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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9屆第 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月 21日〈星期日〉15時 

地 點：台北市青島西路 11號 3樓會議廳 

現場出席：理事/黃建榮、陳曉鈞、呂文智、陳文戎、陳贊文、林恭儀 

陳朝宗、郭育誠、楊仁鄰、宋文英、沈瑞斌、呂梯青 

          監事/林源泉、謝福德、顏志誠、吳建東、蔡德豐、蔡易憲 

視訊出席：理事/陳建宏、陳俊良、黃中瑀、薛宏昇、陳天定、邱榮鵬 

               賴柏志、王玟玲、蔡令儀、陳信任、高定一、張廷瑋 

          監事/歐乃慈、葉家豪 

請  假：理事/溫崇凱、鄭宏足、周彥瑢 

        監事/劉佳祐 

視訊列席：楊正成、林秝萱、李玟笭 

主席：黃建榮理事長          紀錄：蔡新富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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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17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4次媒體文宣委員會議。 

(二)110.08.31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5次媒體文宣委員會議。 

(三)110.09.28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15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四)110.10.19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16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五)110.10.29本會召開第 19屆資訊事務委員會議。 

(六)110.11.09本會召開第 19屆合唱團籌備會議。 

(七)110.11.18本會召開第 19屆第 17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110.09.05本會舉辦「林以正脈象中筋膜張力訊息在內科應用及針灸

處理初階班視訊講座」。 

(二)110.9.5、110.10.3與台灣中醫醫學會合辦「雷射針灸臨床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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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三)110.09.26、110.10.31、110.11.21 與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合辦「曾

天德董氏奇穴臨床應用講座」。 

(四)110.9.26、110.10.24與中華肝病醫學會合辦「十堂課教你精藥物系

列課程講座」。 

(五)110.10.16-20 本會舉辦「天津吳雄志呼吸系統疾病六經辨治臨床應

用視訊講座」。 

(六)110.10.24與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合辦「黃碧松理事長微針特種針法

藥物結合難病應用課程講座」。 

(七)110.11.14、110.11.21 舉辦「美國吳奇針灸結合經方治療疑難雜症

視訊講座」。 

(八)110.11.14本會舉辦「李德茂教授經方臨床應用講座」。 

三、承辦衛福部 110 年度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網絡計畫。 

(一)110.08.22 於新北市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養生大講堂系列講座

(一)」。 

(二)110.08.25於基隆市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FACEBOOK直播講座-痠

痛 OUT實用穴道按摩保健」。 

(三)110.09.17於基隆市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FACEBOOK直播講座-膝

蓋卡卡怎麼辦中醫教您如何保養膝關節」。 

(四)110.9.24 至 11.19 每周五於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舉辦中醫社區網絡

計畫「義診活動」。 

(五)110.09.26於台北市市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中醫預防醫學系列講

座」。 

(六)110.09.26 於新北市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養生大講堂系列講座

(二)」。 

(七)110.09.27於宜蘭地區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宜蘭縣師生共學講座

(一)中醫養生」 

(八)110.10.5 至 11.16 每周二於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舉辦中醫社區網絡

計畫「義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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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0.10.16於金門縣金城鎮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110年度中醫健

康講座講座」。 

(十)110.10.21召開衛福部社區醫療及長照服務計劃台北區成果發表會。 

(十一)110.10.21 於馬祖地區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110年度中醫健康

講座講座」。 

(十二)110.11.7 西門町紅樓二樓劇場 110 年度「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

期照顧服務網絡計畫」全國成果發表會」。 

(十三)110.11.09 於宜蘭地區舉辦中醫社區網絡計畫「宜蘭縣師生共學講

座(二)從免疫觀點預防失智、失能」。 

四、防疫物資服務工作 

(一)配合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配發執業醫師免費防疫物資： 

109年 

02/04 每位醫師 11片醫用口罩 

02/10 開業醫師 25片醫用口罩、執業醫 15片醫用口罩 

02/14、2/17 每位醫師 70片醫用口罩。 

02/24 每位醫師 3片 N95口罩。 

03/04 每位醫師 140片醫用口罩。 

03/13 每位醫師 80片醫用口罩、3片 N95口罩、1只防護面罩。 

03/24 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件拋棄式隔離衣、3片 N95口罩。 

04/09 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04/23 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 

05/07 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3件拋棄式隔離衣。 

05/20 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 

06/03 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 

07/02 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3片 N95。 

07/13、7/27、8/12、09/04、9/21、10/21、11/03、11/16、11/30、

12/18 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110年 

1/8每位醫師 240片醫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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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8、4/8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 

