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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7月 28日（星期日）下午 16時 

地點：遠雄中央公園（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昌義路口） 
出席：理事  蔡三郎   邱  定  張福元  許桂月  詹益能  洪啟超 

吳鐘霖   林坤成  張立德  李興明  蔡書清  盧文貴   
陳文豐   葉育韶  邱馨儀  許伯榕  施丞修  林曾翠霞 
蔡坤儒 

監事  陳俊明   孔繁琪 鄭麗卿  吳炫璋  沙政平  戴文杰   
田莒昌   

請假：理事  林雅燕   張賜興  張秀緣  王政結 陳建霖 王葉勝  
廖敏宏   賴鎮源 

監事  何彥頤   徐蔚泓 
主席：蔡理事長三郎                          紀錄：洪淑蘂                            

壹、介紹來賓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一、理事長報告  

 二、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 

肆、本會會員擔任上級公會幹部或代表出席開會者報告 

伍、重要決議案執行情形： 

  102年 4月 21日理監事會： 

案號 案由 執行情形 

第 5案 
請討論 102年度會員自強活

動應如何辦理案。 
已於 102年 7月 21日舉辦。 

第 8案 

請討論本會北縣中醫 logo

舊標誌是否授權各會員使

用案。 

於本次會議討論「使用規

範」。 

陸、討論事項 

第 1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理事吳思葦醫師退會，依據法規由候補理事賴鎮源醫師遞補案。 

說明：一、本會理事吳思葦醫師於 102年 7月 24日辦妥退會手續，依據本

會章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會員資格喪失者，其職務應即解任。 

二、其理事缺額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六條第一款由候補理事第一名賴

鎮源醫師遞補，擔任本會第 1屆理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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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第 2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2年 3月-5月經費收支報告表。 

說明：一、附收支報告表、收支憑證（如會議附件 1-P1）。 

  二、本案通過後送監事會監察。 

決議：通過。  

第 3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2年 4月-7月工作執行情形。 

說明：一、附財務報告、會務報告、政令轉達、參加各種會議資料（如會

議附件 2-P2~11）。 

      二、本案通過後送監事會監察。 

決議：通過。 

第 4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會員王世燿申請會員子女 101年度第 1學期及盧文貴申請會員

子女 101年度第 2學期獎學金案。 

說明：一、依本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獎助辦法辦理。 

      二、102年 7月 25日止可用獎學基金利息餘額 56,460元。 

      三、目前獎學基金每年利息所得約 32,000元。 

      四、附申請書及其子女就讀中醫學系等有關證件（如附件-傳閱）。 

決議：通過，103年會員大會表揚，各發獎學金新台幣 5000元及獎狀乙紙。 

第 5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 102年度醫師責任險團體保險續保案。 

說明：一、依 99.7.4第 21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過由富邦產險承 

          辦。 

     二、富邦產險及新光產險公司醫療責任保險 102年報價單如附件 

    3-P12~13。 

決議：通過。  

第 6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 102年度休閒旅遊慶生餐會案。 

說明：一、依例由運動休閒委員會規劃辦理。 

      二、時間：預訂 102年 12月 15日（星期日）舉辦。 

     三、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97年-101年冬季休閒活動地點、收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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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會員 
配偶及直系

親屬收費 
親友收費 

101.12.16 
新店區和美

山步道健行 
免費 500 

800元 

110cm以下每人不

佔餐位酌收 100元 

100.12.18 

貴子坑水土

保持教學園

區 

免費 500 

900元 

110cm以下每人不

佔餐位酌收 100元 

99.12.19 
大唐溫泉物

語 
免費 1,000 1,200 

98.12.20 
劍潭山親山

步道 
免費 500 1,000 

97.12.14 
大板根森林

溫泉渡假村 
免費 350 

750元 

3y↓免費 

      四、附內雙溪藥用植物園行程如附件 4-P14~15，敬請參考。 

提案審議委員會意見: 修正說明文字。 

決議：請運動休閒委員會李興明主任委員籌劃辦理。 

第 7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 103年第 2屆第 1次會員大會日期及地點案。 

說明：一、修訂大會日期：103 年 3月 1日-2日（星期六、日） 

二、預訂大會地點：新北市政府（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三、103年大會執行長為詹益能常務理事，常務理事洪啟超、許桂 

