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十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記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 
貳、會議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 樓 201 會議廳 
參、出席人員： 

一、應出席人數：1071 人 
二、實際出席人數：889 人(含委託出席 14 人)(詳如簽到冊) 
三、缺席人數：182 人 
四、列席人員： 

1.立法委員何志偉 
2.台北市議員張茂楠 
3.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黃世傑局長 
4.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委員周麗芳 
5.中央健康保險署台北業務組組長林麗瑾 
6.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醫護管理科何叔安科長 
7.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旺全 
8.大韓民國首爾特別市韓醫師會會長洪周義 
9.日本中醫學會會長平馬直樹 
10.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院長許中華 
11.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陳曉鈞 
12.中華民國中醫藥學會理事長陳志芳 
13.台灣基層中醫師協會名譽理事長陳潮宗 
14.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理事長謝福德 
15.中華民國中醫癌症醫學會理事長黃碧松 
16.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理事長洪淑英 
17.台灣中醫家庭醫學會理事長葉家豪 
18.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理事長潘銀來 
19.台灣中醫男科醫學會理事長楊仁鄰 
20.中華中醫學會理事長陳贊文 

 



肆、主  席：林展弘              紀錄：蔡新富 
伍、主席致詞：（略）        
陸、來賓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詳見大會手冊第 15 頁至 40 頁 
二、監事會工作報告：詳見大會手冊第 41 頁 

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０七年度會務工作審查案。 
說明：會務工作報告請見大會手冊第 15 頁。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０七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請追認案。 
說明：一、決算書請參閱大會手冊第 48 頁至 49 頁。 

二、經本會第十八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帳目

相符，並於 108 年 2 月 12 日函報社會局備查在案，提請大會追

認。 
三、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一０八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案。 
說明：一、預算書請參閱大會手冊第 50 頁至 51 頁 

二、經本會第十八屆第二次理事會議審查通過，所列預算尚稱允當

，並於 108 年 1 月 24 日函報社會局備查在案，提請大會審查。 
三、通過後交理事會實施。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一０八度工作計畫案。 



說明：一、工作計畫書見大會手冊第 45 頁至 46 頁。 
二、經本會第十八屆第二次理事會議審查通過，所列工作計畫尚屬

週密，提請大會審查。 
三、通過後交理事會實施。 

決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０七年度會務發展準備基金、權益準備基金專款、醫學進修

班專款、學術研究準備基金、會員子女獎學金準備基金、辦理國醫

節大會專款、會員福利準備基金等收支，請審查案。 
說明：一、收支表請參閱大會手冊第 72 頁。 

二、經本會第十八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帳目

相符，提請大會審查。 
三、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六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０七年度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請審查案。 
說明：一、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請參閱大會手冊第 74 頁至第 75 頁。 

二、經本會第十八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賬目

相符，提請大會審查。 
三、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 0 七年財產目錄，請審查案。 
說明：一、財產目錄請參閱大會手冊第 75 頁。 

二、經本會第十八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財產

目錄相符，提請大會審查。 
三、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研擬「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選舉擬參選人選舉自律公約」案。 
說明：107.12.15 第 18 屆第 2 次理事臨時會議通過交下一屆理事會研擬。 
審查意見：大會通過後，交下一屆理事會研擬。 
決議：通過。 

 
第九案：           提案人:呂文智   連署人:陳曉鈞  

案由：成立台北市中醫師公益合唱團，人數大約 50-60 人，經費大約壹佰

萬元，專款專用。 
說明：一、為增加喜好唱歌中醫同道的聯誼。 

二、增加公益性質的活動。 
三、提升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的社會形象。 

審查意見:大會通過後，交下一屆理事會研究辦理。 
決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選舉事項 

一、宣布選舉辦法及選務人員： 
監票：陳旺全、陳志芳、曹永昌、林展弘 
發票：林恭儀、陳贊文、陳朝宗、陳偉坤、陳建宏、楊正成 
唱票：陳建銘、覺宗宏、陳天定、楊仁鄰、陳文戎、邱榮鵬 
計票：陳俊良、沈瑞斌、高定一、鄭宏足、卓雨青、黃中瑀 

二、第 19 屆理事當選名單： 

理事候選人 票數 備註 理事候選人 票數 備註 
黃建榮 294 當選 1 周彥瑢 167 當選 21 
呂文智 254 當選 2 熊偉程 166 當選 22 
陳曉鈞 249 當選 3 邱榮鵬 166 當選 23 
陳朝宗 235 當選 4 陳建銘 161 當選 24 
鄭宏足 229 當選 5 賴柏志 157 當選 25 
郭威均 228 當選 6 *楊正成 155 18 屆理事 
陳建宏 225 當選 7 王玟玲 150 當選 26 



陳文戎 221 當選 8 *覺宗宏 111 18 屆理事 
楊賢鴻 220 當選 9 *卓雨青 102 18 屆理事 
溫崇凱 212 當選 10 *蔡曜鍵 99 18 屆理事 
黃中瑀 209 當選 11 蔡令儀 99 當選 27 
陳俊良 207 當選 12 陳信任 78 候補 1 
陳贊文 206 當選 13 高定一 70 候補 2 
郭育誠 195 當選 14 呂梯青 69 候補 3 
楊仁鄰 195 當選 15 張廷瑋 69 候補 4 
林恭儀 193 當選 16 周宗翰 64 候補 5 
薛宏昇 191 當選 17 林在裕 56 候補 6 
陳天定 186 當選 18 謝岳峰 54 候補 7 
宋文英 178 當選 19 蘇維哲 51 候補 8 
沈瑞斌 176 當選 20 陳偉坤 44 候補 9 

備註：註記*會員為第 18 屆理事依醫師法第 3 條第 5 點，理監事連

選連任者不超過 2 分之 1。 
三、第 19 屆監事當選名單： 

監事候選人 票數 備註 
林源泉 259 當選 1 
吳建東 239 當選 2 
劉佳祐 221 當選 3 
蔡德豐 211 當選 4 
謝福德 200 當選 5 
歐乃慈 195 當選 6 
顏志誠 185 當選 7 
葉家豪 162 當選 8 
蔡易憲 140 當選 9 
林秝萱 107 候補 1 
李玟苓 79 候補 2 
連永祥 77 候補 3 

 
拾壹、散會（下午 6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