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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9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 3 時 
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會議廳 
主席：黃建榮理事長        紀錄：蔡新富 
出席：理事／黃建榮、陳曉鈞、陳文戎、陳建宏、呂文智、陳贊文、林恭儀、

陳朝宗、鄭宏足、郭威均、黃中瑀、陳俊良、郭育誠、楊仁鄰、

薛宏昇、陳天定、宋文英、沈瑞斌、熊偉程、邱榮鵬、賴柏志、

王玟玲、陳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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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崇凱、周彥瑢、蔡令儀、高定一 
列席：呂梯青、林在裕、謝岳峰、林秝萱、李玟苓、卓雨青、羅逸文、張馨予 

徐維偵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來賓介紹  
肆、頒發各業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聘書 
伍、會務工作報告 
一、召開會議 

(一) 108.04.22 召開長照推動委員會會議。 
(二) 108.04.26 召開長照推動委員會會議。 
(三) 108.04.29 召開會員服務委員會共識會會議。 
(四) 108.04.30 召開長照推動、財務管理委員會會議。 
(五) 108.05.01 召開聯誼活動委員會會議。 
(六) 108.05.07 召開公關媒體委員會會議。 
(七) 108.05.08 召開聯誼活動委員會會議。 
(八) 108.05.09 召開健保事務委員會會議。 
(九) 108.05.13 召開會員服務暨各行政區會議。 
(十) 108.05.21 召開國際交流部、論叢編輯委員會會議。 
(十一) 108.05.22 召開學術推展、財務管理委員會議。 
(十二) 108.05.27 召開會員服務部會議。 
(十三) 108.05.28 召開聯誼社團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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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08.05.28 召開社區教育、社會服務委員會會議。 
(十五) 108.05.29 召開學術推展、資訊事務委員會會議。 
(十六) 108.05.30 召開醫學倫理、教育訓練委員會會議。 
(十七) 108.06.03 召開刊物出版部、申訴諮詢委員會會議。 
(十八) 108.06.04 召開第 19 屆第 3 次監事會議。 
(十九) 108.06.05 召開健康推廣委員會會議。 
(二十) 108.06.06 召開醫藥諮詢委員會會議。 
(二十一) 108.06.12 召開第 19 屆第 2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辦理進修課程 

(1) 108.03.24 起每月第 4 週日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舉辦「2019《本

經疏證》第 3 期練功坊講座」。 
(2)108.06.16 起舉辦「潘隆森針灸治療與 14 經 361 穴研習課程」。 
(3)108.07.07 起每月第 1 週日下午舉辦「薛宏昇教授針灸大成臨床系列

研習課程」。 
(4) 108.07.14 起每月第 2 週日上午舉辦「台灣傷科名家臨床手法研習課

程」。 
(5) 108.07.14 起每月第 2 週日下午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舉辦「我

們與中醫的距離系列課程」 
(6)108.08.18 起每月第 3 週日下午與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舉辦「林

恭儀院長中醫與科學檢驗的距離－臨床中醫檢驗與實驗室診斷快速

入門研習課程」。 
(7)108.09.22 起每月第 2、4 週日上午與中華黃庭醫學會舉辦「林源泉院

長中藥飲片臨床應用研習課程」。 
三、推行社會服務工作 

(一)108.01 起每月第二週五於公會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呂萬安教授中

醫講堂」。 
(二)108.02 起每月第四週五於公會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吳建東院長中

醫講堂」。 
(三) 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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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醫藥全方位養生保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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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講座」。 
(四)108.05.27-31 公會承辦「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羽球錦標賽義診活動。」 

四、會員服務工作 

(一)108.05.31 本會向全聯會申請「原來感冒可以看中醫」布條分送台北市

院所於 7.4 統一懸掛於醫療院所。 
(二)1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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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6 月至 110 年 6 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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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8-07.30 本會舉辦會員自強活動新澳門玩樂威尼斯人三日

遊。 

(三)108.08.04 舉辦台北區 108 度中醫師卡拉 OK歌唱大賽。 

(四)108.08.04 舉辦台北市中醫院所醫師聯誼座談會。 

六、國際交流活動 

(一)108.05.03 日本臨床鍼灸研究會蒞臨參訪公會。 

七、出席重要會議 
(一)108.05.19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中醫發展

法共識會議」。 

(二)108.06.10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台北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第 10-1 次

會議。 

(三)108.07.03 黃建榮理事長率常務理監事拜會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黃世

傑局長 

(四)108.07.25 黃建榮理事長代表公會出席衛生局「108 年度醫事團體座

談會」。 

八、出版刊物 

(一)108.06.10 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44 期》。 
 
陸、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柒、年度活動計畫報告 
捌、各業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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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原當選常務理事楊賢鴻醫師、理事陳建銘醫師，因個人診務繁

忙請辭，依序遞補理事二名及補選常務理事一名案。 
說  明：一、依法遞補候補理事陳信任及高定一為理事。 

二、依法由全體理事選出一名理事為常務理事。 
決  議：一、通過遞補陳信任及高定一為第十九屆理事。 

二、經出席全體理事推舉共 23 票通過陳俊良理事為常務理事。 

第二案                     提案單位：聯誼活動委員會 
案  由：7/28-7/30 舉辦自強活動澳門之旅報告案。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長照推廣委員會 
案  由：本會訂於 11/10 在大同區迪化街永樂廣場舉辦「2019 中醫藥長

