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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二十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7月 10日〈星期日〉下午 15時 00分 

地 點：本會 3樓會議廳 

主  席：林理事長源泉             司儀：顏理事志誠                       

現場出席：理事/林源泉、陳仲豪、沈瑞斌、邱榮鵬、蔡德豐、溫崇凱、 

               卓雨青、沈冠霖、蔡德祥、林姿里、吳建東、顏志誠、 

               王玟玲、李坤城、陳玉娟。 

          監事/陳俊良、陳朝宗、周彥瑢、呂文智、李佩璇、蕭喻方。 

視訊出席：理事/楊賢鴻、戴承杰、陳文戎、林虹均、陳麒方、薛宏昇、 

               林秝萱、黃中瑀、宋文英。 

          監事/陳建宏、鄭宏足、陳俊如。 

出席人數：理事 24人、監事 9人，共 33人。 

請    假：理事/陳曉鈞、蔡令儀、林恭儀。 

列    席：候補理事/褚衍強、羅逸文、謝岳峰。 

          醫師/黃景宏、張勝鈞、林毓淳。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來賓介紹 

    1.立法院蔣萬安委員 

    2.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十三屆名譽理事長陳旺全醫師 

    3.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十八屆名譽理事長林展弘醫師 

肆、會務工作報告 

一、召開會議 

    (一)111.04.21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2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二)111.05.12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1次媒體文宣委員會會議。 

    (三)111.05.24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1次刊物出版部聯席會議。 

    (四)111.05.26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1次會員服務委員會暨行政區幹部會 

        議。 

    (五)111.06.21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3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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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11.07.10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3次監事會議。 

(七)111.07.10本會召開第 20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舉辦學術活動 

    (一)辦理醫學進修課程 

1. 111.04.17 本會舉辦「天津吳雄志教授溫病學六經辨治臨床應用」 

視訊講座系列課程。 

2. 111.04.17 本會舉辦「郭育誠院長經脈血壓計經方應用」課程第 2 

堂課。 

3. 111.04.24 本會舉辦「天津吳雄志教授溫病學六經辨治臨床應用」 

視訊講座系列課程第 2堂課。 

4. 111.05.01 本會舉辦「天津吳雄志教授溫病學六經辨治臨床應用」 

  視訊講座系列課程第 3堂課。 

5. 111.05.07 本會舉辦「天津吳雄志教授溫病學六經辨治臨床應用」 

  視訊講座系列課程第 4堂課。 

6. 111.05.15 本會舉辦「美國吳奇教授吳氏移光定位針灸治療濕疹、 

異位性皮炎、牛皮癬等難治疾病的方法與臨床實證分享」視訊特別 

講座課程。 

7. 111.05.15 本會舉辦「郭育誠院長經脈血壓計經方應用」課程第 3 

  堂課。 

8. 111.05.22 本會舉辦「美國吳奇教授吳氏移光定位針灸治療濕疹、 

  異位性皮炎、牛皮癬等難治疾病的方法與臨床實證分享」視訊特別 

  講座課程第 2堂課。 

9. 111.05.22 本會舉辦「十堂課教你精藥物系列課程 II」第 3 堂課。 

10. 111.06.19 本會舉辦「郭育誠院長經脈血壓計經方應用」課程第 

4堂課。 

11. 111.06.26 本會舉辦「十堂課教你精藥物系列課程 II」第 4堂課。 

12. 111.07.10 本會舉辦「蔡德祥院長基礎針刀與超音波應用講座」

系列課程。 

    (二)辦理健保及院所業務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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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07.03 本會舉辦「2022 新科中醫師執業(負責醫師訓練)研習 

