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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9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24日〈星期日〉15時 00分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號 3樓‧公會會議廳 

出  席：理事/黃建榮、陳曉鈞、呂文智、陳文戎、陳建宏、陳贊文、林恭儀、 

陳俊良、陳朝宗、鄭宏足、黃中瑀、楊仁鄰、陳天定、邱榮鵬、 

賴柏志、王玟玲、蔡令儀、陳信任、高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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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崇凱、郭威均、郭育誠、薛宏昇、宋文英、沈瑞斌、周彥瑢、 

熊偉程 

列  席：呂梯青、張廷瑋、林秝萱、李玟笭 

主席：黃建榮理事長          紀錄：蔡新富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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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25 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針傷科外治作業籌備會議。 

(二)109.12.08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13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三)109.12.09 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2次媒體文宣委員會議。 

(四)109.12.23 本會召開 2021國醫節論壇視訊籌備會議。 

(五)109.12.23 本會召開 2021國醫節採購小組會議。 

(六)109.12.23 本會召開 19屆第 2次針傷科外治作業籌備會議。 

(七)110.01.21 本會召開 19屆第 3次針傷科外治作業籌備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辦理進修課程 

(1)109.12.13 與傳統醫學會合辦「林高士水藥方劑臨床應用與經驗傳

承講座」。  

(2)109.12.20 與中華中醫學會合辦「田安然院長經方在腎臟疾病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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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臨床應用講座」。 

(3)109.12.27、110.1.24 與中醫肝病醫學會合辦「十堂課教你精藥物

系列課程講座」。  

(4)110.01.10 起週日與台灣中醫醫學會合辦「雷射針灸臨床進階課程

講座」。 

(5)110.01.31 起週日與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合辦「中醫男科疾病六經辨

證課程」。  

(6)110.1.31起週日本會舉辦診所影音 YouTube製播工作坊。 

(二)舉辦健保及院所業務研習會 

(1)109.12.6 本會協助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健保相關業務說明會」。 

(2)109.12.20 本會協助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中醫提升慢性腎臟病

照護品質計畫繼續教育研討會視訊課程」。 

(3)110.01.03 本會協助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健保相關業務說明

會」。 

(4)110.01.17 本會協助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中醫門診總額特定門

診專案計畫繼續教育研討會視訊課程」。 

(5)110.01.17 本會協助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中醫門診總額西醫住

院暨醫院專案計畫續續教育研討會視訊課程」。 

三、推行社會服務工作  

(一)109.01.01至 109.12.31公會於大同區玉泉里承辦社會局長照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 8至 9時段服務暨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 

(二)110.1.8、110.2.5於公會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長青學苑-經絡穴

位保健講座」。 

(三)110.1.22、110.2.26、110.3.26 於公會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長

青學苑-文明疾病保健講座」。 

四、會員服務工作 

(一)10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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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6月至 110年 6月)。 

五、防疫物資服務工作 



  -3- 

(一)配合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配發執業醫師免費防疫物資： 

110年 

02/04每位醫師 11片醫用口罩。 

02/10開業醫師 25片醫用口罩、執業醫 15片醫用口罩。 

02/14、2/17每位醫師 70片醫用口罩。 

02/24每位醫師 3片 N95口罩。 

03/04每位醫師 140片醫用口罩。 

03/13每位醫師 80片醫用口罩、3片 N95口罩、1只防護面罩。 

03/24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件拋棄式隔離衣、3 片 N95 口罩。 

04/09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04/23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 

05/20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3件拋棄式隔離衣。 

06/03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 

06/18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07/02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 

07/13、7/27、8/12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09/04、9/21、10/21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11/03、11/16、11/30、12/18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110.1.8每位醫師 240片醫用口罩。 

(二)協助會員代購防疫酒精、護目鏡、額溫槍。 

(三)印製防疫文宣 2份贈送會員張貼於院所。 

六、聯誼活動 

(一)本會每月定期舉辦羽球、桌球、高爾夫球、卡拉 OK、登山活動。 

七、出席重要會議 

(一)109.12.02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宜蘭聯絡

辦公室召開「審查辦公區作業說明與配合事項討論會」。 

(二)109.12.08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召開「通訊診療計畫

專家會議」。 

(三)109.12.18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109年第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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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會前會議」。 

(四)109.12.22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109年第 4次

中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 

(五)109.12.27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第 11屆第 4

次審查醫藥專家會議」。 

(六)110.1.6黃建榮理事長出席衛福部中醫藥司「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

期照顧服務網絡計畫」審查會議。 

(七)110.1.14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全聯會中執會召開「110年第 1次六區

主委會議」。 

(七)110.1.17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全聯會召開「第 11屆第 6次理監事會

議」。 

八、出版刊物 

(一) 110.12.10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50期。 

(二) 109.12.30發行《中醫藥研究論叢》第 23卷第 3期。 

伍、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陸、年度活動計畫報告 

柒、各業務委員會工作補充報告 

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增購青島西路 11號 14-1樓會館出租報告案。 

說 明：一、公會向玉山銀行貸款 3,200萬元，110年 1月還 400萬元，

利率 1.31(機動)寬限期 2年，110年 2月 1日起每月應繳

利息 30,567元。 

二、經第 19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新購會館在交屋後委

由仲介公司找承租戶收取租金繳交貸款利息。 

三、財團法人現代文化基金會委託禾橋仲介公司向本會租賃，

租期從 110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2 月 16 日止，租金每月

6 萬元(稅金另付)，每 6 個月付 1 次，保證金 3 個月，2

月 1 日至 3 月 16 日裝潢期不付租金，擬於 2 月 1 日前至

公證處簽訂合約書。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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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2021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籌備報告案。 

