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20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記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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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人 

二、實際出席人數：1021 人（含親自出席 886人、委託出席 135人） 

                             （詳如簽到冊） 

三、缺席人數：140人 

四、列席人員： 

1.台北市議員張茂楠 

2.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黃世傑 

3.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周榆修 

4.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人團科股長蘇麗娟 

5.中央健康保險署台北業務組科長楊淑娟 

6.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陳旺全 

7.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顧明津 

8.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陳朝龍 

9.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榮譽理事長陳曉鈞 

10.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陳麒方 

11.中華民國中醫藥學會理事長陳志芳 

12.台灣基層中醫師協會名譽理事長陳潮宗 

13.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名譽理事長謝福德 

14.中華民國中醫癌症醫學會理事長黃碧松 

15.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理事長呂文智 

16.台灣中醫家庭醫學醫學會榮譽理事長葉家豪 

17.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榮譽理事長潘銀來 

18.台灣中醫男科學會理事長楊仁鄰 

19.中華中醫學會理事長陳贊文 

20.台灣中醫師同德醫學會理事長施丞修 



21.中華民國女中醫師協會理事長李美櫻 

22.中華中醫藥實證醫學會理事長林姿里 

23.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張文靜 

24.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長陳志明 

25.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楊邦宏 

26.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理事長沈明德 

27.台北市檢驗師公會理事長劉兆偉 

28.台北市驗光生公會理事長許正格 

肆、主  席：黃建榮              紀錄：吳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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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頁至 38 頁 

二、監事會工作報告：詳見大會手冊第 39頁 

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一０年度會務工作審查案。 

說明：一、會務工作報告請見大會手冊第 13 頁。 

      二、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一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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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第十九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帳目 

          相符，提請大會追認。 

審查意見：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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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第十九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預算 

尚稱允當，提請大會審查。 

審查意見：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一一一年度工作計畫案。 

說明：一、工作計畫書見大會手冊第 45 頁至 47 頁。 

二、經本會第十九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工作

計畫尚屬週密，提請大會審查。 

審查意見：通過後交理事會實施。 

決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一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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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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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第十九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帳目

相符，提請大會審查。 

審查意見：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六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一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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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頁至第 74頁。 

二、經本會第十九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所列賬目

相符，提請大會審查。 

審查意見：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一一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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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至第 76頁。 

二、經本會第十九屆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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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意見：通過後交理事會存查。 

決議：通過。 

 

第八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廢除「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選舉辦法」第四條條文，提請 

      討論案。 

說明：一、本會現行理監選舉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廿條、人民團體選罷法

第六條暨本會第十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第十八屆會員大會通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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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人，推薦二人以上者無效。」（請參閱大會手冊

第 44頁） 

二、本案業經第 19屆第 1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理事沈瑞斌提案通過

，第 19 屆第 1 次臨時理監事會議通過提請會員大會討論。 

審查意見：事關會員參選權益，及理監事選舉選務作業，本案提請會員大

會討論，大會通過後，交下一屆理事會研究辦理。 

決議：通過，交下一屆理事會研究辦理。 

 

第九案：           提案人: 呂文智、鄭宏足     

案由：攸關會員權益的重要議題，建議公會採用電子問卷請會員提供 

      意見，作為公會重大決策依據，請討論案。 

說明：一、攸關會員權益的重要議題，應提請會員大會討論議決，休會期

間，為尊重會員的意見，整合會員的共識，公會應採用通訊群

組藉由電子問卷方式彙整會員意見，再提請理事會議討論。 

二、重要議題諸如： 

    1.本會理事長改選，擬參選人的民調，做為協調產生理事 



 

     長候選人的參考依據。 

    2.代表本會參選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人選產生。 

    3.其他攸關會員權益的重大議題。 

      三、提請會員大會討論，大會通過後，交下一屆理事會研究辦 

          理。 

決議：本案保留，提交下一屆理事會研究。 

玖、臨時動議(無) 

拾、選舉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人數： 

        今天會員大會出席人數： 

*應出席會員 1161人 

*出席 1021 人（含親自出席 886 人、委託出席 135 人） 

        出席會員超過法定人數宣布截止報到並進行選舉。 

二、宣布選舉辦法及選務人員名單： 

監票：陳志芳、林展弘、黃建榮 

發票：蔡德豐、高定一、陳俊如、陳麒方、黃中瑀 

唱票：邱榮鵬、蔡德祥、蕭喻方、張廷瑋、陳士源 

      陳朝宗、謝岳峰、周宗翰、賴柏志、沈冠霖 

記票：陳仲豪、何達宥、顏志誠、鄭宏足 

三、發出理監事選舉票 911 張，收回理事選舉票 910張、監事選舉票 909

張。 

四、第 20 屆理事當選名單： 

(收回理事選舉票 910 張，有效票 893 張、無效票 17張) 

蔡德豐 531 票、*陳曉鈞 486 票、*邱榮鵬 485 票、林源泉 480 票 

卓雨青 389 票、*溫崇凱 355 票、沈冠霖 354 票、蔡德祥 349 票 

*蔡令儀 349 票、楊賢鴻 340 票、*沈瑞斌 340 票、陳仲豪 337 票 

林姿里 335 票、吳建東 330 票、*林恭儀 325 票、*陳文戎 324 票 

顏志誠 314 票、戴承杰 308 票、*王玟玲 298 票、林虹均 298 票 

陳麒方 296 票、*薛宏昇 295 票、林秝萱 293 票、李坤城 291 票 

*黃中瑀 285 票、*宋文英 285 票、陳玉娟 284 票，以上 27 位當選



第 20屆理事。 

歐乃慈 282 票、褚衍強 282票、*郭育誠 281 票、羅逸文 279 票 

林慶恆 276 票、陳星諭 273票、施志隆 269 票、周宗翰 262 票、 

謝岳峰 261 票，以上 9 位當選第 20 屆候補理事。 

高定一 275 票、陳天定 274 票原第 19 屆理事連任不能超過 2 分之 1

，故不能列入第 20屆候補理事。 

備註：註記*會員為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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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第 20 屆監事選舉票前 9名名單： 

(收回監事選舉票 909 張，有效票 868 張、無效票 41張) 

陳建宏 572 票、陳朝宗 567 票、呂文智 434 票、陳朝龍 427 票 

鄭宏足 425 票、陳俊良 353 票、李佩璇 333 票、蕭喻方 314 票 

陳俊如 308 票，陳朝龍宣布放棄監事當選資格，由得票 306 票周彥

瑢遞補。 

六、宣布第 20 屆監事當選名單： 

陳建宏 572 票、陳朝宗 567票、呂文智 434 票、鄭宏足 425 票 

陳俊良 353 票、李佩璇 333票、蕭喻方 314 票、陳俊如 308 票 

周彥瑢 306 票以上共 9 位當選第 20 屆監事。 

張育佳 285 票、賴柏志 285票、陳信任 277 票，以上 3位當選第 20

屆候補監事。 

 

拾壹、散會（下午 6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