  會」，邀請楊正成醫師、李兆環律師、邱榮鵬常務理事、陳仲豪副 

  理事長、蔡德祥理事主講。 

三、記者會 

    (一)111.05.13林源泉理事長、沈瑞斌副理事長出席與何志偉立法委員在 

        立法院召開「中醫抗疫視訊診療記者會」。 

四、會員服務工作  

    (一)111.05.10-05.12 連續三日，本會辦理協助會員診所代購並發放醫療 

        級快篩試劑計 2萬 1千支。 

    (二)111.06.06-06.08 連續三日，本會辦理協助全聯會及各藥廠配發清冠 

        一號予參與公費清冠一號視訊診療診所，本次配發廠牌為華陀。 

    (三)111.07.01、07.04-07.05連續三日，本會辦理協助全聯會及各藥廠 

        配發清冠一號予參與公費清冠一號視訊診療診所，本次配發廠牌為立 

        康。 

    (四)111.07.08、07.11-07.12連續三日，本會辦理協助全聯會及各藥廠 

        配發清冠一號予參與公費清冠一號視訊診療診所，本次配發廠牌為順 

        天堂。 

五、推行社會公益工作 

    (一)111.06.07由林源泉理事長、陳俊良監事長、邱榮鵬常務監事錄製大 

        眾宣導短片「確診了中醫幫幫忙三部曲」。 

    (二)111.06.30林源泉理事長個人捐贈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樂儀旗隊 

        防疫保健茶。 

    (三)111.06.30林源泉理事長個人捐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防疫保健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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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13-06.15連續三日，本會辦理發送每位醫師 160片醫用口 

  罩。 

七、舉辦聯誼活動 

    (一)111.04.17桌球社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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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11.06.12桌球社社團活動。 

    (三)111.06.19林源泉理事長出席本會華佗五禽戲社社團成立大會。 

    (四)111.07.03羽球社社團活動。 

    (五)111.07.03桌球社社團活動。 

    (六)111.07.10公益合唱團社團活動。 

八、國際交流活動 

    (一)111.04.16林源泉理事長應加拿大卑詩省中醫師公會邀請，以錄影致 

        詞祝賀 2022 加拿大中醫針灸國際學術大會開幕。 

九、出席重要會議 

    (一)111.04.17林源泉理事長出席中醫師全國聯合會第 11屆第 11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二)111.04.21林源泉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第 11屆第 8次審 

        查醫藥專家會議」。 

    (三)111.04.22林源泉理事長、沈瑞斌副理事長出席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COVID-19 確診中醫居家照護暨台灣清冠一號』記者會。 

    (四)111.04.30沈瑞斌副理事長代表林源泉理事長出席台北市 21大醫事 

        團體聯誼會。 

    (五)111.05.12林源泉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第 6屆第 8次委員 

        會議」。 

    (六)111.05.19林源泉理事長、沈瑞斌副理事長視訊出席中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主辦『中醫視訊診療暨公費清冠一號線上說明會』。 

    (七)111.06.29林源泉理事長視訊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召開 111 年第 1 

        次『中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臨時會議。 

    (八)111.07.05林源泉理事長出席施純全教授 2022 年度獎學金獎助工作 

        事宜第一次會議。 

    (九)111.07.07林源泉理事長、陳仲豪副理事長出席中執會台北區分會 

       「第 7屆第 1次委員會議」。 

十、出版刊物 

    (一)111.05.01出版第二十屆理監事會 111年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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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錄》。 

伍、重要公文摘錄（詳公會官網）  

陸、年度行事活動計畫報告：略 

柒、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第二十屆第 2次、第 3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報告案。 

說明：一、本會為會員投保新一年度醫療責任險，經由會員服務委員會、財 

          務管理委員會與會員福利委員會決定投保方案，並於 111.6.2與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簽訂醫師業務責任險合作備忘錄。 

      二、111年度會員自強活動三峽大板根森林舒活之旅，由全龍旅行社有 

          限公司承辦。 

      三、本會 110 年度社團成果評鑑業經核定並補助社團活動獎勵金。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第二十屆各業務委員會召集人與全體委員名單追認，並頒發召集 

      人、正副主委聘書報告案。 

說明：一、依據本會業務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三條、第四條辦理。 

      二、經第二十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授權召集人遴聘各業務 

          委員會成員，並於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請追認。 

      三、頒發各業務委員會召集人、正副主委聘書。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第二十屆各行政區 Line 群組組長名單追認並頒發聘書案。 

說明：一、各行政區組長名單如下。 

           

 

 

 

       

