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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二十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0日〈星期日〉下午 16時 00分 

地 點：本會 3樓會議廳 

主  席：林理事長源泉             紀錄：李政達                       

現場出席：理事/林源泉、楊賢鴻、沈瑞斌、陳仲豪、溫崇凱、卓雨青、 

               沈冠霖、蔡德祥、蔡令儀、林姿里、吳建東、陳文戎、 

               顏志誠、林秝萱、李坤城。 

          監事/陳俊良、陳朝宗、陳建宏、呂文智、鄭宏足、李佩璇、 

               蕭喻方、陳俊如。 

視訊出席：理事/邱榮鵬、蔡德豐、王玟玲、林虹均、陳麒方、薛宏昇、 

               黃中瑀、宋文英、陳玉娟。 

          監事/周彥瑢。 

出席人數：理事 24人、監事 9人，共 33人。 

請    假：理事/陳曉鈞、林恭儀、戴承杰。 

列    席：候補理事/羅逸文、林慶恆、施志隆、謝岳峰。 

          候補監事/張育佳、賴柏志。 

          醫師/黃景宏。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會務工作報告 

一、召開會議 

    (一)111.03.06本會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廳舉行第 20屆第 1次會員大會 

        暨國醫節慶祝大會。 

    (二)111.03.06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 

    (三)111.03.17本會舉行第 19、20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四)111.03.29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五)111.04.10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辦理醫學進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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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03.20本會舉辦「郭育誠院長經脈血壓計經方應用」課程。 

2. 111.03.27本會舉辦「十堂課教你精藥物系列課程 II」。 

    (二)辦理健保及院所業務研習會 

1. 111.03.27本會舉辦「111年診所稅務申報講座」，邀請張碧霜會 

  計師主講。 

三、會員服務工作  

    (一)111.03.14-03.16連續三日，本會辦理會員紀念品「全家寶(Q21)可 

        攜式心電圖機教育訓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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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1.03.22每位醫師 80片醫用口罩。 

五、舉辦聯誼活動 

    (一)111.03.13本會桌球社臺大杜鵑花節社團活動。 

    (二)111.03.20起每月第 1週週日上午，本會公益合唱團假公會 14樓教 

        育中心社團活動。 

六、出席重要會議 

    (一)111.03.13林源泉理事長出席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92屆國醫節 2022 

        國際中醫藥臨床學術大會暨第 4屆第 3次會員大會。 

    (二)111.03.20林源泉理事長出席彰化縣中醫師公會第 92屆國醫節暨第 

        25屆第 2次會員大會。 

    (三)111.03.24林源泉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中執會第 1次 

        共管會議」。 

    (四)111.03.27林源泉理事長出席大高雄中醫師公會第 27屆第 2次會員 

        大會。 

    (五)111.03.27林源泉理事長出席台中市中醫師公會第 27屆第 2次會員 

        大會。 

    (六)111.03.27沈瑞斌常務理事代林源泉理事長出席雲林縣中醫師公會 

        第 27屆第 2次會員大會。 

七、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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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11.03.30發行《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第 28卷第 1期。 

    (二)111.03.30發行《中醫藥研究論叢》第 25卷特輯。 

肆、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伍、年度行事活動計畫報告 

陸、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第二十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報告案。 

說明：一、「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選舉辦法第四條」參選推薦書制度案。 

      二、聘請前任理事長黃建榮醫師為本會第二十屆名譽理事長，致贈紀念 

          金盾案。 

      三、比照歷屆慣例由理事長聘請顧問案。 

      四、本會協辦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5月 15日假台北市大安森林公 

          園舉辦『中醫嘉年華活動』案。 

      五、編印 111年度會員通訊錄案。 

      六、強化會員大社群功能及各行政區 Line群組案。 

      七、中醫 Line動態貼圖設計及上架推動案。 

      八、維護會員權益，本屆權益基金請理監事自由樂捐案。 

      九、理監事聯誼基金依歷屆慣例，每位繳交 15,000元，專款專用、多 

          退少補，統籌支付理監事會議後餐費及製作西裝等費用，亦歡迎候 

          補理監事繳交聯誼基金案。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會員大會交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選舉辦法第四條」參選推薦 

      書制度討論案。 

說明：一、本會現行理監事選舉辦法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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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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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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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業經第十九屆第 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理事沈瑞斌提案，第十 

          九屆第 1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提請會員大會討論通過，交 

          第二十屆理事會研究辦理。 

審查意見：推薦書方式，因徒增法律所無之限制，亦有抵觸法律之疑慮，同意 

          廢除。 

發言摘要：一、理事蔡令儀： 

              會員人數眾多，欲參選人取得推薦書後才能登記被選舉，代表 

              其具有一定民意基礎，此制度仍屬適當。 

決議：予以廢除。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會員大會交辦：公會重大決策採用電子問卷，請會員提供意見供理事會 

      參考討論案。 

說明：第二十屆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交第二十屆理事會研究辦理。 

擬辦：本案存查參考。 

決議：存參。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林理事長提名陳仲豪常務理事、沈瑞斌常務理事二位擔任本會第二十屆 