6/7每位醫師 320片醫用口罩、3片 N95、3件拋棄式隔離衣。 

7/26每位醫師 560片醫用口罩、6片 N95、6件拋棄式隔離衣。 

8/23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罩、6片 N95、6件拋棄式隔離衣。 

9/24每位醫師 320片醫用口罩。 

(二)協助會員代購防疫酒精、護目鏡、防護面罩、血氧機、額溫槍。 

(三)印製防疫文宣 2份贈送會員張貼於院所。 

五、出席重要會議 

(一)110.08.17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110年第 3次

異管小組會議」。 

(二)110.09.14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共管小組會前

會(遠端參加)」。 

(三)110.09.16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110年第 3次

共管會議」。 

(四)110.10.07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第 11屆第 6

次審查會議」。 

(五)110.10.24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醫師全聯會召開「全聯會第 11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六)110.11.04黃建榮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第 6屆第 6次

委員會議」。 

(七)110.11.8黃建榮理事長出席衛福部「研商中醫參與居家醫療及長期

照顧服務會議」 

六、出版刊物 

(一)110.09.30發行《首都中醫報導》第 53期。 

(二)110.09.30發行《中醫藥研究論叢》第 24卷第 3期。 

(三)110.09.30發行《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第 27卷第 2期。 

伍、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陸、年度活動計畫報告 

柒、各業務委員會工作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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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原任理事熊偉程醫師退會，遞補理事案。 

說 明：熊偉程理事於 10/25 辦理退會，依本會章程第 20 條由候補理

事呂梯青醫師遞補。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專案執行長陳曉鈞 

案  由：本會承辦衛福部「110年度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

網絡計畫」台北區專案報告案。 

說 明：一、計畫主題:社區醫療、居家醫療、社區據點長照等中醫服

務及推廣。 

二、計畫期間:110年 2月 1日至 12月 15日。 

三、8月 15日舉辦台北區社區醫療執行與經驗分享研習會師資

培訓及預防醫學講座。 

四、台北區成果發表會於 10/21 舉行，全國發表會於 11/7 於

台北紅樓舉行。 

決  議：通過。衛福部 111年度專案台北區計劃案擬由本會再度提出申

請。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2022第 14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籌備案。 

說 明：一、大會時間：2022年 3月 5-6日(星期六、日) 

二、大會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三、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決  議：會員大會晚宴是否舉辦視疫情而定。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明年 3/6 舉辦第 20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贈送親自出席會員紀念

品及大會出版品與頒獎案。 

說 明：一、經 110.9.28 第 19 屆第 15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親自出席會員贈送大會紀念品:全家寶心電圖機(編號

4719879070040)。 

二、大會出版品有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第 92 屆國醫節特刊

>>、<<台灣中醫治療 COVID-19病例專輯>>。 

三、會員大會頒獎獎項:第七屆中醫杏林獎、2022 中醫藥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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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著作獎、臨床醫學獎作貢獻獎、熱心公益服務會務奉

獻、會員子女獎學金、國醫盃優勝獎盃等。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第 20屆理監事選舉選務工作案。 

說 明：一、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9 屆理事、監事將於 111 年 3 月 9

日任期屆滿，公會依法將於 111 年 3 月 6 日召開第 20 屆

第 1 次會員大會，進行第 20 屆理事、監事選舉，選出新

任理事、監事。 

二、有關第 20 屆理監事選舉辦法、候選人登記辦法、候選人

推薦書格式、公告日期，候選人號次抽籤、開會通知、出

席委託書、會員報到領取委託書、大會報到截止時間，選

舉之發票人、唱票人、計票人、監票人選務工作規劃等事

宜。 

決 議：通過推薦書採電子表單與紙本並行。 

第六案                     提案單位：理事沈瑞斌 

案 由：廢除本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選舉辦法」第四條、會員

欲登記為選票上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者，須於規定時間

內，接受五人(含本人)以上推薦方具資格，推薦書只能推薦一

人。推薦二人以上者無效。」之規定案。 

說 明：一、有關本會會員欲參選本會理、監事，須備 5份推薦書方具

登記為選票上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之資格部分，參考其

他縣市公會(如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選舉並無類此

之規定，且人民團體法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亦無相關

限制規定。 

二、上述規定對人民(會員)參與人民團體選舉之權利，增加法

律所無的限制，允予以廢除為宜。 

審查意見：一、法規委員會審查意見：提案人建議公會修正內容並無疑

義。是否變動，提請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再送交

會員大會決議。 

二、常務理事會審查意見:提案人建議廢除理監事候選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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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辦法，應有配套措施始能廢除。 

決 議：事關會員參選權益，茲事體大，提請會員大會討論。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舉辦 111年度國醫盃球類及聯誼活動比賽案。 

決 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10年 8-10月份經費收支案。 

決  議：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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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第十案                    提案單位：監事會、財務委員會 

