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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8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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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展弘、林源泉、陳曉鈞、洪淑英、陳朝宗、鄭宏足、林恭儀、

黃中瑀、蔡曜鍵、陳月琴、許昇峰、郭威均、楊正成、宋文英、

薛宏昇、覺宗宏、蔡德祥、彭溫雅、卓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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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崇凱、楊賢鴻、羅明宇、邱榮鵬、陳朝龍、陳建宏、陳建銘、 

許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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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14 召開第 18 屆第 9次理監事會議暨業務委員會聯席會議。 

(二)107.01.14 召開本會第 18屆第 4次刊物編輯會議。 

(三)107.01.25 召開第 18 屆第 15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四)107.03.08 召開第 18 屆第 2次臨時理監事會議。 

(五)107.03.18 召開第 18 屆第 3次會員大會。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 107.1.28 起每月第 4週日本會與肝病醫學會合辦「2018《本經疏證》

練功坊講座」。 

(二)107.04.01 起每月第二、四週日下午本會舉辦「2018 年李蔡榮伏邪

溫病臨床醫案分享講座」。 

(三)107.04.15 起週日本會舉辦「林源泉望診及重病精準用藥經驗傳承講

座(Ⅱ)」。 

(四)107.04.22 起週日本會舉辦「中醫社交及會議英文研習會」。 

(五)107.04.29、5/27 本會舉辦「鄭振鴻院長妙用科學中藥濃縮製劑臨床

應用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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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7.05.27 起每月第四週日本會舉辦「曾天德院長董氏奇穴在針傷科

臨床診治技巧應用講座」。 

(七)107.06.10 起每月第二週日下午本會舉辦「賴榮年教授婦科雜病中西

醫整合療法講座(II)」。 

(八)本會舉辦雲端學院共上架 9種講座研習課程。 

(九)107.03.17-18 舉辦第 10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三、舉辦健保及院所業務研習會 

(一)107.03.18 舉辦「107 健保法規暨院所研習會」。 

(二)107.03.25 本會舉辦「107 年診所稅務申報講座」。 

(三)107.05.20 協助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7 年健保專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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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17 本會舉辦第一屆台灣中醫文創獎 2018 中醫藥宣導金句及

創意短片徵選頒獎典禮。 

(二)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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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醫藥全方位養生保健

系列講座」。 

(三)中醫穴位護眼操校園巡迴講座，105.09.06 至 106.12.26 已有 19 所

台北市國小向本會登記到校辦理中醫穴位護眼操教學。 

(四)健康推廣巡迴講座 105.03.17 至 107.01.11 已辦理健康講座 112 場

次。 

(五)107.04.13 起每月第 2、4週五本會舉辦「進階方劑調理保健講座」。 

(六)107.04.20 起每月第 1、3週五本會舉辦「中醫藥基礎保健講座」。 

(七)107.04.27 本會協助中央健保署於大安森林公園辦理世界衛生日中

醫義診活動。 

(八)107.05.05 本會協助中央健保署台北業務組於淡水捷運站廣場辦理

23 週年慶中醫義診活動。 

六、舉辦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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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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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5 舉辦北投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三)107.06.12 舉辦萬華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四)107.06.30-07.03 本會舉辦會員自強活動盛世公主號遊輪之旅／非

誠勿擾未婚聯誼活動。 

 

七、公關活動 

(一)107.03.18 承辦全聯會第 88屆國醫節慶祝大會。 

(二)107.04.21 林理事長等出席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於儷宴會館舉辦

「台北市十五大醫事團體聯誼會」。 

八、出席重要會議 

(一)107.01.11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7 年第 1次異常

管理小組會議」。 

(二)107.02.22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7 年第 2次異常

管理小組會議」。 

(三)107.03.01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7 年度第 4屆第

8次委員會議」。 

(四)107.03.06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7 年第 1次輔導

會議」。 

(五)107.03.11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第 10 屆審查醫藥

專家第 1次會議」。 

(六)107.03.27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7 年第 1次中醫

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 

(七)107.04.07 林理事長出席中央健保署台北業務組於大安森林公園舉

辦「2018 世界世界衛生日」。 

(八)107.04.15 林理事長出席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第

10 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九)107.04.22 林理事長出席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19

屆東洋醫學學術大會籌備會第八次會議」。 

九、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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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03.15 出版《中醫師開執業暨經營大全》。 