      副理事長。 

說明：一、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條文略以：「理事長得由常務理事 

          中提名二名為副理事長，經理事會通過任命之，協助理事長推動會 

          務。」 

      二、本案業經第二十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加強服務會員強化會務機動性，請研議推舉各行政區 Line群組組長 

      人選案。(附件三)。 

說明：一、各行政區組長是 Line 群組管理人。 

      二、行政區組長協助公會向會員宣導最新醫政健保公文及公會舉辦的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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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區組長協助解決會員業務及權益事宜彙轉公會處理。 

      四、各區組長應嫺熟公會會務狀況及業務架構功能。 

      五、群組定位為會員間閒聊聯誼交流之用。 

擬辦：請各行政區理監事認養或推薦熱心會員擔任。 

決議：交聯誼社團部召委顏志誠協擬名單，並歡迎各行政區理監事認養或推 

      薦人選。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調整本會八部轄下各業務委員會之名稱、架構及順序，以強化會務組織 

      功能，連同修正本會業務委員會組織簡則案，並請推舉各業務委員會主 

      任委員人選案。(各理監事參與業務意願登記詳如附件四) 

說明：一、經第二十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提理監事會審查。 

 
         部  別 召集委員 委員會名稱 

1 
學術教育部 邱榮鵬 

學術教育委員會 

2 資訊事務委員會 

3 

服務協助部 陳仲豪 

會員服務委員會 

4 受訓醫師服務委員會 

5 健保事務委員會 

6 長照居家委員會 

7 

醫政法治部 蔡德祥 

法規研究委員會 

8 醫學倫理委員會 

9 申訴諮詢委員會 

10 

刊物出版部 楊賢鴻 

論叢編審委員會 

11 雜誌編輯委員會 

12 醫訊編輯委員會 

13 
國際學術部 溫崇凱 

國際交流委員會 

14 兩岸交流委員會 

15 

健康公益部 沈瑞斌 

媒體文宣委員會 

16 民眾諮詢委員會 

17 社區推廣委員會 

18 社會服務委員會 

19 聯誼社團部 顏志誠 公共關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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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聯誼活動委員會 

21 社團活動委員會 

22 

財務管理部 陳朝宗 

財務管理委員會 

23 會員福利委員會 

24 權益基金委員會 

 

      二、本會業務委員會組織簡則因應此次組編調整，一併修正。(業務委 

          員會組織簡則詳見附件五) 

      三、各業務委員會成員名單，請各委員會主委於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請追認。 

決議：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強化會務組織，擬增設一位秘書長、二位副秘書長。 

說明：一、擬參考本會章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條文：「理事長得由常務理事中   

          提名二名為副理事長，經理事會通過任命之，協助理事長推動會 

          務。」 

      二、本案業經第二十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擬辦：為協助理監事會及會務秘書處共同推動會務，得另聘秘書長、副秘書長 

      ，經理事會通過任命之。並配合辦理後續提請會員大會修正章程作業。  

發言摘要：一、理事陳文戎： 

              本案有程序問題。未經理監事會議同意增設秘書長/副秘書長               

              職務，應待理監事決議通過後，再正式提名人選為宜。若欲比 

              照副理事長職務設計，則應修訂本會章程，更需取得會員大會 

              同意。另外，其工作任務及職務內容需先釐清、規劃好。 

          二、吳瑞玲總幹事： 

              候補理事日後可能有機會遞補成正式理事，可能不適合擔任秘 

              書長/副秘書長。 

          三、理事蔡德祥： 

              或許以「機要秘書」職稱協助會務人員工作為宜。 

          四、監事呂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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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議程第四、七、八案皆以會務推動為由來設職，是否疊床架 

              屋。 

決議：交法規研究委員會研議，經常務理監事會議討論後，並於下一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提案。 

法規委員會意見： 

為避免混淆人團法行政人員名稱，名稱宜改為執行長和副執行長。 

第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強化會務組織，擬約聘前總幹事蔡新富先生為理事長特助乙職案。 

說明：本案業經第二十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採一年一聘方式 

      聘任之，並於 3月 31日向勞保局辦理退休轉出作業。 

擬辦：請研議聘任期間起迄日，俾辦理後續相關人事業務。 

決議：通過，自 111年 4月 1日起至 112年 3月 31日止。 

第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登記社團法人理監事名單更新聲請案。 

說明：本會第二十屆理監事改選己於 111年 3月 6日辦理完成，依法要向臺 

      灣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法人理監事變更，需檢附聲請書、理監事願任同意      

書、理監事用印、身份證正反面影本等文件。  

擬辦：辦理異動聲請，需全體理監事用印的私章，委由公會統一代刻印章(僅 

      限法院異動聲請作業使用)。 

決議：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 111年 1-3月份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案。 

      (附件六、七、八) 

發言摘要：一、監事長陳俊良： 

              本會 111年 1-3月份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業 

              經新任監事會審查無誤，提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告確認。 

決議：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維護中醫地位，爭取中醫權益，本屆權益準備基金推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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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為維護會員權益，公會成立權益準備基金，依據政治獻金法，贊 