案  由：請審查 111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案。 

決  議：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莊可鈞、蘇映慈、蔡欣妤、呂桓毅、蕭家駒、馬碩煒、賴慧真 

吳宗城、張愛伶、劉興賢、巫亭葦、張永昌、蕭文豪、翁朝永 

程良雯、江忠軒、顏嘉慶、杜艷瑾、連鴻蓉、黃鈺婷、李  涵 

梁  曦、徐碧韓、蔡昀辰、涂育維、陳冠宇、劉恕維、薛以昀 

徐沛鈴、李文韶等 30 位醫師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發

證，請追認案。 

決  議：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劉禮維、王俊元、張嘉駿、蔡嘉芳、李振川、王毓翔、熊偉程 

蔡宛妤、陳韋閔、李芊蓉、羅曉華等 11 位醫師申請退會，請

註銷會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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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施純全醫師逝世，請註銷會籍案。 

決  議：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桌球社   

案  由：本會桌球社擬舉辦跨縣市桌球聯誼賽申請公會補助費用及協助

討論案。 

說  明：本會桌球社擬於 110.12.19於台大體育館桌球室，舉辦北北基

宜桃（五縣市）桌球聯誼賽，預計有 60 人參加。活動費用由

北北桃三公會共同分擔。 

審查意見：本會補助桌球社辦理跨縣市公會聯誼活動，依公會社團活動

補助辦法第六點申請補助，並提供人力協助。 

決  議：通過。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本會未執業的資深會員常年會費優惠討論案。 

決  議：交常務理監事會研擬優惠辦法。 

第十六案            提案人：副理事長陳曉鈞、常務理事陳文戎 

案  由：台灣○○○學會委託○○法律事務所函：「山元式新頭針療法」

申請商標註冊在案，非經台灣○○○學會研習課程之醫師，不

得使用該商標講授發表及推廣以免侵權，討論案。 

說  明：一、律師函文及商標註冊詳附件。 

二、台灣○○○學會於 110 年 3/12 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山元

式新頭針療法」商標註冊，9/16 公告註冊，今年 12/16

異議期限截止。 

審查意見： 

法規委員會審查意見： 

一、針灸治療乃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相傳數千年之傳統治療

方式。惟因有人擅自以日本姓氏加上新頭針療法，向中華

民國申請所謂商標註冊，承辦人員或許囿於缺乏醫療專業

知識，一時不察給予註冊商標，並不因此而影響針灸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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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廣，蓋救人的方法越多越好，宜由公會或全聯會去函

異議，以正視聽。 

二、蓋“新頭針療法”並無專利 授予問題。爭點在于“山元

氏”三字有申請註冊商標。按中華民國專利法規定，姓名

並無專利權，否則，張三、李四均可以姓名申請專利商標，

豈非天下大亂。建議爾後授課或醫療時勿再使用“山元

式”三字，以免對方有異議。 

擬辦:理監會議討論後，函請全聯會發文，以正視聽。 

決議：通過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名譽理事長施純全教授生前對中醫貢獻卓越，中醫界成立「紀

念施純全教授獎助學金」，本會擬贊助中醫學子案。 

決議：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理事郭威均醫師請辭第十九屆理事案。 

說明：郭威均理事請辭理事乙職，依本會章程第 20 條，由候補理事張

廷瑋醫師遞補。 

決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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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常務理事陳曉鈞、陳文戎 

 

案由： 

台灣山元式學會委託棟宇法律事務所函：「山元式新頭針療法」申請商標

註冊在案，非經台灣山元式學會研習 8 期課程之醫師，不得使用該商標

講授發表及推廣以免侵權，討論案。 

 

說明： 

1.律師函文及商標註冊詳附件。 

2.台灣山元式學會於 110年 3/12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山元式新頭針療法」

商標註冊，9/16公告註冊，今年 12/16 異議期限截止。 

 

審查意見： 

法規委員會審查意見： 

1.針灸治療乃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相傳數千年之傳統治療方式。惟因

有人擅自以日本姓氏加上新頭針療法，向中華民國申請所謂商標註冊，

承辦人員或許囿於缺乏醫療專業知識，一時不察給予註冊商標，並不因

此而影響針灸療法的推廣，蓋救人的方法越多越好，宜由公會或全聯會

去函異議，以正視聽。 

2.蓋“新頭針療法”並無專利 授予問題。爭點在于“山元氏” 三字有

申請註冊商標。按中華民國專利法規定，姓名並無專利權，否則，張三、

李四均可以姓名申請專利商標，豈非天下大亂。建議爾後授課或醫療時

勿再使用“山元式”三字，以免對方有異議。 

 

擬辦: 

理監會議討論後，函請全聯會、衛福部，並由全聯會發文，統一對外公

開澄清，以正視聽。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