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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2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3月 30日（星期日）下午 16時 30分 

地點：豪鼎飯店北新店－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5號 

出席：理事  陳俊明 邱  定 張福元 許桂月 詹益能 吳鐘霖 張立德  

李興明 沙政平 吳炫璋 葉育韶 許伯榕 邱馨儀 戴文杰 

徐蔚泓 張晉賢 周彥瑢 陳明珠 陳建輝 王姿涼 林孟穎 

歐陽瑋 陳彥光 劉志賢  

監事 洪啟超 鄭麗卿 林坤成 盧文貴 林曾翠霞 蔡書清 陳文豐 

      蔡坤儒 

請假：理事 陳建霖 施丞修 黃景宏 

監事 王葉勝 

列席：邱名譽理事長戊己 

      林名譽理事長寶華 

 蔡名譽理事長三郎 

主席：陳理事長俊明                        紀錄：洪淑蘂 

壹、介紹來賓：略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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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3年 1月 12日理監事會： 

案號 案由 執行情形 

第 9案 

請討論慶祝第 84屆國醫節系列

活動及第 2屆第 1次會員大會

案。 

已於 103/3/1~2於新北市

政府舉行。 

 二、103年 3月 2日會員大會： 

     第 10案～第 30案交由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研議。 

陸、討論事項 

第 1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3年 1-2月份經費收支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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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案                                             提案人：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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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本會 103年 1-2月份工作執行情形（如會議附件 2-P2~10）。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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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應如何敦聘本會本屆顧問案。 

說明：一、依例每屆均敦聘若干顧問，以助會務推展。 

      二、推薦名單請參考會議附件 3-P11~12。 

決議：一、通過。 

      二、其他請各理監事推薦，授權陳俊明理事長決定聘請名單。 

第 4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本屆理監事工作分組並成立各種委員會案。 

說明：擬成立 24個業務委員會（參考會議附件 4-P13~14）。 

辦法：一、請各主任委員決定副主任委員 1-2名、委員名單；以學有專長、 

          熱心為主，不限理監事。  

二、請各委員會研擬業務目標、年度計畫。 

決議：一、通過，24個業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名單。 

二、請各主任委員決定副主任委員、委員名單及研擬年度計畫。 

第 5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推選本屆財務理事案。 

說明：依例每屆推派理事一人協助財務事宜。 

決議：通過，推選許伯榕理事擔任。 

第 6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理監事會議召開方式應如何辦理案。 

說明：1.本次會議由陳俊明理事長招待餐敘。 

2.依往例以輪流方式招待餐敘，理事長負擔第 1次及第 11次，監事  

  長負擔第 12次，理監事 36人，每次 4人輪流分擔（按名冊次序 

  排列）。 

決議：通過。 

第 7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援例為本會理監事及會務人員投保意外險，提請討論案。 

說明：依例 19屆開始為全體理監事及會務人員投保平安險（含醫療險、意

外險）一年每人約 2,000元保費。 

決議：通過。 

第 8案：                                           提案人：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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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查會員盧文貴、籃海泉、莊振國、曾用勳申請會員子女 102年

第 1學期獎學金案。 

說明：一、本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獎助辦法第四條第三款：基金設銀行專戶

貯存其孳息作為獎助金額。及第九條：「獎助名額及金額：保

管委員會就當期所存獎助金額（基金之孳息）多寡而審定該期

獎助名額及每名獎助金額發放之。」。 

       二、本年可用獎學基金利息餘額至 3月 20日止 45,048元。 

      三、目前獎學基金每年利息所得約 35,000元。 

      四、附申請書及其子女就讀中醫學系等有關證件如傳閱資料。 

決議：審查通過，104年度會員大會表揚，102年第 1學期頒發獎學金新台

幣 5,000元及獎狀乙紙。  

第 9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敦聘吳雨學、劉興業、林慈發、舒正本、陳智義、洪明聰、

黃元龍、卓心雅、魏大千、王依齡律師為本會全體會員法律顧問及

會計師呂欣諄為顧問案。 

說明：一、吳雨學律師（長橋法律事務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192號 2 

          樓，電話：2381-0898。 

      二、劉興業律師（尚鼎法律事務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51號 

          5樓之 2、電話：2703-2238。 

      三、林慈發律師（林慈發法律事務所）：板橋區南雅南路 1段 67號

4樓、電話：2272-6266。 

      四、舒正本律師（清源聯合法律事務所）：板橋區新民街 17號、電 

          話：2957-6921。 

      五、陳智義律師（當代聯合律師事務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3樓、電話：8369-1140。 

