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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9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5日〈星期日〉15時 20分 

地 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181號‧育成蕃薯藤會議廳 

出  席：理事/黃建榮、陳曉鈞、陳文戎、林恭儀、鄭宏足、郭威均、黃中瑀 

郭育誠、楊仁鄰、薛宏昇、陳天定、宋文英、沈瑞斌、熊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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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智、陳建宏、溫崇凱、陳贊文、陳俊良、陳朝宗、周彥瑢 

邱榮鵬 

列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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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21本會召開台北區計畫工作團隊會議。 

(二)110.02.23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臨時理監事會議。 

(三)110.03.02本會召開 19屆第 3次媒體文宣委員會會議。 

(四)110.03.04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針傷科外治作業籌備會議。 

(五)110.03.10本會召開第 19屆國醫節直播協調會議。 

(六)110.03.14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3次會員大會。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辦理進修課程 

(1)110.01.31、110.3.21、110.4.18 與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合辦「中醫

男科疾病六經辨證課程」。  

(2)110.1.31本會舉辦診所影音 YouTube製播工作坊。 

(3)110.02.21、110.3.21、110.4.11 與台灣中醫醫學會合辦「雷射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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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臨床進階課程講座」。 

(4)110.3.14、21本會舉辦「美國吳奇小腦新區和額五針在疑難疾病治

療針法運用視訊講座」。 

(5)110.3.28本會舉辦「林榮志主任活用針藥疼痛立解臨床應用講座」。 

(6)110.3.28 與中醫肝病醫學會合辦「十堂課教你精藥物系列課程講

座」。 

(7)110.4.10-14 本會舉辦「天津吳雄志教授婦科六經辨治臨床應用視

訊講座」。 

(二)舉辦健保及院所業務研習會 

(1)110.01.31 本會協助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複雜性針灸及複雜性

傷科健保申報說明會」。 

(2)110.03.13-14本會舉辦第 13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3)110.04.18 本會協助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

畫』視訊課程。 

三、推行社會服務工作  

(一)110.02.05 於公會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長青學苑-中醫藥基礎講

座」。 

(二)110.02.22、110.03.26 於公會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長青學苑-

中醫藥進階講座」。 

(三)110.04.01至 110.07.29公會於富光里辦理「110年度預防及延緩失

能講座」。 

(四)110.04.12配合全聯會辦理「太魯閣列車事故自由愛心募款」發動會

員自由愛心捐款。 

四、承辦衛福部 110年度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網絡計畫。 

(一)110.2.7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全聯會召開專案計畫第一次工作會議。 

(二)110.2.21黃建榮理事長召開本計畫台北區協同主持人會議。 

(三)110.3.28黃建榮理事長召開本計畫台北區專家學者會議。 

(四)110.3.30黃建榮理事長應台北市醫師公會邀請出席居家醫療及通訊

診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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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0.4.18黃建榮理事長召開本計畫中醫診所加入居家醫療團隊實務

作業說明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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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防疫物資服務工作 

(一)配合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配發執業醫師免費防疫物資：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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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9/21、10/21、11/03、11/16、11/30、

12/18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110年 

1/8每位醫師 240片醫用口罩。 

2/3、3/18、4/8每位醫師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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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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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每月定期舉辦羽球、桌球、高爾夫球、卡拉 OK、登山活動。 

八、出席重要會議 

(一)110.01.28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110年第 1次

異常管理小組會議」。 

(二)110.02.09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台北市政府頒獎表揚－感謝公會 109年

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工作的投入與貢獻。 

(三)110.02.25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全聯會中執會召開「第 6屆第 4次委員

會議」。 

(四)11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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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0.03.23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110年第 1次

中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 

(六)110.04.06中執會台北區分會-異管小組會議、共管小組會議。 

(七)110.04.18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全聯會第 11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八)110.04.18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第 41 次

委員會議。 

九、出版刊物 

(一)110.03.10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51期。 

(二)110.03.30發行《中醫藥研究論叢》第 24卷第 1期。 

(二)110.03.30發行《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第 27卷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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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執行長陳文戎 

案 由：2021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工作檢討報告案。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專案執行長陳曉鈞 

案  由：本會承辦衛福部「110年度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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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計畫」台北區專案，工作報告案。 

說 明：一、計畫主題:社區醫療、居家醫療、社區據點長照等中醫服

務及推廣。 

二、計畫期間:110年 2月 1日至 12月 15日。 

三、配合本計畫請計畫執行長及副執行長規劃師資培訓及講座

教材資料庫。 

四、台北區成果發表會暫定 10/17，場地待規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聯誼活動委員會 

案  由：辦理 110年度會員自強活動報告案。 

說 明：一、自強活動日期 7月 25-26日(星期日、星期一) 

二、一日遊及二日遊。 

決  議：視疫情，如不克舉辦延期辦理。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2022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籌備案。 

