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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3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1月 13日（星期日）下午 16：00 

地點：新莊典華 2樓藏金閣廳—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出

席： 

 理事 洪啟超 邱  定 李興明 吳鐘霖 林坤成 沙政平 王姿涼  

盧文貴 林曾翠霞 戴文杰 陳建霖 許伯榕 王葉勝 

蔡坤儒 陳建輝 張晉賢 蔡書清 曹雅惠 洪汝欣 林久乃  

林昱秀 周得民 

  監事 詹益能 許桂月 張立德 吳炫璋 葉育韶 陳彥光 歐陽辰 

請假：  理事 鄭麗卿 陳文豐 施丞修 林孟穎 陳明珠 

  監事 徐蔚泓 劉志賢 

列席：林名譽理事長寶華 

陳名譽理事長風城 

張名譽理事長景堯 

蔡名譽理事長三郎 

壹、一、主席洪啟超理事長致詞： 

二、詹益能監事長致詞：  

貳、介紹來賓：  

參、 報告事項： 

第 1案：                                      

案由：本會承辦全聯會慶祝第 89屆國醫節系列活動案。 

說明： 

一、王姿涼執行長已於 108.1.10至中醫師全聯會報告籌備進度。 

二、大會日期：108年 3月 16日、17日（星期六、日） 

三、大會地點：新北市政府（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四、大會主題：傳承創新 弘揚中醫 飛躍國際 

五、國醫節系列活動: 如傳閱會議附件 

第 2案 

案由：本會捐贈新北市轄區受暴家庭寒冬送暖藥膳案。 

說明： 

一、 依本會章程第六條本會之任務第五點辦理，社會醫療救濟之設計及協助事

項辦理。 

二、本會於 107年 12月 17日捐贈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2~ 

心 400份養生藥膳包，相關經費 43,000元提請理監事會同意及追認。 

第 3案 

案由：各委員會主委報告。 

說明： 

一、 學術進修委員會林坤成主委報告。 

二、 公共關係委員會沙政平主委報告。 

三、 運動休閒委員會李興明主委報告。 

四、 中醫藥品質監控及研究委員會吳鐘霖主委報告。 

肆、討論事項： 

第 1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議本會 107年 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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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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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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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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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及專款、財產目錄表，          

審決後由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如會議附件 3－P11~19）。 

二、 循例將 107 年度結餘款，撥入華佗營專款 100,000 元、會館基金 2,200,000

元。 

決議：通過。 

第 4案                                            提案單位：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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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查本會 108年度收支預算表。 

說明：附 108年度收支預算表，審決後由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如會議附件 4

－P20~21）。 

決議：通過，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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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工作計劃。 

說明：附 108年度工作計劃，審決後由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如會議附件 5

－P22~23。 

決議：通過，由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 

第 6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會員洪武生、李春琳、鄒年紹、鄭進發等醫師申請會員子女獎學

金案。 

說明： 

一、依本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獎助辦法辦理。 

二、截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可用獎學基金利息餘額 82,482元。 

三、目前獎學基金每年利息所得約 28,000元，建議本次發放獎學金為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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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提 108年會員大會表揚，各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2,000元及獎狀乙紙。 

決議：通過。  

第 7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追認新北市政府補助本會辦理 107年度中醫博覽會活動案。  

說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政府 107.11.23新北府社團字第 1072257156號函核備 

（如會議附件 6－P24，並囑應提會員大會追認。 

二、理監事審決後，由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追認。 

決議：通過，由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討論。 

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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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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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事長核定，提報理監事會通過。其評定項目及分數比例：工作效 

率(30％)、配合度(20％)、服務態度(30％)、品德操守(20％)（如傳 

閱資料）。 

決議：通過，總幹事、秘書、幹事考核成績皆 95分以上各發 2個月。 

第 9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第 3屆第 3次會員大會出席會員資格案。 

說明： 

一、依規定召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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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31日為截止日（如會 