      六、洪明聰律師（為理法律事務所）：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2號 8

樓-2、電話：2396-6321。 

      七、黃元龍律師（壹宇財經金融不動產法律事務所）：台北市重慶

南路 1段 121號 4樓之 10、電話：2375-5306。 

      八、卓心雅律師：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 1段 101號、電話：0939593186。 

 九、魏大千律師（魏大千律師事務所）台北市懷寧街 35號 6樓、電  

     話：23891988、0922212525。 

 十、王依齡律師（多邊型律師事務所）台北市衡陽路 51號 2樓、電 

     話：2313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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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呂欣諄會計師（英業會計師事務所）：台北市廣州街 32號 8 

        樓、電話：2306-5858。 

      十二、本會免付顧問費。 

      十三、會員電詢免費，訴狀、出庭為優待價。 

      十四、可予本會開業會員法律顧問證書。 

決議：通過。 

第 10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 103年度小神醫華佗營案。 

說明：一、本會從 94年開始首創小神醫華佗營以來，至 102年已連續舉辦 

          9年，皆由中醫師親自示範，希望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教導小 

          朋友正確的中醫概念。 

     二、免收報名費，免費提供手冊、教材、獎品、頒發華佗傳承證書 

 三、102年與衛生局食藥科合作將小神醫、小神農合併，並走出戶外 

     首次於「新店文山農場」舉行，規劃戶外闖關學中醫活動。 

決議：通過，推選沙政平常務理事擔任執行長，並請社會服務委員會蔡坤

儒主任委員共同規劃辦理。 

第 11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成立健保核扣案件申復諮詢小組。 

說明：一、區分六小組名單(如傳閱資料)，預定為每月召開一次會議， 

二、附健保申復諮詢申請書如會議附件 5-P15。 

決議：通過。 

第 12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理監事分組成立各分區里長案。 

說明：為加強服務會員，由理監事分組成立各分區里長負責聯繫會員（如

附件 6-P16）。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 

第 13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為推廣運動風氣，增進會員健康，成立本會易筋經研究社與

出版書籍案。 

說明：一、本會於 102年 10月開始由施丞修醫師推薦莊豐源老師已開辦二

期易筋經養生氣功課程。 

      二、莊豐源老師習武 50年，在文大、社大教授達摩易筋經、八段錦，

願將畢生學習精華，集結出版少林八段錦與達摩易筋經書籍，

授權本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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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請運動休閒委員會、公共關係委員會、社會服務委員會、會

務發展委員會、醫事法律處理委員會、法規研究委員會規劃辦理。 

第 14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為鼓勵會員走向自然，促進身心健康成立本會登山社案。 

說明：登山健行可全家親近自然並促進會員間情感交流。 

決議：通過，請運動休閒委員會、聯誼活動委員會、會員服務委員會、會 

員福利委員會負責處理。 

第 15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 103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應如何辦理案。 

說明：一、為推展會員休閒活動及聯絡情感，歷年均舉辦會員自強活動。 

      二、歷年本會自強活動地點、參加人數、收費及公會負擔費用情形

如附件。 

      三、103年自強活動行程參考如附件 7-P17~20。 

擬辦：1.日期：103年 7月 20日（日）農曆 6月 24日。 

2.103年度辦理 1天、104年度辦理 2天 1夜、105年度辦理 1天自 

  強活動。 

決議：授權聯誼活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洪啟超監事長規劃龜山島旅遊行程。 

第 16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為提高議事效率，比照上屆理監事聯席會議實施遲到罰錢制

度。 

說明：為提高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效率，督促理監事自我加強守時觀念，第

1屆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實施遲到罰錢制度，遲到 10分鐘以內者罰

100元，10-30分鐘罰 300元，超過 30分鐘以上者罰 500元。罰金

當做理監事聯席會議之專款使用。 

決議：一、通過，第 2屆理監事聯席會議沿用實施遲到罰錢制度。 

      二、通過，未出席之理監事不得領取每次 250元之車馬費。 

第 17案：                  提案人：戴文杰、鄭麗卿、王葉勝、許伯榕 

案由:請討論本會會員生日時是否寄送生日禮券與賀卡。 

說明:為表示本公會對每一會員的關心與重視，建議每位為會員生日時由公 

     會寄送生日禮券與賀卡 

決議：請會員福利委員會規劃生日賀卡，各區里長負責發送。 

第 18案：                  提案人：戴文杰、鄭麗卿、王葉勝、許伯榕 

案由:請討論本公會網站是否建立一個飲片時價專區，提供會員隨時查詢。 

說明:一、請各大中藥飲片商提供飲片報價單，每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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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飲片時價專區提供會員隨時查詢飲片價格以作為採購之參考。 

