) 
七、3/15 301 廳英文場容納台北國際論壇一般出席人士 100 位以上免

另外收費。 
八、3/15 301 廳主講人選及主題提請論壇學術組一同審核。 
九、3/15 301 廳會議流程及演講摘要於 12/30 前提供文字檔給公會刊

登於論壇大會手冊。 

第三案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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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承辦全聯會慶祝第 90 屆國醫節大會及中醫總額 20 週年活

動案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籌備第 19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工作報告案。 
說 明：一、會員大會紀念品:親自出席會員贈送 Rossmax 優盛手臂式

電子血壓計 CF155f(台製)及創會 70 週年領帶禮盒。 
二、出版品: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國醫節特刊)、會員大會手

冊。 

三、頒獎 

1.頒發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 
2.頒發學術講座 
3.第五屆中醫杏林獎 
4.頒發熱心公益獎 
5.頒發會員子女獎學金 
6.頒發國醫盃聯誼比賽優勝獎盃 
7.頒發行醫 50 年以上資深會員獎 

決 議：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學術推展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 109 年上半年度學術活動案。 
決  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聯誼社團部 
案 由：本會舉辦 109 年度國醫盃球類比賽及社團活動評鑑案。 
決 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聯誼活動委員會 
案 由：本會 109 年 7 月 12 日-13 日舉辦花蓮會員自強活動案。 
說 明：一、經第 19 屆第 5 次常務理監事會及自強活動籌備會議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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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龍旅行社承辦。 
二、活動行程及團費 
三、依歷年補助辦法參加會員補助 3,500 元。 

決 議：通過。 

第九案                     提案人：本會 
案  由：本會 3 樓會館裝修案。 
說 明：一、第 19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會館調整辦公區、接

待室、檔案室及增加卡拉 OK 室，經決議先請室內設計師

規劃再提請常務理監事會研究。 
二、本會３樓磁磚地板凸起整修工程討論。 
三、經第 19 屆第 5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成立會館修繕小組由小

組規劃再送理監事會議討論辦理。 
決  議：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贊助對中醫友好第 10 屆立委候選人小額贊助款案。 
說 明：經第 19 屆第 5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函請會員捐款贊助。 
決 議：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健保事務委員會 
案 由：為增進本會第 19 屆服務團隊對健保業務的認知，爭取健保總

額之利基並增進對會員的健保業務服務品質，舉辦幹部培訓營

案。 
說 明：健保培訓營課程交健保委員會擬訂。 
決 議：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公會申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度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實施計劃」討論案。 
決 議：通過，延續辦理玉泉里社區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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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為提昇公會形象，擬發行公會 Line 貼圖案。 
決 議：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會員服務委員會 
案 由：為提昇中醫利用率，提供國人正確的中醫保健知識，擬編印中

醫保健系列手冊案。 
說 明：擬彙編「中醫保健功法」、「中醫保健智庫」。 
決 議：通過。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社會服務委員會 
案 由：建議舉辦大專院校中醫相關社團幹部研習營。 
說 明：研習課程包括中醫基本相關課程外，將邀請四校學士後中醫系

相關師長蒞臨介紹該校師資,報考資訊，並事先寄發問卷，了

解社團幹部希望研習營安排何種主題課程，以符合所需。 
決 議：通過，交社會服務委員會規劃。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社會服務委員會 
案 由：建議舉辦「我是小華佗-暑期歡樂趣味營」案。 
說 明：藉由設計有趣的中醫知識團體活動競賽，讓參加的小朋友，在

歡樂趣味的活動中，吸收正確的中醫藥知識，影響家人長輩，

也可埋下日後從事中醫工作的種子。並消耗多餘的精力，留下

美好的回憶。 
決 議：通過，交社會服務委員會規劃。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中華董氏奇穴針灸學會函請本會協辦董景昌大師逝世 45 週年

國際針灸學術大會案。 
說 明：中華董氏奇穴針灸學會訂於 2020 年 11 月 6-8 日於台北圓山大

飯店 10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董景昌大師逝世 45 週年國際針灸

學術大會」，敦請本會協助會議行政工作。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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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財務管理委員會、監事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09 年度工作計畫書案。 
說  明：通過後提請會員大會審查。 
決  議：通過。 

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 
案  由：請審查 109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說  明：通過後提請會員大會審查。 
決  議：通過。 

第二十案                 提案單位：財務管理委員會、監事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08 年度 9 至 11 月經費收支案。 
決  議：通過。 

第二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會務工作人員獎勵案。 
說 明：一、本會為加強服務會員，推展會員醫療服務，參與社會公

益及醫界交流，並配合長照政策參與社會公益服務，本

會會務業務工作日益繁重。 
二、會務人員除既有會務工作再加上各業務委員會業務，公

會服務品質已獲得會員、中醫界及社會肯定。 
三、本會會務人員已多年未加薪，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

規則考勤辦法第 26 條條文酌予加薪獎勵。 
決  議：通過，加薪事宜交由理事長辦理。 

第二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章晉緯、黃玉芬、陳品璇、王毓翔、蕭長弘、謝彌堅、歐陽任

耕、魏蔓如、李怡萱、葉榕秦、梁美銀、陳婉葶、廖皓涵、康

涵菁、黃育富、洪萁延、劉永晴、王孟君、歐冠沂、張辰珮、

褚衍強、施威廷、陳芳渝、蔡典芝、陳立芸、林宜蒲、謝承運、

林家琳、陳依庭、謝宜杉、何欣蓉、宋宛庭、戴毓萱、曾千津、

蔣佑晨、邱亭、曾子澄、林奕成等 38 位醫師申請入會，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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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定，權先發證，請追認案。 
決  議：通過。 

第二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侯咨延、高詩婷、翁仁政、袁心愷、王蕾雅、劉亞玫、蕭正誼、

李章慶、康誠俊、楊鈞皓、林芷瑜、周念達、孫彩霞、楊雅淳

等 14 位醫師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 
決  議：通過。 

第二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鄭歲宗、翁仁政道長逝世，請註銷會籍案。 
決  議：通過。  

拾、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常務理事林恭儀 

連署人：常務理事陳曉鈞 
案  由：108 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非合約院所自行領用流感疫苗執行

院內醫事人員接種，應由西醫師，具有西醫資格之中醫師與牙

醫師執行，專業醫療業務法規陳舊由本會提交全聯會，向台北

市衛生局與衛福部疾病管制局提出修正案。 
說 明：一、台灣中醫師養成科學且嚴謹在臨床得以執行實驗室檢驗，

EKG 與 Xray 業務，並領有 ACLS 執照，在執行身體理學

檢查藥品冷運冷藏與肌肉注射，本不是問題。 
二、傳染病、防疫應當前瞻性規畫中醫師人力，來避免防疫空

窗與漏洞。。 
辦 法：一、由本會提交全聯會列入重點中醫法規發展修正議程，並同

步向衛福部疾病管制局與相關單位提出執行法規修正案。 
二、中醫師在臨床醫療業務得以執行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決  議：函全聯會建請衛生福利部修正法令。  

拾壹、散會（下午 18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