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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8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25日〈星期日〉下午 4時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段 43號‧天成飯店 1樓天采廳 

出席：理事／林展弘、楊賢鴻、林源泉、溫崇凱、羅明宇、陳曉鈞、陳朝龍 

洪淑英、陳朝宗、鄭宏足、林恭儀、黃中瑀、蔡曜鍵、陳月琴 

郭威均、楊正成、薛宏昇、覺宗宏、蔡德祥、彭溫雅、陳建銘 

許瑞香 

監事／黃建榮、陳文戎、陳仲豪、葉家豪、吳建東、熊偉程、陳俊良 

劉佳祐、歐乃慈 

請假：理事／邱榮鵬、陳建宏、許昇峰、宋文英、卓雨青 

主席：林展弘理事長              紀錄：蔡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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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12 召開媒體文宣第 1 次座談會。 

(二)105.04.14 召開雲端學院籌備會。 

(三)105.04.19 召開第 18 屆第 1 次健保事務委員會議。 

(四)105.04.19 召開教育訓練暨社會服務委員會會議。 

(五)105.04.26 召開世大運中醫醫療籌備會第 1 次會議。 

(六)105.04.26 召開媒體文宣第 2 次座談會。 

(七)105.04.28 召開自強活動籌備會。 

(八)105.04.28 召開健康推廣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九)105.05.10 召開第 18 屆第 1 次會員服務及輔導協助委員會暨各行政區

幹部聯席會議。 

(十)105.05.24 召開本會第 18 屆第 2 次健保事務委員會議。 

(十一)105.05.29 召開第 18 屆第 2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十二)105.05.31 召開本會第 18 屆第 3 次健保事務委員會議。 

(十三)105.06.19 召開第 18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四)105.06.19 召開第 18 屆第 3 次監事會議。 

(十五)105.06.28 召開本會第 18 屆第 4 次健保事務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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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105.06.30 召開第 18 屆第 3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十七)105.07.19 台北市北投區 105 年中醫院所聯誼座談會。 

(十八)105.07.26 台北市萬華區 105 年中醫院所聯誼座談會。 

(十九)105.07.30 台北市內湖區 105 年中醫院所聯誼座談會。 

(二十)105.08.11 台北市大安、中正區 105 年中醫院所聯誼座談會。 

(二十一)105.08.14 台北市士林、南港、松山區 105 年中醫院所聯誼座談會。 

(二十二)105.08.16 召開本會第 18 屆第 5 次健保事務委員會議。 

(二十三)105.08.18 台北市大同區 105 年中醫院所聯誼座談會。 

(二十四)105.08.23 召開 105 年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審查會議 

(二十五)105.08.25 召開 105 年度中醫護眼國小校園巡迴講座籌備會議。 

(二十六)105.08.25 台北市文山區 105 年中醫院所聯誼座談會。 

(二十七)105.08.30 召開第 18 屆第 4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105.05.29 週日本會舉辦「2016 年針傷醫學學術研討會」。 

(二)105.06.05 週日上午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合辦「香港李宇銘教授

經方特別講座」。 

(三)105.06.05 起每月第一、三週日上午與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合辦

「2016 年脈學 A 班課程研習會」。 

(四)105.06.05 起每月第一、三週日下午與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合辦

「2016 年脈學 B 班課程研習會」。 

(五)105.06.07 週二中午舉辦「105 年新實施中醫門診總額抽審實施方案說

明會」。 

(六)105.06.26、07.24 本會舉辦「溫氏現代針灸臨床真傳菁英講座」。 

(七)105.07.03-04 本會與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合辦「2016 台北國際

經方班」。 

(八)105.07.03 起每週日晚上舉辦「梁文深震絡針徒手療法實務課程」。 

(九)105.08.07、08.21 本會舉辦「臺北世大運運動防護與緊急處置之人才

培訓－共同訓練課程(中醫師公會)」。 

(十)105.08.14 本會與肝病醫學會合辦「日本經方派賴建守教授腹診與經方

應用台北講座」。 

(十一)105.08.28-29 本會舉辦「天津吳雄志教授傷寒脈學應用台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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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05.09.01 起每月第一週四上午本會舉辦鄭宏足《成無己註解傷寒

論》讀書會。 

(十三)105.09.04 起每月第一個週日舉辦「2016 運動損傷中醫徒手療法實

務課程 A、B 班」。 

(十四)105.09.11 起每月第二週日舉辦「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研習

會」。 

(十五)105.09.13 本會舉辦「中醫院所感染管制暨針灸 SOP 視訊研習會」。 

(十六)105.09.25 起每月第四週日下午舉辦「許中華教授脈學 12 講特別講

座」。 

(十七)105.09.25 起每月第四週日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舉辦「經方名

家講座 III」。 

(十八)105.09.27 週二本會舉辦「頭頸上背部穴位解剖精研讀書會」。 

(十九)105.10.14 週五舉辦「中醫院所感染管制暨針灸 SOP 視訊研習會」。 

(二十)105.11.20 週日本會舉辦「本草滑石類藥材臨床應用及製劑研討會」。 

三、推行社會服務工作 

(一) 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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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醫藥全方位養生保健系