     三、飲片時價專區透明公開可以提供會員比價參考,避免廠商單方面

掌控藥價。 

決議：請中醫藥品質監控研究委員會再研議。 

第 19案：          提案人：陳俊明、張福元、蔡坤儒、陳文豐、許伯榕 

案由:建請全聯會向健保署、健保會協商，取消中醫傷科同一療程二至六次

部分負擔案。 

說明:一、經濟不景氣，民眾負擔已很沈重，而且目前中醫傷科使用族群大

多為怕針灸的小孩或老人，且為經濟上較為弱勢者，實在不應該

再加重其經濟負擔。 

二、中醫傷科對於跌打損傷與運動傷害的治療，確實有彌補西醫復健

在治療上不足之功效，而以低成本即能獲得醫療上的高成效，實

在應該加以重視，且與西醫復健之醫療給付相比，中醫傷科實屬

廉價。再則中醫傷科推拿目前皆由中醫師全程親自操作，所以，

可比照「可免除門診復健部分負擔者：(2)實施的復健物理治療

屬於「複雜治療」，需要治療專業人員親自實施，如平衡訓練等

7項。限復健專科醫師處方。」如此方可提高中醫師親自從事中

醫傷科治療的意願,進而提高醫療品質，保障民眾就醫權益。政

府應該多鼓勵民眾接受正統的醫療推拿，才能保障民眾身體健康

與生命安全。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0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有關敦請全聯會與衛生福利部研擬將中藥不良反應

列入藥害救濟範疇。 

說明： 

1.政府於 2000年明訂藥害救濟法（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4 日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85301 號令修正公布） 

2.藥害救濟法宗旨為在合理用藥下，發生無法預期的藥物不良反應或

副作用而受害的民眾獲得及時救濟，維護藥物使用的消費者權益。 

3.然目前適用藥物為領有衛生署核發藥物許可證，依法製造、輸入或

販賣的藥物（即所謂西醫製劑）。中藥、試驗用藥品及醫療器材則

暫不納入。 

4.GMP科學中藥為領有衛生署核發藥物許可證，依法製造、輸入或販

賣的藥物，依法也應納入藥害救濟的範疇，以保障中醫師在合法使



 ~7~ 

用 GMP科學中藥，萬一發生中藥不良反應時，民眾有依法申請藥害

救濟的管道，避免醫療糾紛，浪費社會資源。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1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敦請全聯會與衛生福利部維持『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第六條附表 （四）、第九條附表（七）中有關得執行心電圖、X光

檢查單開具與判讀資格之現行條文。 

說明： 

1.本次修正內容，主要係明定中醫學系（含學士後中醫系）畢業不具

西醫師執照之中醫師，僅得執行醫事檢驗單之開具、判讀，刪除原

可開具心電圖檢查單、X光會檢單之規範。 

2.然中醫學系（含學士後中醫系）畢業之中醫師在校均已必修臨床實

驗影像診斷學、骨科學、影像診斷學，選修醫用輻射物理、醫學影

像原理等學分。 

3.限制中醫醫院與（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執行心電圖、X光檢查

單開具，無異於使中醫陷入瞎子摸象，僅能靠傳統把脈、摸骨來判

斷是否骨折與氣胸，不利於中西醫整合或是中醫現代化，徒增誤診

機率與醫療糾紛。 

相關條文與修正法規，請見：

http://mohwlaw.mohw.gov.tw/Chi/NewsContent.asp?msgid=6516&Ke

yWord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2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修訂門診診察費計算公

式，以實際有申報診察費之門診量作為計算基準。 

說明：一、長久以來中醫針灸、傷科及脫臼整復同療程第二次以後就醫次  

  數併入每日門診量內計算，也就是同療程治療 6次才能申請一 

  次診察費，這種情況連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都說不公平不合理。 

 二、現今針灸、傷科、脫臼整復必須醫師親自執行才能申報費用， 

     所以過去的不公平正義應建議修訂採實際有申報診察費之門

診量作為核算基準。 

辦法：一、建請全聯會修訂門診診察費計算公式。 

   二、針灸、傷科、脫臼整復採實際有申報診察費之門診量作為計  

 算基準。 

http://mohwlaw.mohw.gov.tw/Chi/NewsContent.asp?msgid=6516&KeyWord
http://mohwlaw.mohw.gov.tw/Chi/NewsContent.asp?msgid=6516&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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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刪除中醫之付標準第一章門診診察費，針、傷、脫臼整復同  

