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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2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1月11日（星期日）下午16時30分 

地點：長榮酒店5樓彭園會館（基隆市中正路62-1號5樓） 

出席：理事  陳俊明 邱  定 張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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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珠 王姿涼 林孟穎 歐陽瑋 黃景宏  劉志賢  

監事  洪啟超 林坤成 林曾翠霞 蔡書清 陳文豐 王葉勝 蔡坤儒 

請假：理事  許桂月 陳建霖 施丞修 張晉賢 周彥瑢 陳建輝 陳彥光 

監事  鄭麗卿 盧文貴 

列席：邱名譽理事長戊己 

      林名譽理事長寶華          

主席：陳理事長俊明                        紀錄：洪淑蘂 

壹、介紹來賓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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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理監事會： 

案號 案由 執行情形 

第4案 
請討論本會贊助第17屆國際東

洋醫學大會案。 

已於103/10/27贊助10萬

元。 

第13案 
請討論本會會議室冷氣更新案

。 
已於103年11月更新。 

第14案 

為提升閱讀風氣，增進醫學知

識，本會於學術進修委員會下

成立讀書會。 

自103/10/17至12/30共

舉辦8場。 

第15案 
請討論本會擬購置期刊論文資

料庫案。 

已於103/10/30與碩睿資

訊有限公司簽約。 

陸、討論事項 

第1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3年 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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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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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通過後送監事會監察。 

決議：通過。 

第 2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3年 10-12月份工作執行情形。 

說明：一、附財務報告、會務報告、政令轉達、參加各種會議資料（如附

件 2－P3~10）。 

      二、本案通過後送監事會監察。 

決議：通過。   

第3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103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及專款、財產 

      目錄表。 

說明：一、附103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及專款、財產目錄 

          表，審決後以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如會議附件3－P11~21）。 

      二、循例將103年度結餘款 ， 撥入華佗營專款100,000元、國醫節大

會專款100,000元。 

決議：通過，以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  

第4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104年度收支預算表。 

說明：附104年度收支預算表，審決後以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如會議附

件4－P22~23）。 

決議：通過，以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 

第5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104年度工作計劃。 

說明：附104年度工作計劃，審決後以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如會議附件

5－P24~25）。 

決議：通過，以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  

第6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會員盧文貴、籃海泉、曾用勳、張緯寰、莊振國申請會員子女 

      103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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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2月31日止可用獎學基金利息餘額73,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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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傳閱）。 

決議：通過，104年會員大會表揚，各發獎學金新台幣5000元及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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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會務人員年終考核獎金案。 

說明：一、依本會會務人員管理辦法第18條、第19條、第20條辦理。 

 二、依例採績效考核計分，會務人員由總幹事初核、理事長核定； 

     總幹事之年終考核，由理事長核定；提報理監事會通過。其評 

     定項目及分數比例如后：考核項目：工作效率(30％)，配合度 

     (20％)，服務態度(30％)，品德操守(20％)。 

     三、第20條 會務工作人員於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考績不得

列甲等以上：1.全年請事假及病假合計逾十日者。 

決議：一、通過，總幹事、幹事、約聘人員考核成績皆95分發2個月，祕書

          考核成績84分發1個月。 

      二、通過，每位理監事包1000元給予祕書為重大傷病慰問金。 

第8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第2屆第2次會員大會出席會員資格案。 

說明：一、依規定大會15日前通知各會員出席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本次理監事會提供之會員名單，以103年12月31日為截止日（會

議附件6－P26~30）。 

  三、會員大會實際出席名單則以104年1月31日會籍為準。 

決議：通過。 

第9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案由：請討論慶祝第85屆國醫節系列活動及第2屆第2次會員大會案。 

說明：一、依章程每年召開會員大會一次。 

          二、陳文豐執行長已於103.12.23-103.12.30召開3次國醫節籌備會決 

                 議如下。 

              1. 活動時間：104年3月7日（星期六）、3月8日（星期日） 

              2. 學術大會：新北市政府507、511、401、403、603、12樓會議室 

                 (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 

              3.會員大會及晚宴：上海銀鳳樓餐廳(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                  

三、大會主題：傳承岐黃薪火 推動兩岸交流 

     四、國醫節系列活動:如DM 

  五、會員大會報到上午10時大會報到，下午16時30分大會開始。依例

將採電腦系統作業報到，請會員攜帶健保IC卡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

之資料報到，授權大會執行長陳文豐視各項報到工作請理監事及工

作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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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出席大會贈品：  

