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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8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 
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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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恭儀、黃中瑀、蔡曜鍵、陳建宏、陳月琴、

郭威均、楊正成、宋文英、薛宏昇、蔡德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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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賢鴻、鄭宏足、許昇峰、覺宗宏、彭溫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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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3 召開第 18 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106.04.23 召開第 18 屆第 6次監事會議。 

(三)106.05.18 召開第 18 屆第 9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四)106.05.25 召開第 18 屆第 1次臨時理事會議 

(五)106.06.15 召開第 18 屆第 10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106.04.30 本會與中華黃庭醫學會合辦「林源泉望診及重病精準用藥

經驗傳承講座」。 

(二)106.05.07-08 本會舉辦「天津吳雄志教授現代中醫生理學與方藥聯

結特別講座」。  

(三)106.06.11 起每月第二週日本會舉辦「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醫整合療

法講座」。 

(四)106.07.01-04 本會舉辦「美國黃麗春教授耳醫學課程講座」。 

(五)106.07.09-11、15、16 本會與台中、台南中醫師公會合辦「劉恩明

教授毫火針臨床應用特別講座」。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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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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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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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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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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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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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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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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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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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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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106.08.22 召開 106 年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審查會議。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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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11 舉辦健保智庫第一次研習會。 

(二)106.06.10 舉辦健保智庫第二次研習會。 

(三)106.09.10 舉辦健保智庫第三次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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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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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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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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13、20、27 本會承辦立恆補習班「小小背包客夏令中醫體驗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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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4 舉辦萬華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三)106.04.30 舉辦文山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四)106.05.20 舉辦中山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五)106.05.20 舉辦松山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六)106.05.20 舉辦南港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七)106.05.20 舉辦信義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八)106.05.21 舉辦大同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九)106.05.23 舉辦北投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十)106.06.01 舉辦中正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十一)106.06.03 舉辦內湖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十二)106.06.17 舉辦大安區院所聯誼座談會。 

(十三)106.06.18 舉辦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卡拉 OK比賽。 

(十四)106.08.13-14 舉辦 106 年度溪頭會員自強活動一日遊、二日遊。 

七、國際交流活動 

(一)106.05.13-15 林理事長率團出席韓國首爾韓醫學術大會。 

(二)106.06.22-27 林理事長率團出席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第 5 屆加拿大國

際中醫學術研討會。 

(三)106.07.01-02 羅常務理事明宇率團出席新加坡國際經方班。 

(四)106.07.25-08.08 林理事長率團出席北歐及俄羅斯台俄中醫學術交

流活動。 

(五)106.09.16-17 林理事長率團出席在日本熊本舉辦日本中醫學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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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八、出席重要會議 

(一)10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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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會議」。 

(二)106.05.11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 106 年度第 4屆第

5次委員會議」。 

(三)106.05.25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專家委員推薦資格

研訂會議」。 

(四)106.05.25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2次中醫

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會前會」。 

(五)106.05.25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度預算分配

第二次意見交換會議會前座談會」。 

(六)106.06.20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2次中醫

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 

(七)10606.22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1次異常

管理小組」。 

(八)106.07.04 林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舉辦「106 年第 2次共管

會後座談會」。 

(九)106.07.16 林理事長出席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召開「全聯

會第 10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106.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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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次會議」。 

(十一)106.07.18 林理事長及何志偉議員率推動小組拜訪社子國小李奕

寬校長、葫蘆國小羅永治校長討論共同舉辦「學童護眼專案」。 

九、出版刊物 

(一)106.06.10 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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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案由：本會承辦台北世大運賽場中醫醫療服務報告案。 

決議：承辦台北世大運網球、羽球、桌球賽場中醫醫療服務，由 50位中

醫師輪流值班。 

 

第二案          提案單位：健康公益組 

案由：本會籌辦 2017 中醫大安森林公園公益慢跑活動報告案。 

決議：請本會健康公益組召集人陳曉鈞常務理事擔任大會執行長。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承辦 2017 第一屆中醫藥宣導多媒體徵選活動工作報告案。 

決議：本活動由全聯會主辦本會承辦，由媒體文宣組召集人陳朝龍常務

理事擔任執行長。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辦理長青學院第三期工作報告案。 

決議：交健康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建東監事規劃執行辦理。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推動脊損傷友友善診所案。 

決議：本會副理事長溫崇凱醫師負責推動。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推動校園學童穴位護眼實證計畫報告案。 

決議：先於本市士林區社子國小及葫蘆國小辦理。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研議規劃辦理慶祝第 88 屆國醫節系列活動案。 

說明：(一)活動日期：民國 107 年 3月 17、18 日(星期六、日) 

(二)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三)活動名稱：(1)第 10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2)2018 年台北中醫藥現代資訊展 

(3)第 88 屆國醫節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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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召開第 18 屆第 3次會員大會 

(5)慶祝第 88 屆國醫節聯歡晚會 

決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第 18 屆第 3次會員大會會員紀念品討論案。 

決議：(一)成立採購小組規劃辦理。 

(二)理事長擔任採購小組召集人，監事長為副召集人，常務理事

洪淑英、常務監事陳文戎、理事陳月琴、監事歐乃慈為採購

委員。 

 

第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第 18屆第 3次會員大會編印出版品案。 

決議：(一)《中醫師開執業手冊(修訂版)》，主編羅明宇常務理事。 

(二)《107 年中醫健保手冊》，主編陳朝龍常務理事。 

(三)《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10 週年回顧專輯》，主編邱榮鵬

常務理事。 

 

第十案          提案單位：學術教育組 

案由：請研議辦理 107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規劃案。 

決議：交學術推展委員會、教育訓練委員會規劃辦理。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舉辦 106 年度兩岸及國際交流活動案。 

決議：交國際事務組辦理。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健康公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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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聯誼活動委員會規劃辦理。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研議推派本會出席全聯會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人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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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全聯會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訂於 10 月 22 日假台中市

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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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會員人數 987 位可選派會員代表 33 人。 

決議：依往例授權理事長推派代表人選。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配合公會會務需要研議增購會館案。 

說明：(一)本會會務在歷屆理事長卓越領導下，已奠定優良的會務基礎，

現會務、業務、財務規模蒸蒸日上，現有青島西路會館已不敷

使用，請研議增購會館作為檔案室及辦理繼續教育會議廳。 

(二)依現有公會會務基金及會務運作，成立增購會館推動小組購置

第二會館，以公會現有會務發展基金準備金 25,980,335 元及醫

學進修班專款基金 8,462,492 元為購置第二會館的基金。 

決議：(一)通過，成立增購會館推動委員會，並提會員大會報告。 

(二)本會全體理監事為委員，理事長為召集人、監事長為副召集人

組成增購會館推動委員會。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推動日益多元及繁重的會務，調整會務人員待遇案。 

說明：(一)會務人員從 99年起，業已超過 6年未調整會務人員待遇。 

(二)本會 99 年度經費決算收入 2,154,409 元、105 年度經費決算收

入 29,200,556 元。 

決議：交常務理監事研究辦理。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財務管理組 

案由：為健全公會財務管理制度，請審訂「財務流程及採購請款辦法草案」。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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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財務管理組 

案由：請審查本會 106 年度 4至 6月份經費收支案。 

決議：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郭力豪、蔡嘉芳、黃士峰、洪國棟、許桂林、曾雴瑜、林玉婷 

吳耿維、黃願心、王致統、黎奕辰、黃鈺、李玉鐘、黃玉絹 

陳永清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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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玉、張惠琴、翁朝永、張福泰、張永昌、姜佩君、高千惠 

顏秋濱等 8位醫師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