 療程第二次以後就醫應併入每日門診量內計算之條文。 

(註)這一案在 103年 1月 5日全民健保中執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但 

    是否能執行？所以再次提案。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3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修訂針灸、傷科、脫臼 

      整復加開內服藥一律以 200點計算基準。 

說明：一、針、傷、脫臼整復加開內服藥，每位醫師每月治療超過 45人次

核減 100點，這樣的不公平不合理應該修訂，針、傷、脫臼整

復每次治療以 200點計算。 

二、試想目前針、傷、脫臼整復加開內服藥核減治療費 100點，如

果醫師開給病患三天的藥量，藥費是 90點，不但藥費白送給病

患，院所還倒貼 10點，這樣的醫療品質會好嗎？ 

辦法：一、建請全聯會修訂，還給醫療院所的公平正義。 

 二、讓病患治療的同時加服內服藥，效果加倍，醫療品質提升。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4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堅持中醫師行使調劑監督權，維護會員權益， 

      並敦促全聯會對調劑人員的培訓即刻進行，提請討論。 

說明：一、藥事法第 103條規定中醫師對「確具中藥基本知識及鑑別能力

人員」有監督調劑之權，但此項有關人員自民國 63年後即沒再

產生，以致此法規只有權力卻窒礙難行，若政府從寬解釋，給

予全聯會結合大學舉辦相關課程，又中醫輔助人員的產生及合

法化就可同時解決。 

二、現今藥師都是以西藥為主，再修 16學分即可調劑中藥，如此看

來，是中藥太簡單沒必要醫藥分業，或藥師團體自行擴大職權而

忽視中藥浩瀚知識呢？政府不能一味只要求合法，應給予中醫團

體專業的人員，對中醫藥的發展才有意義。 

辦法：由全聯會配合地方公會，邀請中藥學者舉辦相關課程，給中醫診所

相關工作人員進修，則可創造三贏局面。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5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為重大傷病者的健康權益和生活品質，並節省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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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建請全聯會爭取由中醫師治療重大傷病、罕見疾病個案的長

期療效評估證據，請健保署專案給付，並將每年節省的費用補付給

中醫總額。  

說明︰一、依 2013/09/05媒體報導《3.86％的人，用掉 1/4健保資源》：

重大傷病人數去年占納保人口 3.86％，用掉醫療費用達 1,558

億元，逾健保總額的四分之一；健保實施迄今，列入重大傷病

範圍之疾病項目只增不減，從開辦的 16項增加為 30項，每年

領證數逐年增加。事實顯示，現代醫學的療效不佳？  

 二、目前中醫門診總額專款項目計畫中，有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

疾病輔助醫療試辦計畫，諸如腦血管疾病、顱腦損傷、腫瘤患

者手術、化療、放射線療法後照護等。然而近年來中醫對於神

經系統及自體免疫性疾病等之研究與治療已有豐盛之成果，例

如妥瑞氏症、類風濕性關節炎、紅斑性狼瘡等已有臨床療效之

報告，為提昇中醫之臨床研究與療效，鼓勵中醫師投入疑難重

症之研究與治療領域，以擴展中醫治療之新藍海。  

辦法︰建請全聯會召集各地方公會與臨床專家醫師、學者成立專責小組，

研議已有治療成效之難治特定疾病範圍，向健保署爭取中醫對於難

治等特定疾病之診察費加成計算、藥費專案給付等，並將每年節省

的費用補付給中醫總額。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6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近年來中藥價格飆漲，損及中醫就診患者之健康權

益；建請本會函請全聯會轉請法務部調查是否有商人違法壟斷中藥

材之情事。  

說明：一、中藥材近年來價格飆漲已達數倍、數十倍，累及就診中醫患者

之治療權益甚巨，也為我中醫藥之發展埋下負面影響之隱憂。  

 二、依順天堂藥廠 2013/04/09 論述：可進下列網頁參考

http://b2b.sunten.com.tw/news_detail.php?N_ID=20130409009  

(1) 中藥材高漲的因素：「乾旱、中藥資源的枯竭、遊資進入都

是影響中藥材漲價的主要因素」。  

(2) 中藥炒作高價數年輪迴：「 2012 年 9 月 10 日，中藥材綜

合指數最低降到了 2240，不過隨後指數開始上升，至 2013

年 3月 28日之指數已經回漲到 2604。很多資本(遊資)又投

入到了中藥材買賣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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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業壟斷：「近幾年中藥材價格的大幅上漲，其根本上並不