 1.親自出席紀念品為電陶爐。 

   2.委託出席紀念品紀念品7-11禮券300元。 

     七、出版品：  

   1.104年度會員通訊錄（文宣刊物委員會）。 

   2.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六)（中醫臨床診治研究委員會）。 

   3.北台灣中醫醫學雜誌（文宣刊物委員會）。 

         4.國醫節大會專刊（文宣刊物委員會）。 

         5.2015健保業務手冊（健保業務委員會） 

         6.少林八段錦易筋洗髓功（運動休閒委會易筋經研究社） 

     八、頒獎項目：頒獎項目如會議附件7－P31~32，製作獎狀或獎牌。 

決議：通過，請陳文豐執行長統籌規劃辦理，全體理監事幫忙並邀稿或自 

      寫顯效案例彙編稿件3篇。 

第10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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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往例第1年辦理1天、第2年辦理2天1夜、第3年辦理 

      1天自強活動，但本年度擬辦理3天2夜之行程。 

擬辦：1.日期：104年7月3、4、5日（五、六、日）。 

  2.檢附公會歷年收費表如會議附件8－P33。 

  3.海外旅遊行程估價表如傳閱資料 

旅行社 地點 行程 價格 

芬達旅行社 沖繩 3天2夜 成人20,800/人 

康佳旅行社 沖繩 3天2夜 成人25,800/人 

康佳旅行社 廈門 3天2夜 成人12,800/人 

康佳旅行社 金門 3天2夜 成人10,300/人 

康佳旅行社 金廈 3天2夜 成人13,500/人 

全龍旅行社 沖繩 3天2夜 成人26,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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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龍旅行社 香港 3天2夜 成人26,500/人 

君悅假期 沖繩 3天2夜 未估價 

君悅假期 金廈 3天2夜 成人10,500/人 

決議：通過，辦理3天2夜海外沖繩島旅遊行程，會員本人參加補助3500元， 

      相關細節請聯誼活動委員會洪啟超監事長規劃處理。 

第11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促進會員身心健康，請討論舉辦漆彈及賞螢活動案。 

說明：一、本會除固定舉辦會員大會、自強活動、冬季健行外，本屆運動 

          休閒委會陸續規畫成立各類社團，有登山、武術、舞蹈、易筋   

          經研究社等休閒運動，照顧會員健康。 

      二、檢附漆彈活動及賞螢活動資料。(如傳閱資料) 

決議：通過，請運動休閒委員會李興明主委負責辦理。                       

第12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為發展本會會務，提升會員服務品質，請討論伺機增購新會館及出  

      售忠孝路舊會館案。 

說明：本會成立於民國39年，民國65年忠孝路會館啟用，民國90年 

      板新路會館落成，從此奠定新北市會務成長之根基。本會會員 

      人數目前已達980人，而且陸續增加當中，亟待更寬敞之場所， 

      以加強會員服務，舉辦學術研討會，充實會員臨床醫術。  

辦法：提請大會同意授權理監事會伺機出售忠孝路舊會館，並得動用現有 

      會務基金購買新會館。 

決議：通過，以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 

第13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是否合辦「2015 台北區中醫養生保健嘉年華」案。 

說明：一、依據中醫門診醫療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103年度第3屆第4   

         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2015 台北區中醫養生保健嘉年華。 

(一)指導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辦單位：中執會台北區分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蘭縣中醫師公會 

         (二)活動日期：104 年4 月12 日(星期日) 

         (三)活動地點：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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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動經費：向全聯會申請 

         (五)活動項目：中醫養生保健及公益展示攤位、養生保健操表演 

                      等節目等。 

二、依據全聯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補助縣市中醫師公會中 

    醫藥推廣活動作業要點」辦理。(二)由縣市中醫師公會規劃主辦，符 

    合下列條件規定者，即可向本會申請補助，但第1點及第2點之活動內 

    容僅能擇一辦理，本項目全年度預算總金額上限為100萬元，累積達上 

    限總金額後，即不再接受申請： 

1、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邀請3個以上國家學者參與(不含我國學

者)，出席人數須達300人以上，每一年度以1個名額為限，補助上

限為10萬元。 

2、縣市公會中醫藥相關推廣活動：活動出席人數須達150人以上，其

中最少含1/3的民眾，補助上限為6萬6千元，同一縣市中醫師公會

同年度限申請1次；由2個或以上的縣市中醫師公會共同申請者，出

席人數須依申請的公會數，倍數增加，補助上限各為6萬6千元。 

決議：以本會華佗營活動為優先辦理。 

第14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報廢吸塵器、燒錄機、冷氣機案。 

說明：本次報廢設備如下，皆年久故障，提請報廢。 

名稱 購置日期 單位 數量 金額 
存放   

地點 
說明 

吸塵器 93.08.03 台 1 2,870  會議室   

燒錄機 90.12.31 部 1 3,500  辦公室  

多功能事務機 95.03.09 部 1 2,490  辦公室  

DV燒錄機 96.06.26 部 1 3,129  辦公室 
 

冷氣機 
   

瑩豐企業贈 會議室 
 

決議：通過。 

第15案                   提案人：張立德常務理事、邱定常務理事。 

案由：為了協助本會會員推廣中醫，增加新北市各行政區域之本會院所於

社會各種民間社會團體、各級學校及各類影音媒體之曝光度 ， 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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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中醫師公會與本會各院所 ， 提高新北市民眾對於傳統醫學的