說 明：一、大會時間：2022年 3月 5-6日(星期六、日) 

二、大會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三、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四、成立籌備委員會：推舉執行長及各組召集人。 

五、大會通告及大會活動規劃。 

決 議：通過。大會籌備會執行長由陳贊文常務理事擔任。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術推展委員會 

案  由：110年下半年度學術活動規劃案。 

決 議：交學術委員會辦理。 

第六案                     提案單位：論叢編輯委員會 

案 由：本會發行《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工作報告案。 

說 明：一、《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業於 2012 年及 2017 年兩度

榮獲財團法人醫策會審訂為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原

電子期刊一年出刊 2期，每年逢 3、9月 30日發行，近年

因原著類稿源充足，於 2020年 12月起改為一年 4期，每

逢 3、6、9、12月 30日發行。 

二、本醫學雜誌於 109年 7月起採用華藝線上投審稿系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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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論文需繳交審稿申請費 1,000元，審查通過繳交刊登費

原著類 4,000元、非原著類 2,000元。 

三、依據醫會認定規範，今年 7/30 前需第三次向財團法人醫

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申請送審。 

決 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為會員投保醫療責任險簽約案。 

說 明：一、新光產物保險公司承辦本會會員醫療責任險將於 110年 6

月 5日到期。 

二、每人傷亡上限 45萬元。 

三、交會員服務委員會、法規研究及財務委員會召開投標廠商

簡介會議評比擇績優公司簽約辦理。 

決 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會員服務委員會 

案 由：請研議本會是否成立自營院所材料系統合作社，類似台中市大

台中地區及台北市醫療廢棄物處理利用合作社，避免醫界再受

醫療材料廠商約制案。 

說 明：由會員服務、財務管理、會務發展及法規研究等委員會評估可

行性，並就短、中及長期訂定目標。 

決 議：本案交會員服務、財務管理、會務發展等委員會研究。 

第九案                     提案單位：長照推動委員會 

案 由：建議公會比照青年公園醫療團隊平台，協助中醫主責診所推動

成立中醫醫療團隊討論案。 

說 明：建議公會成立居家醫療推動委員會，評估成立中醫醫療團隊平

台之運作模式。 

決 議：交長照委員會研究規劃。 

第十案                     提案單位：資訊委員會 

案 由：提升本會會籍管理系統案。 

說 明：本會會籍管理系統於 18 年前由北昕資訊公司建置，已不符合

會務需求，且原廠商不能和本會簽立維護合約，為提升工作效

能，亟需將會籍管理系統升級。 

決 議：通過。交資訊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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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聯誼活動委員會 

案  由：請研議是否辧理 110年度會員重陽敬老活動案。 

說  明：交聯誼活動委員會規劃。 

決  議：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幹事湯靜儀小姐職務晉升為專員案。 

說  明：幹事湯靜儀小姐於 85年 3月 3日到職，服務公會超過 25年，

嫻熟會務，依會務人員管理辦法晉升為專員。 

決  議：通過。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10年 1-3月份經費收支案。（附件八至十） 

決  議：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田運霖、吳東益、黃才珊、郭芳慈、張繼元、郭又綺、王耀德、

陳國豐、廖國帆、簡浚崴、林庭安、湯詠舜、陳昭憲、林志宇、

洪正陽、林奇玄、陳怡潔、蔡明諺、程俊文、吳佳哲、梁綺芬、

鄧興福、王允哲、李雨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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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楊凱程、李金澤、唐克鑌、張駿、張秀玲、許錦堪、黃光男、

蔡玉龍、王杉配、徐維偵、游景卉、王邦傑、林政憲、林蔚喬、

古佳穎等 10位醫師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 

決  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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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針傷科外治推動小組陳曉鈞、林恭儀 

案  由:本小組依會務需要，為了增加中醫針傷科利用率以及拓展中醫

科學儀器安全使用，推動中醫醫學儀器優良廠商認證標章。 

說  明: 

一、針傷科外治推動小組根植於黃理事長中醫藍海政策，於去年

十一月起陸續探討中醫師擴大使用低週波、中頻向量干擾

波、超音波、脈診儀、心率變異分析等儀器結合針灸與傷科

處置策略。 

二、因諸多中醫儀器廠商參與踴躍，勇於突破法規創新中醫醫療

科技，促進廠商科技升級與引進，故設立符合中央中醫醫療

儀器標準的優良廠商認證標章，便利本會醫師會員分辨選

購，提升臺北市針傷中醫醫療服務品質。 

辦  法：由本小組成員擬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標準認證細則，制定

證書與標章，以利本會會員於採購前強化辨識與判斷，嘉惠整

體會員。 

決  議: 通過。 

2020.11.4 

收 2384.22 

2020.11.4 

收 238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