是因為中藥材的短缺造成的；情況正好相反，現在市面上基

本上都是呈現供大於求的局面，例如當歸、三七等；由於這

部分當前市價較高，農戶收益較大，産區擴種面積成倍增

長，一旦產量甚大，其價格將會向下調整。但遊資進入後，

低進高出，因此控制了中藥的價格」。 

三、天災不是主因：中國大陸的旱災、澇災並沒有連續許多年，且

藥農也會因藥價高而轉種回植；中藥材高漲的最重要原因應是

「遊資進入」；致使大盤商整批蒐購然後屯積 (部分可能銷

毀)，批發零售時價格高漲數倍，致使中醫院所、中藥行之經營

陷入困境，最後也導致中醫就診之患者及使用中藥之消費者怨

聲載道。  

四、兩岸司法未打擊不法商人炒高中藥材：中國大陸 2010年起，幾

類原物料大漲價，包括「蒜你狠」、「豆妳玩」、「薑您軍」、「糖

高宗」……，大致都被中國政府壓制回穩；但中藥材大漲，兩

岸政府卻是放任未管；中藥材漲價不只是幾成的漲，而是五倍、

十倍、數十倍的漲，現今，政府不可再濫言那是市場經濟了，

難道兩岸的行政司法睡著了嗎？因此建請本會函請全聯會轉請

法務部等公權力機關調查是否有商人違法壟斷中藥材之情事，

以有效降低及平穩中藥才之價格。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7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中執會每半年召開抽審相關辦法及規定現況的

說明會，使每一位會員對抽審業務更加明白，提請討論。 

說明：一、抽審的指標及相關的規定雖已明確，但對一般會員來說，卻有 

          太複雜、難懂的陌生及恐懼，若中保會多舉辦相關說明會，對 

          會員有很大的意義。 

二、核扣比率雖低（如 102年第 2季約 0.29%），但仍有一些會員對 

被核扣仍有疑惑或質疑核扣的公平性。若中執會多公開解釋其 

運作方式，則會員必能遵且更守法。 

辦法：請中執會每半年在公會召開抽審等相關法規及辦法之說明會。 

決議：函請全聯會處理。  

第 28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理監事會成立中醫藥品質監控小組，以配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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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全聯會的中藥品質監控委員會，提請討論。 

說明： 

一、中醫藥品質攸關醫療療效，目前全聯會已成立中藥品質監控委員

會，本會應有中醫藥品質監控小組，以配合或監督全聯會的功能。 

二、藉以全面提升中藥的安全品質及有效成分的要求，保障會員用藥

的安全，讓民眾用藥安心、對中醫藥更有信心。 

辦法：成立本會中醫藥品質監控小組或委員會，落實中醫藥品質的穩定。 

決議：通過成立，請本會中醫藥品質監控研究委員會處理。 

第 29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全面提升中醫會員的教育及交流，以提昇會員

的專業素養而提高民眾對中醫藥的信賴，進而邁向民眾使用率突破

30%的目標，提請討論。 

說明： 

一、民眾對中醫使用率低於牙醫的 40%，更遠低於西醫的 70%，如何

使民眾瞭解中醫、相信中醫並就診於中醫，若使用率持續提高，

則中醫式微的趨勢才可扭轉。 

二、公會的課程安排應專業或注重一些實際操作課程，或結合其他

醫學會以增強對會員的吸引力。 

三、對於課程的安排應以常見及專業深入並重，對會員的臨床使用

及專業科素養較有助益。 

四、媒體的力量在今日資訊或雲端時代更形重要，建請公會於適當

時節找適當養生內容或主動公布一些有效案例，以增強中醫全

體形象而壯大中醫藥產業。 

辦法：請公會規劃相關計畫，多方面提昇會元的資訊來源及專業教育，並

善用媒體多公布中醫藥的正面訊息，以提振中醫藥形象，而提高民

眾使用率。 

決議：請本會學術進修委員會處理。  

第 30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結合法規委員會及福利委員會多舉辦醫療相關

法規及醫療糾紛的說明會，使大家對醫療環境或醫病關係的處置更

有全面的概念，提請討論。 

說明: 

一、醫病關係隨著建保的實施，使醫病關係產生質變，民眾對醫師

的專業委託的尊重關係，儼然變成消費者的姿態，其尊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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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降低，但要求卻與日俱增，如此則醫病的緊張度及糾紛亦日