照服務推動嘉年華」報告案。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長照推廣委員會 
案  由：本會訂於 8/1-12/31 在大同區玉泉里辦公室辦理「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 3.0 服務專案」報告案。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會員服務委員會 
案  由：108 年度行政區聯誼座談會推動報告案。 
說  明：8 月 04 日 09 時至 13 時士林區、南港區、內湖區 

9 月 01 日 11 時至 14 時北投區、文山區、大同區 
8 月 25 日 11 時至 14 時信義區、中正區、中山區 
9 月 29 日 11 時至 14 時萬華區、大安區、松山區 

決  議：交會員服務委員會辦理。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明年 3 月 15 日公會創會 70 週年擬舉辦系列慶祝活動辦理第

12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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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大會主題、70 週年 Logo、活動節目表、特別講座、大會紀念

品 
決  議：交論壇籌備委員會研究辦理。 

第七案                     提案單位：論叢編輯委員會                             
案  由：本會發行《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榮獲醫策會審定為教學

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為與國際接軌擬於 2019.7.1 起採用華藝

線上投審稿系統案。 
說  明：本會 5/29 召開資訊委員會邀請數位公司簡報雜誌投審稿系統，

經比價及服務品質由華藝數位以 1 年 1 萬元得標。 
決  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雜誌編輯委員會 
案  由：《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每年出刊期數修正案。 
說  明：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一年出刊 4 期，每逢 3、6、9、12 月 30

日發行，近幾年來因稿源不足，擬改為一年出刊 2 期。 
決  議：通過每年 3 月及 9 月出刊。 

第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擬公告 108 年度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暨審查辦

法，108 年度研究計畫是否擬定主題，請討論案。 
決  議：本年度主題為中醫長照及 AI 應用研究，其他符合中醫藥相關

學術發展研究重點能增進中醫利用率，促進國民健康。 

第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請研議推派本會出席全聯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人選

案。 
說  明：(一)全聯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訂於 10 月 27 日假台

中市福華大飯店召開，並將選舉第十一屆理事、監事。 
(二)依全聯會章程第 11 條「各團體會員選派出席本會會員代

表人數之計算，以各該團體會員所屬會員人數，每 30 人選

派代表 1 人，尾數超過 15 人以上者(含)得增派代表 1 人。

各團體會員至少應有代表 1 人，各團體會員所屬會員人數



  -6- 

之計算，以團體會員該年 6 月 30 日之會員人計算之」。 
(三)本會 6 月 10 日會員人數 1062 位可選派會員代表 35 人。 

決  議：援依歷年慣例，全聯會代表人名單授權理事長選派。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會館租借登記收費標準案。 
決  議：交財務委員會及常務理監事修訂。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會員服務委員會 
案  由：為提昇本會各行政區 Line 群組功能，研訂行政區 Line 群組管

理規則案。 
決  議：交會務服務及資訊委員會修訂。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為獎勵會員參與公益服務，研訂會員參與公會相關公益活動獎

勵辦法案。 
決  議：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太湖學院 TMR 出版集團每期發行 10 本生物醫學期刊(總部設

在紐西蘭)，邀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成為 TMR 資料庫的團體會

員，免收團體會員費，可享用資料庫大數據，請討論案。 
決  議：交資訊委員會及刊物出版部研究。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擬與台灣中醫藥教育學會於 6/23 共同合辦「中醫藥納入

高中課綱推動策略研討會案」。 
決  議：通過。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理事 沈瑞斌、常務理事 陳曉鈞 
案  由：建議活化公會 Line 官方帳號，推廣生活圈案。 
說  明：1. Line 生活圈與群組聊天室之本質屬性不同。 

2.為促進醫學新知、活動訊息的發佈，重要政策宣導，傳達重

要會訊，以生活圈來處理，可確保訊息直達會員。 
3.發佈訊息，經由 Line 生活圈，可一鍵完成，減少公會幹事行



  -7- 

政負擔。 
4.鑑於生活圈之強大功能與單純直接的特性，各區群組聊天室

管理規則草案則需重新討論。 
決  議：通過，交資訊委員會辦理。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財務管理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08 年 4-5 月份經費及各種準備基金收支表案。 
決  議：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鄧雲立、吳耿維、陳麒文、洪崇瑜、侯蘊芬、李章慶、王俊元

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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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蘊展、黃浥暐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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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陳俊明道長逝世，請註銷會籍案。 
決  議：通過。  

第二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周宜勝、陳美君、彭惠心、陳至奐、蔡育霖等 5 位醫師三年未

繳會費會籍停權案。 
決  議：通過。  

拾、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常務理事陳曉鈞 

理事賴柏志 
案  由：本會會議廳使用登記表，會議廳費用收取是否合理，請討論。 

說  明：(一)本會租借會議廳收取費用項目繁多，感覺一條牛剝了好幾

層皮。 

(二)本會 14 樓第 2 會館教育中心當時購買的動機提供會員中

醫相關科目學習進修的場地，但感覺收取費用過高並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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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三)14 樓使用率不高?如何促銷?每月的水電、管理費等等，每

天開門就有負擔。 
(四)會員租借應有折扣，對內(會員)、對外(醫學會、中執會、

非中醫團體)收費當有所區別 
決  議：與第十一案併案討論。 

第二案                     提案人：常務理事陳曉鈞 
理事賴柏志 

案  由：本會新科理事陳信任醫師，賢內助黃偉琳律師任職忠正法律事

務所，一人當選 2 人服務，推薦黃律師為本會法律顧問。 

決  議：通過。 

 
拾壹、散會 (下午 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