說 明：一、依據 109.7.26第 19屆第 7次理監事會議，暨 109.11.12

本會與全聯會召開協調會議決議。 

二、大會時間：2021年 3月 13-14日(星期六、日) 

三、大會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四、大會主題：中醫實證與全球化 

五、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六、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七、大會活動總表 

八、疫情期間大會活動進行方式 

十、邀請演講 

九、籌備委員會 

十一、特別講座 

十二、大會晚宴 

十三、大會通告及國內及國外(視訊)報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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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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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會時間：2021.03.14-16（星期日至二） 

三、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號/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廳、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14樓教育中心 

四、主辦單位：中華全球經脈臨床醫學會 

五、合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六、合作方案：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籌備第 19屆第３次會員大會工作報告案。 

說 明：一、會員大會紀念品/蜂鳥牌 USB充電無線吸塵器。 

二、出版品: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國醫節特刊)、會員大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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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會員通訊錄。 

三、頒獎 

1.頒發 2021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 

2.頒發 2020學術講座。 

3.第六屆中醫杏林獎。 

4.頒發熱心公益獎。 

5.頒發會員子女獎學金。 

6.頒發 2020國醫盃聯誼比賽優勝獎盃。 

7.頒發行醫 20/30/40年以上資深會員獎。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第六屆中醫杏林獎表揚人選案。 

辦  法：中醫杏林獎得獎者，奉獻服務中醫界皆有具體成就，堪為中醫

師楷模，為表彰其對中醫界卓越貢獻，建請表揚獎牌由台北市

市長與公會理事長共同落款，以示尊崇，獎牌費用由公會支付。 

決 議：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2021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作品審查案。 

決 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申請衛福部「110年度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

網絡計畫」台北區專案，業經審查通過。 

說 明：一、計畫主題:社區醫療、居家醫療、社區長照等中醫服務及

推廣。 

二、共同執行:中執會台北區分會 

台北區四個公會 

教學醫院、負責醫師主訓診所 

醫學會、恆安長照中心 

三、計畫期間:110年 2月 1日至 12月 15日。 

四、補助費用:195萬。 

五、成立執行團隊，聘請本計畫專任助理。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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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提案單位：長照推動委員會 

案 由：本會向衛福部申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師資平台」推廣

案。 

說 明：一、本會向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 109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實施計畫(玉泉里社區)案，業於 109年 12月 31日結案。 

二、本會經衛福部核准 110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方

案」研發單位，應對師資人才辦理定期回訓，建立督導與

監管機制。 

決 議：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學術推展委員會 

案  由：110年上半年度學術活動規劃案。 

決  議：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聯誼社團部 

案  由：本會社團活動補助辦法修正案。 

說 明：為建立各社團交接作業制度化，擬修正本辦法第七條條文。 

決 議：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聯誼活動委員會 

案 由：本會 110年 7月 25-26日舉辦宜蘭會員自強活動報告案。 

說 明：一、經 109.12.8 召開第 19 屆第 13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自

強活動交由金龍旅行社承辦。 

二、活動行程及團費詳如附件 

三、依歷年補助辦法參加會員補助 3,500元。 

決 議：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人：理事陳朝宗、郭威均 

案  由：為讓會員們彼此切磋桌球球藝，抒解診務工作壓力，養成運動

習慣，擬成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桌球社」社團。 

說  明：一、依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章程第 30條暨社團活動補助辦法。 

二、本社團計有 27 位會員共同發起成立桌球社社團，並推舉

陳運瑩醫師擔任社長，陳朝宗醫師擔任副社長，發起人名

冊及組織簡則草案。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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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統一本會對外函文及銀行郵局本會戶名名稱案。 

說  明：統一本會對外函文及在金融機關開戶帳戶名稱為「社團法人台

北市中醫師公會」，通過後向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報備並申請印

鑑證明。 

決  議：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負責醫師訓練的醫師會員結訓退會向公會申請退還會員服務費

案。 

說  明：一、本會 105.3.13第 19屆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參加中醫醫

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的醫師申請加入本會時，先行繳交會

員服務費 60,000 元;2 年訓練合格後，向本會申請退會時

憑結訓證明書向公會申請退費 24,000元。」 

二、目前有會員入會擔任執業醫師 3個月後進入主訓醫院 2年

後，完成負責醫師訓練辦理退會向公會申請退還會員服務

費。 

擬  辦:待訓醫師申請入會，入會申請表註明「參加負責醫訓練完訓退

會，申請退還會員服務費」。 

決  議：通過，請法規委員會研訂申請辦法。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09年 11-12月份經費收支案。 

決  議：通過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 109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說 明：通過後提請會員大會審查。 

決 議：通過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 109年度會務發展基金、權益準備基金、學術研究發展

準備基金、醫學進修班準備基金、會員子女獎學準備基金、會

員福利準備基金、國醫節大會專款案。 

說 明：通過後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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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09年度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表案。 

說 明：通過後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決 議：通過 

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會務人員 109年度考績案。 

說 明：會務人員年終考核項目為:出勤 10 分、禮貌 10 分、操守 10

分、服從 10分、熱忱 10分、績效 50分，滿分為 100分。 

決 議：通過 

第二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林美禎、曾心怡、林文郁、陳怡倫、康妤甄、朱薇年、陳彥儒 

陳至良、雷依儒、邱郁婷、陳昱婷、張文賢、吳伯濬、蔡正雄 

賴櫞心、賴信甫、陳淵渝、邱靜瑩、邱上銘、黃俊仁、吳廣哲 

黃彥鈞、袁昌瑋、趙英序等 24位醫師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

權先發證，請追認案。 

決  議：通過 

第二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王俊潔、李岡樺、林文君、古書帆、朱妍樺、柯品豪、陳婕妤 

鄭琿文、陳麗月、廖元楚等 10 位醫師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

案。 

決  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