漸升高，教育患者尊重醫師很重要卻不容易。 

二、會員於門診中最懼怕遇到醫療糾紛，雖然本屆公會已全面幫會

員投保醫療責任險，但若遇到時仍有頗大的壓力，公會若能多

提供相關法律知識及發生過的案例討論，每年最少舉辦一次給

會員相關知識的講習，對會員幫助頗大。 

辦法：請公會結合保險公司，年度舉辦說明會，讓會員有更多的知識及概

念以面對不確定的執業環境。 

決議：請本會學術進修委員會處理。  

第 31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辦足每年 30學分的免費換照課程，並換照

180學分費減半收費，以增進全體會員福利案。 

說明： 

1.換照 180學分是政府要求的規定，應透過視訊、每年參加會員大會

或更方便的方式，讓忙碌的會員更輕鬆容易拿到 6年 180學分。並

免收報名費。 

2.換照學分費每點學分費減半收取 50 元，扣除上繳全聯會 30 元為

20元，經過估算(原 180點*20元*957位會員計，扣除講師鐘點費

費 2000元*180點、會務人員加班費 3000元*22.5次等成本)，公

會還有很多盈餘。同時 6年為每位會員節省荷包 9000元。 

3.公會會務發展準備金 12606064元，總資產高達 22068909元，公會

有錢應回饋 957位會員，藏富於會員：除了基本的必需支出外，公

會不應再多收會員的錢！公會資產應作對會員最有利的運用與回

饋！ 

4.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3款

辦理。 

本會補充： 

1.本會每年於國醫節大會有舉辦 30點學術研討會免費進修課程 

2.若透過視訊，目前法規無此規定，目前法規是依據醫事人員執業登

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十四條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積分

如下： 

一、專科以上學校、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財團法人、教學

醫院、主管機關或政府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參

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擔任授課者，每小時積分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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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加網路繼續教育：每次積分一點；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

計。 

六、參加各該類醫事人員相關雜誌通訊課程：每次積分二點；超過

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第一項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得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各該類醫

事人員團體辦理採認。 

3.102年度本會舉辦學術課程共計 40場次，總積分已達 239學分。 

決議：通過 104年國醫節學術大會本會會員報名 30點學分費者打 9折，請

學術進修委員會規劃處理。。 

第 32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應每月辦理一場以上免費的臨床與學術進

修課程，以增進全體會員福利案。 

說明： 

1.公會應免費辦理每月一場以上免費的臨床與學術進修課程，以會員

的需要來聘請中醫各科及國內、外自費專家演講，以強化會員的醫

術、提高自費收入，並以免報名費減輕全體會員學費的經濟負擔。 

2.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3 款

辦理。 

本會補充：本會每年於國醫節大會皆舉辦學術研討會免費進修課程、每年

二期免費北臺灣中醫醫學雜誌通訊課程、免費臨床病例暨學術

研討會進修課程及戶外藥用植物辨識課程。 

決議：請本會學術進修委員會處理。 

第 33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應每半年辦理一期以上免費的養生休閒課

程，以增進全體會員福利案。 

說明： 

1.本會應每半年辦一期以上免費的養生休閒課程，如太極拳、易筋經、

八段錦、品茶…等，照顧忙於診務的會員身體健康，有助延長全體

會員的壽命與工作壓力的釋放。 

2.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7、8

款辦理。 

本會補充： 

1.本會每年皆舉辦免費自強活動及健行活動和一年三次的慶生活動，

以促進全體會員健康與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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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 102年 10年 17日至 12月 26日舉辦達摩易筋經養生氣功課程。 