行政區 組長 行政區 組長 
中正區 林姿里 信義區 林恭儀 
大同區 楊正成 士林區 李佩璇 
中山區 褚衍強 北投區 林虹均 
松山區 顏志誠 內湖區 周彥瑢 
大安區 宋文英 南港區 陳文戎 
萬華區 林秝萱 文山區 沈冠霖 



  
-6- 

      二、頒發各行政區組長聘書。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2023第 15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籌備案。 

說明：一、大會時間：2023 年 3月 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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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立籌備委員會 

      五、大會主題：中醫實證與全球化 

      六、規劃系列活動、特別講座 

      七、大會通告及國內報名辦法 

擬辦：經第二十屆第 3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推舉陳監事長俊良擔任 

      籌備委員會執行長，陳仲豪副理事長與沈瑞斌副理事長與邱榮鵬常務理 

      事三位擔任籌備委員會副執行長，推動籌備相關事宜。 

決議：交籌備委員會籌辦後續相關事宜。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112年 3月 12日(日)舉辦第 20屆第 2 次會員大會贈送出席會員紀念品 

      ，及大會出版品與頒獎事宜規劃案。 

說明：一、經第二十屆第 3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推舉財務委員會主 

          委陳常務監事朝宗成立採購小組，規劃辦理會員紀念品採購事宜。 

      二、預定明年三月出刊：大會論文集、大會手冊、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 

          <<國醫節特刊>>、中醫藥研究論叢四本出版品。 

      三、會員大會頒獎獎項： 

          1.中醫杏林獎。 

          2.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 

          3.111年度臨床醫學課程貢獻獎。 

          4.會員子女獎學金。 

          5.國醫盃優勝獎盃。 

決議：會員紀念品交採購小組規劃辦理，大會出版品交刊物出版部編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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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報告：財務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朝宗常務監事發言表示，除林理事長、 

          陳監事長及本人為採購小組之當然委員，亦已徵得鄭宏足監事、宋 

          文英理事、林姿里理事、陳俊如監事等四位為採購委員。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首都報導》改以紙本與電子期刊併行寄送，採雙月刊發行案。 

說明：一、經第二十屆第 3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自今年八月份起改 

          採雙月刊方式出刊，目前會員仍以紙本寄送為主。 

      二、為符合環保並節省郵資與印刷費用，以期提高電子出刊量能，並 

          尊重會員意願可改收電子期刊，非會員之全球中醫師則於調查、收 

          集郵電帳號後以電子檔案寄送。採紙本與電子期刊並行制。 

決議：通過。 

補充報告：醫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王玟玲理事發言表示，已著手設計表單 

          供會員選填收領紙本或電子期刊之意願調查。 

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2022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暨審查辦法案。 

說明：經第二十屆第 3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本年度中醫藥學術及臨 

      床研究計畫申請主題為「中醫藥防治 COVID-19研究及 AI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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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擬出版《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創會七十五週年專刊—跨越 75再創高 

      峰》案。 

說明：一、本會於 1950 年 3月 15日成立，將於 2024 年 3月邁入 75週年 

          ，公會跨越改制前共八屆，改制後二十屆。 

      二、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在歷屆理事長卓越領導，及服務團隊合作下 

          ，會務健全且茁壯，並朝向多元化的會務服務，如今已展現豐 

          碩的成果，開啟中醫界先河。 

      三、為紀錄公會歷年來為會員爭取權益，開拓中醫醫療服務的奮闘 

          事蹟，及將具有特色的會務臚列專章，本會擬籌劃出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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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醫師公會創會 75週年專刊—-跨越 75再創高峰》。 

      四、本案經第二十屆第 3次常務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提請理監事聯 

          席會議審議。擬辦：請研議聘任期間起迄日，俾辦理後續相關人事 

          業務。 

擬辦：一、本屆理監事成立編輯委員會，理事長為總編輯，監事長為副總編 

          輯，歷屆理事長為編輯顧問，蔡特助新富為執行編輯。 

      二、專刊目錄草案如附。 

      三、專刊電子檔大綱預計於 2022 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初稿。 

決議：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111 年下半年度學術研討會及繼續教育課程請規劃案。 