議附件 7－P25~31）。 

三、會員大會實際出席名單則以 108年 1月 31日會籍為準。 

決議：通過。 

第 10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 108年度會員自強活動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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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聯誼活動委員會規劃 1天之行程，提請討論。 

三、檢附公會歷年收費表（如會議附件 8－P32）。 

決議：通過，規劃惠蓀林場及日月潭一日遊等行程，相關細節請聯誼活動委員

會主任委員詹益能監事長處理。 

第 11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會議室照明設備更新案。 

說明： 

一、本會會議室照明設備自板新路會館落成時，即沿用舊照明設備，年 

    久燈具損壞，擬更換為 LED照明設備，更節能與環保。 

二、新北市政府補助轄區之服務業「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既有整組 

    傳統 T8日光燈具汰舊換新，每具補助 50％之汰換費用，且每具補 

    助以新台幣 750元為上限。 

三、附廠商估價表如傳閱資料。 

決議：通過，請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許伯榕規劃處理。 

第 12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建議修訂新北市中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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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附收費標準表及建議項目對照表（如會議附件 9–P33~34）。 

決議：通過，請法規研究委員會施丞修主任委員及醫事法律處理委員會葉育韶 

      主任委員協助處理。 

  

第 13案：                提案人：詹益能監事長、張立德常務監事 

案由：為經常性辦理「新入會及再入會會員開執業說明會」，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為協助新入會及再入會會員了解相關執業、醫療法規、抽審核扣申復 

等本身權益事項，並進一步了解公會角色(包括為會員提供服務項目與辦理

活動)，建議每年定期辦理說明會。 

二、會員可以藉由說明會了解公會學術課程、期刊資料庫、聯誼社團及線 

上群組等相關舉措與活動。同時行銷會員醫師本人，提高本公會新會員的

民眾知名度及信任度！ 

決議：一、通過，今年 10月辦理一次，以後可用錄影方式提供。 

      二、請健保業務委員會、會員服務委員會、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資訊 

          委員會籌劃辦理。 

第 14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本屆第 9次-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及地點。 

說明： 

一、第 9次理監事會預定 108年 4月 14日召開，負責招待為許桂月常務 

    監事、張立德常務監事、吳炫璋監事、葉育韶監事。 

二、第 10次理監事會預定 7月 7日召開，負責招待為徐蔚泓監事、陳 

    彥光監事、歐陽辰監事、劉志賢監事。 

三、第 11次理監事會預定 9月 29 日召開，負責招待為洪啟超理事長。 

四、以上三次會議地點，請招待餐敘之理監事決定。 

決議：通過。 

第 15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周大翔、林揚南、呂峻安、黃棋政、陳思穎、李雅琳、鄭育昕、 

   梁詠翔、楊順清、陳奕霏、張雅涵、葉冠廷、張淑娟、沈瑩珍、 

   田凱碩、賴品融、許惠婷、陳怡潔、蔡承玲、蔡明諺、林志宇、 

   簡  婕、程俊文、賴家鑫、何佳霖、彭蔣璽、洪政陽、陳冠榜、 

   陳詩潔、吳俊浩、劉珮妤、黃奎曄、莊梅林、楊賜寶、楊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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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佳達、陳伯之、王玫文、柯莉文、楊淑婷、袁昌瑋、蔣佑晨、 

   林啓丞、蔡鴻洲、李宛芯、蘇郁婷、趙英序醫師等 47人申請入會，均符

合規定，請追認案（如會議附件 10－P35~36）。 

決議：通過。 

第 16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陳榮位、張巍達、解為閔、周聰明、黃秋翰、張永全、陳金女、 

   林銘堉、王怡礱、胡博雄、黃昱銘、李主強醫師等 12人申請退會，請註

銷會籍案（如會議附件 11－P37）。 

決議：通過。 

第 17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賴賜醫師逝世請註銷會籍案（如會議附件 11-P37）。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8:30 (本次會議由林久乃理事、林昱秀理事、周得民理事、詹益

能監事長招待，謹表謝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