信賴度與新北市中醫健保使用率，建議本會設立專屬的【新北市民

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之Line群組以推動民眾中醫養生講座，並由

本會提供會員核心民眾中醫養生教育之參考幻燈片教材及訓練課程 ，

以讓新北市民眾更認識新北市中醫服務。 

說明：會員是本會立基的根本，依據本會宗旨：『本會以研究發展中醫藥

、增進社會福祉，並謀會員之敦睦與福利為宗旨。』為了謀求會員

之福利與推廣新北市民眾認識各地院所，茲提出辦法如下： 

辦法： 

1. 建立新北市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 Line群組： 

    a.【新北市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Line群組】主要是公告已經媒

合成功的邀請機構、院所名稱、醫師姓名、講座時間、講座地點、講

座題目六項資料。 

b.【新北市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Line群組】的訊息，可以用手

機簡訊方式 ， 由本會傳送簡訊給願意留下手機號碼之曾參加過本會會

員承辦之民眾中醫養生講座的各地朋友 ， 好讓新北市的民眾中醫養生

講座的口碑持續！讓聽眾成為中醫忠心信徒！ 

      c. 【新北市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Line群組】可作為加強彼此

聯繫、公布尋求中醫養生講座之機構訊息、徵求該區有時間且有意演

講之醫師報名之用。 

2. 提供【核心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幻燈片參考教材】： 

1. 建議理事長、監事長與各常務理監事提供三篇，各理監事提供一

篇幻燈片，作為本會之【核心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幻燈片參考

教材】。 

2. 懇請提供本會每個月一次之民眾養生講座演講的會員醫師能夠發

善願簽署同意書，作為本會之【核心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幻燈

片參考教材】。 

3. 要求使用本會提供之【核心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幻燈片參考教

材】的會員同道，於修改成自己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演講版本之後

，需授權本會作為【核心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幻燈片參考教材

】，提供其他會員參考。 

4. 未來院所只要有意推廣中醫，即可來本會挑選幻燈片教材作為演

講之參考，會員若使用本會之【核心民眾中醫養生推廣教育幻燈

片參考教材】需簽約同意不可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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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核心民眾中醫養生教育之訓練課程： 

1. 由本會學術進修委員會舉辦數次面對民眾與媒體之課程，邀請

有上過媒體養生節目與民眾養生演講經驗豐富之醫師演講，將

演講課程錄影後，未來各區之院所只要有意推廣中醫與增加院

所知名度，即可來派醫師前來本會先行看錄影帶，了解如何面

對民眾與媒體，會員需簽約同意不可外流本會演講內容。 

2. 若本提案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初期擬邀請張景堯名譽理事長、

李興明常務理事、陳建霖主任、張晉賢部長、曾翠霞理事，看

會員同道的反應再決定是否加辦。名單可依照本會理監事之建

議修正。 

決議：提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第16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本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地點。 

說明：預定104年4月12日召開，負責招待餐敘理監事為沙政平常務理事、 

      陳建霖理事、吳炫璋理事、葉育韶理事、施丞修理事 ； 地點請招待

餐敘的醫師決定。 

決議：通過。 

第17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李主強、高培譯、許麗鳳、莊玉菁、張振魁、高治維、吳志鴻、 

   虞凱強、周子為、李承育、凌春雨、沈慧貞、吳文權、吳安正、 

   黃敬仁、陳首彰、張育筠、李宥蓁、吳堯智、朱常維、羅中良、 

   劉芳靜、許雅婷、曹志祥、李炳翰、林美鶯、黃玉絹、吳祖添等 

   28人申請入會，均符合規定，權先發證，請追認案（如會議附件9 

      －P34）。 

決議：通過。 

第18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陳妙汾、林怡賓、洪崇堯、王寬中、廖思堯、詹德騰、陳世祥、 

   施映朱、李玟槿、程嘉言、彭松洸、鐘春園、藍士哲、簡美釵、 

   黃梅春等15人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如會議 附件10-P35）。 

決議：通過。 

第19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黃天助逝世請註銷會籍案（如會議 附件10-P35）。 

決議：通過。 

柒、審查會員大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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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案                                             提案人：林保印 

案由：建議審查醫師核減醫療費用時，使用之核減理由能精準明確，俾醫 

      師有所遵循，以利改善。 

說明：一、醫療費用是醫師辛苦看診的應得報酬，不宜輕易核減，這是不 

          公平的。 

       二、盡量避免使用「病歷內容均雷同」之理由，宜明確指出係主訴 

          處方等何處需改善。 

       三、初次核扣之病歷應排除擴大回推。 

理事會審查意見：提請會員大會討論。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18:25（感謝基隆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林月慎暨全體理監事 

          招待餐敘， 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