決議：交學術教育部規劃辦理。 

第十案                                      提案單位：媒體文宣委員會

案由：官方網站(http://www.tpcma.org.tw/)擬改版重新設計請討論案。 

說明：一、本會官網已使用十餘年，現行版面不符手機、平板操作使用，擬 

          委請網頁設計公司重新設計並予報價。 

      二、經第二十屆第 1次媒體文宣委員會會議決議提案討論。 

審查意見：事關公會形象，理監事會議通過後交由媒體文宣委員會、財務管 

          理委員會及資訊委員會研究，再請三家以上資訊網頁公司簡報評 

          估。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會員服務委員會 

案由：修訂本會各行政區 LINE群組管理規則請討論案。 

說明：一、依據 108.4.14 第十九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決議，為加強服務會員 

          強化會務機動性，研議各行政區 Line群組使用，並經 108.5.13 

          第十九屆會員服務委員會暨行政區幹部會議研議管理規則草案。 

      二、擬將各行政區 Line群組性質調整為會員間聯誼之用，經第二十屆 

          第 1次會員服務委員會暨行政區幹部會議決議提案修訂。 

意見交流：討論公會會員 Line大群組、官方 Line社群帳號、各行政區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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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組等三個網路社群之定位與用途。 

決議：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聯誼社團部 

案由：本會協辦中醫師全聯會「第一屆中醫嘉年華會」活動延期報告案。 

說明：活動原訂 5月 15日於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全聯會公函通知延至 8月 7 

      日(日)10 至 16 時辦理，敬邀理監事團隊及會員屆時撥冗參加並協助宣 

      傳。 

決議：交聯誼社團部接續辦理。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聯誼社團部 

案由：本會 111年度會員自強活動辦理進度報告案。 

擬辦：因應疫情嚴峻，原訂 9/4-5(日~一)大板根森林溫泉森呼吸之旅，業已 

      請託承辦全龍旅行社順延至 10/2-3(日~一)辦理。 

決議：通過。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加強會務組織功能及運作，並落實各業務委員會橫向連繫，擬增設 

      無給職之正、副執行長，暨增修「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業務委員會組織簡 

      則」第 8之 1條，請討論案。 

說明：有關正副執行長任務： 

      1.各項會議暨國際論壇記者會及簽訂國際 MOU等議程司儀工作。 

      2.各種文宣通告出版品編輯校稿事宜。 

      3.其他臨時緊急性會務等工作等，以上之業務需要。 

      案經第二十屆第 2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審查意見：一、從比較法的觀點來說，西醫師、牙醫師公會亦有正副執行長 

              的編制。 

          二、本會為具公益性質之社團法人，與企業的營運獲利的特質不 

              同，幹部成員均屬無給職、任務型取向，增聘人員並不會增加 

              成本。 

          三、因應會員人數膨脹，會務日益繁重，為了服務日益增長的眾 

              多會員之需求，並鼓勵共同參與反饋公會，避免會務工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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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於少數幹部致效率下降的實務狀況。 