     月、吳鐘霖、張立德共同協助處理。 

 四、如何因應衛生署102.7.1訂定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 

     法，取消年會二點之積分，改為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各 

     該類醫事人員學術研討會：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二點。 

  五、附第 1屆 100、101、102年會員大會研討會收支明細表如附件           

      5-P16。 

決議：通過，授權大會詹益能執行長規劃辦理。 

第 8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團體標章使用規範（如附件 6-P17~18）。 

說明：一、依第 1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請張立德常務理事研訂 



 ~4~ 

          使用辦法提本次理監事會討論。 

     二、向經濟部申請辦理社團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會團體標章註冊 

        時須檢附使用規範。 

決議：一、通過。 

二、增加第四條第八點本標章限非商業使用。 

第 9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忠孝路會館漏水案。 

說明：附屋頂防漏工程及 4樓內部工程估價單（如附件 7-P19~20）。       

決議：通過，再找其它廠商估價再行修繕。 

 

第 10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為表揚會員熱心會務，奉獻中醫藥界，擬訂本會「會旗覆棺及褒揚 

      要點」。 

說明：附該要點(如附件 8－P21)，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 11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協助辦理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9屆第 1次會員大會。 

說明：一、日期：102年 10月 13日（星期日）。 

  二、地點：新莊翰品酒店。 

  三、請推選執行長規劃招待相關事宜。 

決議：通過，推選陳俊明監事長為執行長規劃辦理。 

第 12案                                     提案人：洪啟超、邱定  

案由：建請小兒氣喘疾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中，確診為小兒氣喘，需“檢

附西醫診斷證明書或肺功能檢查報告”，應儘早比照腦血管疾病後

遺症中醫門診照顧計畫中，登錄 VPN系統，不必檢附資料，提請討

論。 

說明：一、門診病患確診為小兒氣喘，請由家屬至西醫院開具診斷證明書

卻遭主治醫師婉拒，沒必要開證明，西醫治療即可；再次回診

時要求開立，才勉強取得證明書。 

      二、患者應有的權益被忽略，徒增門診困擾及耗費時間。 

      三、小兒氣喘病患應著重於照護治療期間的門診必要項目，以求病 

          程穩定為主。 

建議：建請比照腦血管病後遺症中醫門診照護計畫中適用範圍：經醫師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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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為小兒氣喘患者，由符合資格之中醫師以門診照護計畫提供中醫

輔助醫療，登錄 VPN系統，並建議修正不必檢附診斷證明書或肺功

能檢查報告。 

決議：通過，送交全聯會處理。 

第 13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討論本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 

說明：本次預定 102年 10月 27日召開，負責招待餐敘理監事為蔡三郎理

事長。 

決議：預定 102年 10月 27日召開，地點請蔡三郎理事長決定。 

第 14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蔡易憲、林巧梅、謝品玉、謝明安、羅韶慧、伍瑞福、林彥志、 

      鄭語嫣、張佑嘉、曾雴瑜、林華鈞、張子瑩、黃馨儀、薛明芳、 

      黃泰樺、陳宜祥、王志騰、林絲涵、陳金女、戴嘉宏、王寬中、 

      許淑滿、曾鳳儀、等 23人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發證，請追 

      認案（如會議附件 9-P22）。 

決議：通過。 

第 15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劉有明、柯盛淵、陳國彥、劉保良、余佳樺、陳家莉、周振泰、 

      王膺翔、王志騰、吳俊昇、張榮棨、張一凡、吳婉純、楊清淳、 

      張容蓁、謝品玉、黃珏穎、黃荷容、陳峙嘉、林詠翔、吳思葦等 21  

      人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如會議附件 10-P23）。 

決議：通過。 

第 16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孫文哲、吳章榮、陳尚武、鄧安中等 4位醫師逝世請註銷會籍案     

（如會議附件 11-P24）。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 

第 1案            提案人：葉育韶、許伯榕、沙政平  附議人 陳文豐 

案由：因應診所護理人員之學分數均不足，建議本會連絡護理師公會，為

中醫醫療院所護理人員開辦「中醫護理繼續教育學分」。 

決議：通過，連絡護理師公會協助處理。 

捌、散會下午 17:30。（本次會議由戴文杰監事、何彥頤監事、徐蔚泓監事、 

廖敏宏理事招待，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