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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8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 段 38 號／凱撒飯店 4 樓北京廳 
出席：理事／林展弘、林源泉、溫崇凱、羅明宇、邱榮鵬、陳曉鈞、陳朝龍、

洪淑英、陳朝宗、鄭宏足、林恭儀、黃中瑀、陳月琴、許昇峰、

郭威均、楊正成、宋文英、薛宏昇、覺宗宏、蔡德祥、陳建銘、

許瑞香、卓雨青 
監事／黃建榮、陳文戎、陳仲豪、葉家豪、吳建東、熊偉程、劉佳祐、

歐乃慈 
請假：理事／楊賢鴻、蔡曜鍵、陳建宏、彭溫雅 

監事／陳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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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3 召開第 18 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106.07.23 召開第 18 屆第 8次監事會議。 

(三)106.08.22 召開 106 年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審查會議。 

(四)106.08.31 召開第 18 屆第 1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五)106.09.14 召開本會第 18屆第 1次刊物編輯會議。 

(六)106.10.05 召開本會第 18屆第 2次刊物編輯會議。 

(七)106.10.12 召開第 18 屆第 12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八)106.11.07 召開第 18 屆第 13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九)106.11.21 召開第 18 屆第 14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106.07.23 本會舉辦「世大運賽場中醫醫療服務實務操作 SOP 暨結業

式」。 

(二)106.07.23 本會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合辦「中醫華山論劍名家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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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6.09.03 本會舉辦「盧文瑞軟組織及骨骼損傷徒手療法實務課程」。 

(四)106.09.07 起每月第一週四上午本會舉辦鄭宏足傷寒論第五期《傷寒

纘論》讀書會。 

(五)106.09.17 起每月第三週日本會與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舉辦「蘇三稜

常用 80顯效方劑經驗傳承講座」。 

(六)106.09.24 起本會與台中市中醫師公會合辦「美國黃麗春教授耳醫學

(第 5、6期)課程講座」。 

(七)106.10.22-26 起本會舉辦「劉恩明教授毫火針臨床應用特別講座

(二)」。 

(八)106.11.12 起每月第 2週日本會舉辦「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

進階研習會」。 

(九)106.11.26 起每月第 4週日本會舉辦「許中華君臣佐使臨證思辨用藥

講座」。 

 (十)本會舉辦雲端學院共上架 9種講座研習課程。 

三、舉辦健保及院所業務研習會 

(一)106.09.10 舉辦健保智庫第三次研習會。 

(二)106.11.05 舉辦 106 年度中醫傷科輔助人員設置評估計畫座談會。 

(三)106.11.12 舉辦健保智庫第四次研習會。 

(四)106.11.19 協辦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健保相關業務說明會及特定門診

專案研討會。 

四、會員服務工作 

(一)106.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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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6月至 108 年 6月)。 

五、推行社會公益工作 

(一)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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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醫藥全方位養生保健

系列講座」。 

(二)中醫穴位護眼操校園巡迴講座，105.09.06 至 106.04.20 已有 16 所

台北市國小向本會登記到校辦理中醫穴位護眼操教學。 

(三)健康推廣巡迴講座105.03.17至 106.07.07已辦理健康講座99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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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6.05.05 起每月第 1、3週五本會舉辦「長青學苑中醫藥基礎課程」。 

(五)106.05.12 起每月第 2、4 週五本會舉辦「長青學苑中醫藥經絡穴位

保健課程」。 

(六)106.08.21-29 本會承辦台北世大運桌球、網球、羽球賽場中醫醫療

服務。 

(七)106.10.29 本會舉辦 2017 中醫大安森林公園公益慢跑活動。 

(八)本會承辦 2017 第一屆中醫文創獎徵選活動。 

(九)舉辦脊損傷友友善診所義診服務。 

(十) 本會與士林區社子國小及葫蘆國小合辦校園學童穴位護眼實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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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26 舉辦士林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三)106.10.01 舉辦北投區、大安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四)106.10.13 舉辦萬華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五)106.10.15 舉辦松山區、信義區、南港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六)106.10.16 舉辦中山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七)106.10.19 舉辦文山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八)106.10.21 舉辦內湖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九)106.10.23 舉辦大同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十)106.10.24 舉辦中正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七、國際交流活動 

(一)106.09.22 溫崇凱副理事長代表公會出席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眼

針專業委員會。 

(二)106.09.26 以色列 Dr. Gil Barzilay 拜訪公會。 

(三)106.10.06 林源泉副理事長率團參訪北韓韓鮮平壤高麗醫科研究院。 

(四)106.11.04本會與中華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會於廣州合辦第2屆

海峽兩岸董氏奇穴針灸研討會。 

(五)106.12.05 林理事長率團出席福建平潭第 4 屆中醫藥科學大會暨第

13 屆海峽兩岸交流大會。 

(六)106.12.07 林理事長應邀出席江蘇江陰國際經方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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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席重要會議 