          四、按內政部解釋，公會組織乃高度自治的人民團體，由理事長 

              負起終局責任，即使幹部職權重疊下，也不會造成權責不明， 

              因此，賦予理事長在不違反法律的情形下，增設各類執行內部 

              業務幹部的便宜權力，以增加公會服務會員的運作效率，核無 

              違誤之處。 

          五、本條新增係採「本會理事長”得”下設無給職之正、副執行長 

              」之條文設計，縱將延續到公會未來每一屆，但各屆理事長仍 

              可全權決定有無需求增聘本項職務幹部成員，並非強制規定。 

擬辦：經理監事會決議通過後，授權由理事長得聘任執行長一名、副執行長 

      數名協助推動會務，其任期與該屆理事長任期同。 

發言摘要：一、沈理事冠霖第一次發言： 

              1.增設職務架構是為了解決問題，公會目前是有碰到什麼問 

                題嗎？若要通過議案，應該要讓後來的人能知道當時存在的 

                緣由、背景為何！ 

              2.本案說明處有關正、副執行長的任務，是否能以本會現有 8 

                部 24個委員會來替代？因為各委員會正副主委及委員成員 

                並無條件資格的限制，不一定需要是理監事才能擔任，可由 

                熱心醫師一同加入。 

          二、陳監事長俊良第一次發言： 

              1.公眾事務越多人做越好，這是無給職幹部協助、幫忙理事長 

                來執行事務，讓會務運作得更好，大家不用看得那麼嚴重。 

              2.培養並鼓勵年輕、中生代醫師處理公會事務的實務經驗，亦 

                有助於公會傳承。 

          三、沈理事冠霖第二次發言： 

              1.如果需要歷練，是不是應該從各委員會的委員、副主委、主 

                委、召委做起。 

              2.現行職務工作，什麼事是理事來做，什麼事需要各委員會召 

                委、主委、副主委、委員來做，現在又要增設執行長、副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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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長，想瞭解其中差異在哪。 

          四、陳監事長俊良第二次發言： 

              1.理監事可能沒辦法天天到公會，有臨時緊急性會務工作需 

                求，則可交由正、副執行長隨找隨到進行處理。 

          五、王理事玟玲第一次發言： 

              1.正、副執行長，跟理事的業務上是否有重疊，或是凌駕於理 

                事之上。 

              2.正、副執行長的位階、權限與負責工作應予區分、明訂。 

          六、顏理事志誠第一次發言： 

              1.正、副執行長在本會的組織架構，在各業務委員會之下，在 

                會務人員之上，協助幫忙即時、時效性的雜事。 

          七、鄭監事宏足第一次發言及線上意見： 

              1.近幾年來，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的組織架構越來越龐大，越來 

                越複雜。理監事共 36人，要參加 23個委員會，各個委員會  

                設有「召集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多名。」，除 

                了理事長，監事長外，前幾年又增設二位副理事長。現在， 

                又要增設執行長及副執行長，疊床架屋，人浮於事，因人設 

                職現象，存在職務重疊，相互交叉，推拖，權責不分的的亂 

                象，必定會產生內耗，工作效率低下的可預期結果。 

              2.從附件的組織架構圖來說，看起來正、副執行長是要來管總 

                幹事及幹事群。涉及組織架構的更改，重大議題是不是需要 

                經會員大會同意，值得思考、討論。 

              3.緊急事務，理事長可以直接任命，那是理事長的職權，像這 

                次任命陳監事長為明年國醫節籌備委員會執行長，約半年任 

                期，這是 ok的，但若常態性一任三年，大家要好好思考。 

              4.首都中醫師公會應適度合併簡化組織架構，不宜再新增設無 

                給職之執行長及副執行長。故本人持反對意見，但尊重大家 

                表決的結論！ 

          八、蔡理事德祥第一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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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出停止討論動議，認為本案已充分討論，討論時間過長將 

                影響後面議程討論，提議主席裁決逕付正反表決。 

              2.程序動議最大，且不需要經過附議。 

              3.請會務人員清點現在開會人數，理監事聯席一同表決。 

          九、陳理事文戎線上意見： 

              1.理事會剛運作，未看到急迫性；各委員會也沒看到開始運作。 

              2.有必要，可以設專案設執行長、副執行長處理，不需通案。 

              3.如果只是要培養新人，就放到各委員會去培養，從基層做起， 

                才是實際。 

              4.若透過程序動議，忽略民意，甚至不表決，個人不予認同。 

              5.不是說要停止討論進入表決了，為什麼現場還持續有人在發 

                言，現在到底能不能發言！ 

          十、蔡特助新富補充說明： 

              1.醫師公會有執行長一職，位階於理監事會之下，惟未列入章 

                程。這個人可以到衛生局去開會。 

              2.牙醫師公會有執行長一職，稱會務處執行長，屬常態人員， 

                有列入章程。 

              3.增設正副執行長職務，若要列入本會章程，則須經理監事會 

                表決同意，再提請會員大會追認。若不列入章程，會務上有 

                此需要，授權由理事長就任務編組指派人選，為無給職人員。 

          十一、主席林理事長源泉裁示： 

              1.正副執行長職務不列入章程，授權由理事長來指派，就不需 

                要透過表決。 

決議：不列入本會章程，授權理事長就會務需要任務編組聘任，任期至第二十 

      屆任期結束日止。 

後註：因本案未充分討論，表決程序未完備，為弭除疑義，本案保留。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研議推派本會出席全聯會第十二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人選案。 