3.本會 103年 1年 2日起每星期四中午 12:30-14:00於會議室辦理易

筋經課程。 

決議：請本會運動休閒委員會處理。 

第 34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應每年辦理 2 場以上免費的親職課程與成

立醫師夫人會，以增進全體會員福利案。 

說明： 

1.本會應每年辦理一期 2 場以上免費的親職課程，聘請專家輔導忙於

診務的會員，改善親子與家庭關係。 

2.另外建請成立醫師夫人會，親職經驗交流，以促進全體會員的家庭

幸福。 

3.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7 款

辦理。 

本會補充： 

1.本會於 98年 1月份成立醫師娘〈郎〉學校，校長為張却醫師。 

2.連續 9年舉辦華佗營，函請會員鼓勵會員子女踴躍參加。 

決議：請本會運動休閒委員會處理。 

第 35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應每年辦理 2 場以上免費的理財節稅法規

課程，以增進全體會員福利案。 

說明： 

1.本會應每年在 5 月報稅前辦理一期 2 場以上免費的理財節稅法規課

程，輔導會員如何理財節稅，並保護全體會員的財產免受損害。 

2.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2 款

辦理。 

本會補充： 

1.本會每年於國醫節皆有舉辦免費法規課程，並辦理投資理財節稅課

程。 

2.100年起北台灣副刊與富蘭克林投顧公司合作提供理財專欄。 

3.新北市會訊刊登法律專欄及文章。 

決議：請本會學術進修委員會處理。 

第 36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應團體行銷中醫，以增進全體會員福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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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本會應團體行銷中醫，強化公會網路與開執業協助服務，提供醫師

及助理尋職平台外，免費幫您以公會力量來團體行銷中醫，共同提

升中醫的利用率，來增加會員實質的收入。 

2.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辦理。 

本會補充： 

1. 本會行銷與宣揚中醫 102年辦理 9場記者招待會。 

2. 推廣中醫成立志願服務隊 

3. 辦理民眾健康及校園講座共 80場 

4. 推行社會服務工作舉辦中醫義診共 35場。 

5. 連續 9年舉辦華佗營，102年更與衛生局合半走出戶外舉辦小神醫

華佗宣揚中醫。 

決議：請本會公共關係委員會及媒體傳播委員會處理。 

第 37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應辦理免費的幹部訓練，以增進全體會員

福利案。 

說明： 

1.本會應每年於會員大會結束後 3 個月內辦理一場以上免費的幹部訓

練，讓有意願出來服務的會員與公會幹部提高辦事能力，熟悉法令

規章，以便積極為全體會員謀福利。 

2.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1、2、

7款辦理。 

本會補充：102 年 4 月開始利用每三個月舉辦一次理監事會前辦理幹部訓

練或舉辦相關法規講座，提高幹部能力，增廣見聞，充實新知。 

決議：請本會學術進修委員會處理。 

第 38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成立健保申復委員會，以增進全體會員福

利案。 

說明： 

1.本會應成立健保申復委員會，專門協助會員處理不合理之抽審核

扣，讓會員免於被扣錢的恐懼，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適時保護全

體會員辛苦看診收入。 

2.並要求中執會減少抽審、加強健保法規說明和審查醫師一致的審查

共識，避免因不熟法令或亂核扣而造成會員的困擾。 



 ~16~ 

3.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第二十五條、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

第四條第 2款辦理。 

本會補充：本會成立健保業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洪啟超協助爭取健保權

益、協助會員健保醫療費用之申報、抽審、核減費用申復諮詢，

三年協助紀錄有案為 20件。 

決議：併第 11案討論。 

第 39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辦理免費的團體醫療責任保險和醫療糾紛

處理課程，以增進全體會員福利案。 

說明： 

1.建請每年持續幫會員辦理免費的團體醫療責任保險，並辦理免費醫

療糾紛處理課程一期 2 場以上、輔導並提高會員對醫療糾紛的處理

能力，讓全體會員免於醫療糾紛的恐懼。 

2.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六條、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2 款

辦理。 

本會補充： 

1.100年 8月 3日至 103年 8月 3日免費提供本會執業醫師富邦產物

保險醫療團體責任險。 

2.本屆成立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主任委員為邱定，協助會員醫療糾紛

之調解來公會協助調解有 8件。   

3.102年北台灣副刊中增列醫事法律專欄。 

4.新北市會訊刊登法律專欄。 

決議：請本會會員福利委員會處理。 

第 40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有關本會會員擔任健康管理中醫藥養生講座講師鼓

勵辦法，提請同意案。 

說明： 

1.為推廣健康管理及對社會大眾宣揚正確中醫藥觀念，本會多年來均

舉辦健康管理中醫藥養生講座，有助中醫使用率，深獲民眾好評。 

2.為多鼓勵本會會員擔任講座講師，擬請同意鼓勵辦法如次： 

依繼續教育辦法第 9條第 12款衛生教育推廣講授者，每次積分一點。 

但比照本會顯效醫案投稿獎勵辦法，由本會另加發給繼續教育積分 1

點，共 2 點，並頒發「中醫藥衛生教育推廣獎」及「講師聘書」以

茲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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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本會會員服務費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8款辦理。 

本會補充：每年國醫節慶祝大會製作感謝獎牌公開表揚。 

決議：請中醫臨床診治研究委員會處理。 

第 41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研議大會交辦建請本會應按時公布理監事會議紀錄，讓會員明瞭