(二)107.03.15 出版《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第 24卷第 1期》 

伍、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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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屆第 3次會員大會交辦:更新會館工作報告案。 

決 議：新會館購屋評估事宜交理事長、監事長、2位副理事長、財務主

委、法規主委等共 6人組成的購屋小組先行新會館標的物評估，

再提理事會報告。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辦理 2018 第 10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作業精進

事項報告案。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請研議籌備辦理 2019 第 11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案。 

決 議：通過，大會文宣字稿、成立大會籌備委員會。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請研議辦理 107 年度下半年學術進修及繼續教育課程案。 

說 明：一、8/5 起每月第 1、3週日上午舉辦黃大宜臨床影像判讀課程。 

二、8/5 起每月第 1、3 週日下午舉辦譚仕馨、陳譽仁教授傷科

徒手療法課程。 

三、9/9 起每月第 2、4 週日舉辦常見疾病致病機轉、西藥用藥

機轉及中西藥併服宜忌研習會。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術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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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本會辦理雲端學院更新及 G10 進階視訊課程規劃案。 

決 議：交資訊委員會及學術委員會規畫處理。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協助辦理全聯會 11/24 至 11/26 第 19 屆東洋醫學學術大會

案。 

決 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2018 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及審查辦法」公告案。 

決 議：增列研究計劃的主題，列為計點加分。 

 

第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出版《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ISSN:23110643 

DOI:10.6718/TJCM 電子期刊推動案。 

決 議：出刊日期每年 3、6、9、12 月 30 日出刊的論文分別由教學醫院、

長庚醫院、肝病醫學會、抗衰老醫學會共襄盛舉，發表論文或病

例報告。 

 

第九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組 

案 由：201８年國際交流活動辦理案。 

說 明：一、0723-0724 義大利羅馬第八屆國際傳統醫學暨針灸學術大會 

二、第八屆國際經方班馬來西亞。 

三、0806-0808 加拿大溫哥華中醫學術大會。 

四、0908-0909 日本東京中醫學術大會。 

五、1005-1019 巴西聖保羅加拿大多倫多會議之旅。(附件八-1) 

六、1116-1117 法國巴黎 2018 世界針灸學術大會。 

七、1218 香港九龍總商會 2018 年週年慶中醫交流會。 

決 議：通過，交國際交流委員會辦理。 

第十案：         提案單位：聯誼活動委員會 



  -6- 

案 由：本會舉辦 107 年盛世公主號遊輪會員自強活動報告案。 

決 議：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健康公益組 

案 由：籌備辦理「2018 第三屆大安森林公園公益慢跑活動」案。 

說 明：一、日期：10/28（星期日）7:00-11:30 

二、地點：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兒童小舞台廣場 

決 議：交公益小組規劃辦理。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委託本會辦理 107 年中醫診所癌症轉介服務

推動案。 

決  議：通過。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全聯會委託本會承辦脊髓損傷友善診所推動案。 

決  議：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107 年度會員聯誼活動及社團辦理案。 

說 明：一、0624 本會協助基隆市舉辦台北區 107 年度中醫師卡拉 OK歌

唱比賽。 

二、台北市藥師公會函請本會合辦單身會員聯誼活動案。 

三、李坤城醫師申請成立華佗五禽經絡氣功太極社團審查案。 

決 議：一、通過說明(一)、(二)。 

二、每月郵寄會員生日卡 

三、會員李坤城醫師申請案交法規委員會審查。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編印 107 年會員通訊錄案。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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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財務委員會、監事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07 年 1-3 月份經費收支表。 

決  議：通過。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邇來會務、業務及財務大幅成長，會務績效優異，提請獎

勵會務人員案。 

決  議：通過，授權理事長核發獎金額度。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蘇育廷、張嘉駿、廖芳儀、李婉毓、林揚南、盛大祐、朱凌永、

王宏銘、陳冠瑩、洪晨昕、陳亭靜等 11 位醫師申請入會，均符

合規定，權先發證，請追認案。 

決  議：通過。 

 

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陳勇齊、林守志、黃鈺、江豐瑞、林均芝、吳幸真、洪崇堯、

高培譯等 8位醫師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 

決 議：通過。 

 

第二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孫利銳道長逝世，請註銷會籍案。 

決  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