說明：一、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將於 10月 23日召開「第十二屆第 1次會員代 



  
-13- 

          表大會」，當天並將選舉第十二屆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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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算，以團體會員該年 6月 

          30日之會員人計算之。」 

      三、本會於 6月 30日會員人數 1152位可選派會員代表 38人。 

擬辦：依往年慣例，授權由理事長選派全聯會代表人選名單。 

決議：通過。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退會會員再度申請入會，會員服務費優惠辦法是否修訂討論案。 

說明：依據本會 103 年 2月 27日第 17屆第 1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退 

      會優惠辨法內容，並經 103 年 3月 16日第 17屆第 2次會員大會決議通 

      過，現行退會會員重新入會之會員服務費繳費金額如下： 

 

 

 

 

  

 

 

審查意見：第二十屆第 3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應提送至理監事聯席會 

          議議決。 

決議：退會再度申請入會之會員服務費優惠辦法維持原案。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 111 年 4-6月份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案。 

發言摘要：一、李監事佩璇： 

              本會 111 年 4-6月份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業 

              經第 20屆第 3次監事會審查無誤，爰提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告 

退會後重新再入會時間 繳交會員服務費 

半年內 30,000元 

一年內 36,000元 

二年內 42,000元 

三年內 48,000元 

四年內 54,000元 

超過四年以上 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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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 

決議：通過。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試用人員李政達先生自今年 2月 7日到職，試用期滿後，擬聘為 

      正式會務人員任幹事一職。 

說明：一、按本會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 6條第 2項規定「總幹事以外會務人 

          員之聘用，應於試用期滿成績合格後，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 

      二、案經第二十屆第 2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依本會章程第 

          22條規定，任免會務人員係理事會之職權，爰提送理監事會議。 

擬辦：會務人員人事案報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備查。 

決議：通過。 

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黃慶雲、璩敬賢、陳昭穎、何牧寰、黃大祐、翁逸翔、俞學文、黃靖恩 

      、郭鈺安、沈俐伶、郭訓宏、吳美瑤、莊玉菁、莊博雅、昝廷瑋、李松 

      洋、羅珮嘉、李和蓁等十八位醫師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發證， 

      請追認案。（期間自 4月 7日至 7月 6 日止） 

決議：例行提案照案通過。 

第二十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洪義圖、葉錦德、梁綺芬、章晉瑋、歐冠沂、廖芳儀、許俊傑、吳柏鋒 

      等八位醫師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期間自 4月 7日至 7 月 6日止） 

決議：例行提案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案                提案人：邱常務理事榮鵬  連署人：沈理事冠霖

案由：向「受訓醫師服務委員會」提出申訴時應使用「問卷」釐清受訓醫師 

      面臨的問題，進而提供相關會員服務，提請審議。 

說明：受訓醫師可能面臨的問題涵蓋範圍頗廣，與「聘僱契約」、「薪資給付」 

      、「訓練狀況」多有互相牽連之處，故設計問卷由申訴會員（不限學員 

      或送訓/施訓單位）先行填寫，釐清可能之爭議點，由「受訓醫師服務 

      委員會」提供會員服務或轉介「會員服務委員會」受理，必要時得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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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服務委員會」共同提供會員服務。 

擬辦：通過問卷版本，提供申訴會員使用。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 

臨一案                                  提案人：會議主席林理事長源泉  

案由：提名聘任本會第二十屆正、副執行長人選報告案。 

說明：正、副執行長僅於各業務委員會及公會會務人員間，扮演支援、協調的 

      面向，位階並無凌駕於理監事團隊之上，也不會影響各業務委員會諸位 

      委員的職權。  

結論：聘任黃景宏醫師為執行長，張勝鈞、林毓淳二位醫師為副執行長。 

後註：同第十四案，因本案未充分討論，表決程序未完備，為弭除疑義，本案 

      保留。 

玖、下午 17時 45分散會 

 

                        紀錄人員：李政達 7月 12日 16時 10分整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