(一)106.08.10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 106 年度第 4屆第

6次委員會議」。 

(二)106.08.24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3次中醫

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 

(三)106.08.24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2次異常

管理小組」。 

(四)106.09.19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3次中醫

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會前會」。 

(五)106.10.15 林理事長出席全聯會第 10 屆第 5次理監事會議及中執會

委員會議。 

(六)106.10.26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第 9屆審查醫藥專

家第 7次會議」。 

(七)106.10.22 林理事長出席全聯會第 10 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 

(八)106.11.19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 106 年度第 4屆第

7次委員會議」。 

(九)106.11.23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4次中醫

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會前會」。 

(十)106.11.23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4次異常

管理小組會議」。 

九、出版刊物 

(一)106.06.30 發行《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第 23卷第 2期。 

(二)106.09.30 發行《中醫藥研究論叢》第 20卷第 2期。 

(三)106.09.10 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36 期》。 

十、獲獎榮譽 

(一)106.10.12 林理事長代表公會接受柯文哲市長頒發世大運賽場醫療

服務感謝狀。 

(二)106.10.20 林理事長代表公會接受社會局許立民局長頒發第一類優

等社團表揚獎狀。 

伍、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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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組工作補充報告、年度活動計畫報告 

柒、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107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盛世公主號遊輪之旅報告案。 

決 議：通過行程及團費，本會會員參加由公會補助每人 3,500 元。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購置新會館推動計畫案。 

說 明：一、106 年 11 月 14 日第 18 屆第 14 次召開常務理監事會議： 

1.常務理事會決議： 

(1)會務多元且蓬勃發展，青島西路會館不敷使用，辦

理學術課程每年外屆會議廳約需 15萬元，設備檔案

室倉庫租金約需 10萬元，目前業務多元需要擴大辦

公室。 

(2)授權理事長成立購置新會館購屋小組，全權處理。 

2.常務監事會決議： 

(1)購置新會館，不足款項向銀行貸款要評估公會償債

能力。 

(2)購置新會館不能影響會員應有福利及權益。 

(3)購置新會館要規劃一個會員聯誼廳。 

二、購置新會館及出售舊會館依人團法皆需提請理監事會議通

過後，再提會員大會通過，呈報社會局。 

決 議：一、通過出售青島西路舊會館及購置新會館，為符合本會章程

第 19 條，出售舊會館及購置新會館關係本會財產處分,皆

需提請會員大會通過。 

二、訂於 106.12.24 下午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2018 年第 88 屆國醫節慶祝大會第 10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

壇暨大會籌備工作，報告案。 

決 議：一、日期：107 年 3月 17、18 日星期六、日。 

二、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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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五、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六、大會主題：中西醫融合之臨床實證與理論探討 

七、大會活動：詳大會節目表 

八、大會議程 

九、大會紀念品及書刊／大會論文集 

1.外賓：行動電源 

2.參會人士：環保袋 

十、大會通告文宣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舉辦第 18 屆第３次會員大會工作報告案。 

決 議：一、會員大會紀念品:親自出席贈送多功能充電檯燈、七彩藍芽

音箱禮盒組 

二、出版品: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國醫節特刊)、會員大會手

冊、中醫師開執業暨經營大全 

三、頒獎 

1.頒發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 

2.頒發學術講座 

3.第三屆中醫杏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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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資深會員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第 10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特別講座案。 

決 議：通過論壇舉辦 12個場次特別講座。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第 10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各組工作及外賓招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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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交相關委員會辦理。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第 18 屆第 3次會員大會編印出版品案。 

說 明：(一)出版中醫師開執業暨經營大全。 

(二)出版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10週年回顧專輯。 

決議：交刊物編輯委員會及會員服務委員會辦理。 

 

第八案          提案單位：學術教育組 

案 由：請研議辦理 107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案。 

決 議：交學術推展及教育訓練委員會規劃辦理。 

 

第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舉辦 107 年度兩岸及國際交流活動案。 

決 議：交國際交流委員會規劃辦理。 

 

第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舉辦 106 年度 12 行政區及資深中醫歲末聯誼餐會案。 

決 議：於 12 月 24 日晚上於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辦。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舉辦 107 年度國醫盃球類比賽及聯誼活動案。 

決 議：交聯誼活動委員會及體育活動委員規劃辦理。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請審查 107 年度健康講座案。 

決 議：交健康推廣委員會辦理。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規劃第四期長青學苑課程案。 

決 議：交健康推廣委員會辦理。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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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請審查本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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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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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財務管理組 

案由：請審查本會 106 年度 7至 10 月份經費收支案。 
決議：通過。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陳永清、蔡家瑩、林嘉威、劉瀚文、黃詩偉、陳 元、高碧玉 

王威鵬、吳堯智、黃獻銘、陳麒方、巫漢揆、張家國、許閣經 

侯咨延、葉軍廷、林川祥、蔣佑晨、吳亞凡、許瓅勻、陳彥都 

劉珮妤、黃家瑩、張雅婷、朱麗燁、林立昌、陳耑至、鍾政勳 

陳瓚笎、李銘哲、張馨予、李孟蓉、辛重毅、周彥瑢、李炎東 

李 柔、林冠佑、侯湘怡、周志宏、李蘊展、徐聖俠等 41位醫師

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發證，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陳明德、陳天順、王廉瑋、謝承運、楊清淳、杜博文、陳仲志 

孫立軒、黃鵬飛、廖絃雅、陳嘉慧、廖晟貿等 1２位醫師申請退

會，請註銷會籍案。 

決議： 

 

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賴建華道長逝世，請註銷會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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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