會狀況案。 

說明： 

1.每 3 個月一次的理監事會議紀錄，是讓會員明瞭會務狀況的重要途

徑，亦是理監事的義務與會員的權利。以往在本會發行「北縣中醫

會刊」時代，多年來均有定期完整的公布。後任者不知何故，雖多

耗費經費改成每月發行「新北市中醫會刊」，卻看不到完整的理監事

會議紀錄。   

2.本人於 103年 02月 08日上本會網站，發覺本會理監事會議紀錄仍

停留在 102年 01月 13日理監事會議紀錄，已長達 1年多未公告給

會員週知。 

3.敬請本會應按時公布理監事會議紀錄，讓會員明瞭會務狀況。 

4.依據本會章程第 12條辦理。 

本會補充： 

1.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均依照法規處理，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及郵 

  寄全體理監事。 

2.放置本會網站左邊會議紀錄欄位，提供全體會員隨時查詢。 

決議：會議紀錄刊登會訊授權總編輯處理。  

第 42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簡照唐、林映帆、黃千容、曾慶恩、鍾佳潔、張守瑜、黃昱嘉、 

洪崇堯、黎奕辰、戴翔羽、李冠昇、張森杰、林揚南、洪偉育、 

葉繡生、李茂雄等 16人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發證，請追認 

案（如會議附件 8－P21）。 

決議：通過。 

第 43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江冠宏、李易珊、張怡芳、林中圭、陳藝文、張菁、楊淑雯等 7人 

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如會議附件 8-P21）。 

決議：通過。 

第 44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本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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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次預定 103年 7月 6日召開，負責招待餐敘理監事為陳俊明理事

長、邱定常務理事、張福元常務理事、許桂月常務理事。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 

第 1案：                    提案人：張立德   附議人：沙政平 

案由：請本會理監事協助幫忙出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小學堂題目。 

說明：本會於 103年三月初接獲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告知希望本會協助出新

北市政府健康小學堂題目，目前本會已開過一次出題委員會，討論

後每位委員出是非 5題、選擇與問答各 10題；其中 1/5/(是非 1題,

選擇與問答各 2題)內容要出比較難，預計收題目 200題,從中篩檢

出 150題目。當時分配的委員與內容如下： 

      1.中醫基礎理論：王姿涼。2.中醫診斷學：林坤成。3.藥物單方知

識：鄭麗卿。4.中醫醫史：張立德。5.方劑學：沙政平。6.養生、

藥膳：許伯榕。7.針灸經絡：歐陽瑋。8.常見疾病中醫治療：林孟穎。 

   然而 03/21衛生局科長希望本會出題內容包含中藥材認識及用藥、藥

膳、中醫經絡，依不同會員(國小、大專生、成人-中壯年/銀髮族)、不同

類別、每次各出 150題 (是非 30題、選擇 60題、問答 60題)，其中五分

之一的 30題需有明顯難度(是非 6題、選擇 12題、問答 12題)。出題費用

35元/題!! 

   因此建請理監事討論是否將剩餘未出的 250題(尚缺是非 50題、選擇

100題與問答 100題)開放理監事認領出題，以共同參與提倡新北中醫、教

育新北民眾這有意義的事情。 

附件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小學堂出題規則 

請依不同會員(國小、大專生、成人-中壯年/銀髮族)、不同類別、每次各

出 150題 (是非 30題、選擇 60題、問答 60題)，其中 30題需有明顯難度

(是非 6題、選擇 12題、問答 12題)。 

族群 程度 是非 選擇 問答 總計 

國小 易 24 48 48 120 

難 6 12 12 30 

大專生 易 24 48 48 120 

難 6 12 12 30 

成人-中

壯年/銀

易 24 48 48 120 

難 6 12 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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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族 

總計  90 180 180 450 

 

附件二：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小學堂出題參考方式 

分為題號、題型、類別、會員種類、難度度(易/難)、題目、解答、解釋。 

題號 題型 類別 
會員種

類 
難度度(易/難) 題目 解答 解釋 

1 問答 用藥安全 國小 易       

2 問答 用藥安全 大專生 易       

3 問答 用藥安全 成人 易       

4 問答 用藥安全 國小 難       

5 問答 用藥安全 大專生 難       

決議：授權召集人張立德常務理事處理，全體理監事協助。 

  

 

玖、散會：下午 19:00（本次會議由陳理事長俊明招待餐敘，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