          助對中醫友好民意代表及民選首長之擬參選人。 

      二、歷屆累存權益基金(附件八之三)。 

擬辦：依歷屆慣例請理監事踴躍捐款贊助權益準備基金。 

決議：本案通過，採自由樂捐方式。林理事長於現場捐款贊助權益基金 20萬   

元。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強化理監事會功能，本屆理監事依歷屆慣例設置理監事聯誼基金案。 

說明：理監事聯誼基金依歷屆慣例，每位繳交 15,000元，專款專用多退少補 

      ，統籌支付理監事會議後聯誼餐費及製作西裝等費用，歡迎候補理監事 

      繳交聯誼基金參與團隊事務。 

擬辦：請全體理監事每位繳交 15,000元費用，並歡迎候補理監事交聯誼基金 

      參與服務團隊事務。 

決議：通過。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研議規劃辦理 111年度學術研討會及繼續教育課程案。(附件九) 

擬辦：交學術教育部學術教育委員會規劃。 

決議：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研議辦理 111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案。 

擬辦：交聯誼社團部聯誼活動委員會規劃。 

發言摘要：一、監事鄭宏足、監事呂文智、常務理事溫崇凱、理事陳文戎： 

       第 19屆理監事會議業已對本年度自強活動澎湖行決議通過成 

       案，基於公會誠信及政策延續性，前案未遭否決，何來新案。 

決議：因行程接洽及疫情關係，澎湖行暫延至明年舉辦，交聯誼社團部召委 

   顏志誠規劃今年度自強活動時間、地點，並於常務理監事會再行報告。 

 

備註：後查 111年度自強活動案，始於 111年 1月 9日第十九屆第 13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提案，決議交常務理監事會研究辦理，於 111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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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屆第 18次常務理監事會討論，決議交下一屆理監事會研究辦理。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公會為會員投保新年度醫療責任險案。 

說明：新光產物保險公司承辦本會醫療責任險於 111年 6月 6日零時到期。 

擬辦：一、會員服務委員會、財務管理委員會與會員福利委員會辦理。 

      二、公開招標，邀請三家以上信譽服務良好之產物保險公司投標。 

決議：通過。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吳凱麗、周祐祺、鍾政勳、李思誠、蔡璧卉、鍾學華、劉夢薇、劉保良 

   、顏妏真、姚漢傑、李詠婷等十一位醫師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   

發證，請追認案。 

決議：通過。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施純全名譽理事長逝世，請註銷會籍案。 

決議： 

備註：業已議決，屬重複提案，故予銷案。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李孟蓉、陳金女、林承潔、王海亭、王甜如、李玉雯、許瓅勻、吳秉富 

   、羅仕寒等九位醫師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 

決議：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人：常務理事溫崇凱 

案由：建請會員大會廢除會員委託出席書案。(附件十) 

說明：依人民團體法第 38條及本會章程第 14條略以「會員不能親自出席 

      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 

審查意見：事關未克出席的會員權益，建議由本會函請主管機關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解釋。 

發言摘要：一、理事蔡德祥： 

       附件十係內政部部長電子信箱回復內容，廢除屬團體內部組織 

       與事務運作之自主決定，尚符人民團體法第 38條，並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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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廢除票共 15票（現場 8＋視訊 7），保留票共 12票（現場 11＋視訊 1）。 

決議：廢除票大於保留票，提案通過，因屬重大章程修正議題，應提交會員 

      大會決議後修改章程。 

備註：查本會章程第三十七條規定略以「會員大會、理事會及各種會議，…… 

      出席人數之較多數之同意，方得決議可否，同數取決於主席。……」， 

      15票對 12票，因無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之設計，可為決議。但仍建請 

      法規研究委員會研蒐正反方意見提出補充說明，日後於會員大會提案時 

      可以向會員報告。 

法規委員會會後整理大家意見： 

優點: 

1.真實反應會員意見。 

2.避免因不同陣營索取委託書，造成會員的壓力與困擾。 

3.可防止會員受到老闆的壓迫，不能自由行使意志。 

缺點: 

因身體不便或其他因素無法親自出席，若取消委託票，無法保障會員的選舉權。 

柒、臨時動議： 

臨一案                                            提案人：理事顏志誠 

案由：有會員反應，本會 14樓教育中心，門牌標示建議區分清楚，避免爭議。  

決議：囑交公會蔡特助處理。 

臨二案                                            提案人：監事鄭宏足 

案由：建請爾後理監事聯席會議之議程與議案，於一週前通知，並應將會議 

      紀錄與決議通知予理監事團隊。  

決議：通過。 

臨三案                                            提案人：理事李坤城 

案由：申請成立本會華陀五禽戲社團一案 

說明：照顧中醫師健康與推廣台北市民運動。 

擬辦：敬邀中醫師同道參加社團，每月活動一次，一次兩個小時。 

決議：歡迎循本會社團活動辦法申請。 

捌、下午 18時 00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