列講座」。 

(二)105.04 起每月第二週五於公會舉辦「2016 健康管理養生保健講座」。 

(三)105.09 本會彙整會員尼伯特風災捐助專款，捐助台東縣政府 156,000

元，台東縣中醫師公會 15,000 元。 

(四) 中醫穴位護眼操校園巡迴講座，105.09.06 至 105.9.23 已有 4 所台北

市國小向本會登記到校辦理中醫穴位護眼操教學。 

(五)健康推廣巡迴講座 105.03.17 至 105.9.23 已辦理健康講座 7 場次。 

四、舉辦聯誼活動 

(一)本會每月定期舉辦羽球、高爾夫球、卡拉 OK、健康舞蹈、登山活動。 

(二)105.06.05 本會承辦台北區卡拉 OK 歌唱比賽。 

(三)105.7.10 本會舉辦 105 年自強活動台南奇美台江國家公園知性之旅。 

(四)105.09.04 本會登山社參與北北桃滿東步道大會師。 

(五)105.09.11 本會高爾夫球社參與新淡水球場舉辦北北桃高爾夫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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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關活動 

(一)105.08.17 林理事長等出席世大運醫療服務發表記者會。 

(二)105.09.02 本會與何志偉議員於市議會舉辦中醫護眼發表記者會。 

六、國際交流活動 

(一)105.08.15 北京國醫金世元團隊率團參訪本會。 

(二)105.08.22 林源泉副理事長率團參訪內蒙古中藥基地及中醫醫院。 

(三)105.09.17 林理事長率團出席 2016 第 6 回日本中醫學會學術總會並發

表演講。 

(四)105.10.17 日本鹿兒島針灸醫師率團參訪公會並研習針灸課程。 

七、出席重要會議 

(一)105.04.21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 度第 9 屆審查醫藥專

家第 1 次會議」。 

(二)105.05.05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 年度第 3 屆第 11 次

委員會議」。 

(三)105.05.31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第 9 屆審查小組第 1 次會

議」。 

(四)105.06.14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 年第 2 次「中醫門診

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 

(五)105.07.05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 年度第 4 屆第 1、2

次委員會議」。 

(六)105.07.21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第 9 屆審查醫藥專家第 2

次會議」。 

(七)105.09.13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 年第 3 次「中醫門診

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 

(八)105.11.19 林理事長展弘等出席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舉辦「台北市十

五大醫事團體聯誼餐會」。 

八、出版刊物 

(一)105.03.13 發行《北市中醫會刊雜誌》81 期。 

(二)105.03.13 發行《中醫藥研究論叢》第 19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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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04.14 發行《公會簡訊》第 95 期。 

(四)105.05.10 發行《公會簡訊》第 96 期。 

(五)105.05.20 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30 期(增刊)。 

(六)105.06.20 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31 期。 

(七)105.07.11 發行《公會簡訊》第 97 期。 

伍、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陸、年度活動計畫報告 

柒、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2017本會籌辦台北世大運中醫醫療服務報告案。 

決議：16小時的專業課程請中醫醫療服務籌備會教育組規劃。 

 

第二案          提案單位：健康公益組 

案由：本會籌辦 2016中醫大安森林公園公益慢跑嘉年華活動報告案。 

決議：通過，有關捐贈弱勢團體請理事長全權處理。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會員服務委員會 

案由：本會各行政區召開座談會會員意見討論案。 

決議：彙整意見交相關業務委員會研究辦理。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研議規劃辦理慶祝第 87屆國醫節系列活動案。 

說明：(一)活動日期：民國 106年 3月 11、12日(星期六、日) 

(二)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三)活動節目：交節目組規劃 

(四)特別講座：交學術組規劃 

(五)大會紀念品：交採購小組(理事長、監事長、洪淑英常務理事、

陳文戎常務監事、陳月琴理事、歐乃慈監事)辦理。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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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術教育組 

案由：請研議辦理 10６年度上半年度學術活動案。 

決議：辦理黃麗春耳醫學、林源泉面診暨處方課程、吳雄志診斷學、賴

榮年婦科臨床診治等課程。 

 

第六案          提案單位：學術教育組 

案由：本會籌辦雲端學院工作報告案。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聯誼活動委員會 

案由：105年度敬老活動籌備規劃辦理案。 

說明：活動時間：105年 12月 18日(星期日)晚上 5-8時 

活動地點：台北凱撒大飯店希爾頓廳 

活動主題：表揚、聯誼 

決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健康推廣委員會 

案由：本會擬辦理中醫藥長青學苑，請討論案。 

說明：上課時間：106年 2月起每月第２個週五上午 10-12時 

上課地點：公會會議廳 

講座主題：中醫藥養生入門(中醫基礎學專書) 

報名費用：1年 10堂 2,000元(書籍費另計) 

決議：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健康推廣委員會 

案由：本會擬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合辦「2017 中醫藥養生保健

講座」，請討論案。  

說明：時間：106年 3月起每月第一個週日下午 14:00-17:10 

地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會議廳 

主題：配合時令節氣講授中醫保健專題。 

費用：免收費用，不提供講義。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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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前理事蕭安廷醫師 6月 29日退會，理事一職依法由候補理事

第一位卓雨青醫師遞補案。 

決議：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財務管理組 

案由：請審查本會 105年度６至８月經費收支案。 

決議：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張永昌、李昌儒、廖美雅、李芊蓉、周書玉、徐瑋隆、朱妍樺 

張勝鈞、洪楷模、陳冠榜等 10位醫師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

發證，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蕭安廷、鄒一賢、施映朱、侯甫葦、李岳峰、黃自強、陳怡婷 

黃筱暉、宋雲霖、王麟芳、侯蘊芬、陳甦臺等 12位醫師申請退會，

請註銷會籍案。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下午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