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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4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7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10時(視訊) 

地點：本會教育中心(新北市板橋區板新路 107號 7樓 B室) 

出席：理事  詹益能、邱  定、李興明、吳鐘霖、吳炫璋、王姿涼、 

林坤成、張立德、陳建輝、施丞修、葉育韶、徐蔚泓、 

鄭淑鎂、蔡坤儒、盧文貴、許伯榕、戴有志、莊梅林、 

歐陽辰、林蓓華、楊政道、顏振松、陳禹維、王宏銘 

      監事  陳文豐、戴文杰、林曾翠霞、洪汝欣、廖唯宇、胡純彰 

請假：理事  劉志賢、林久乃、林昱秀 

      監事  曹雅惠、簡玉玫、李偉任 

列席：洪啟超名譽理事長 

主席：詹理事長益能                          紀錄：洪淑蘂 

10:00～10:30各產險公司簡報 

壹、1.主席詹益能理事長致詞 

    2.陳文豐監事長致詞 

貳、介紹來賓 

參、報告事項 

一、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 

1. 會員福利委員會報告 

2. 聯誼活動委員會報告 

3. 中醫藥文化推廣委員會報告 

4. 運動休閒委員會報告 

5. 健保業務委員會報告 

6. 文宣刊物委員會報告 

7. 緊急應變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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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3月 28日理監事會 

案號 案由 執行情形 

第 4案 
請研議 110年度小神農

華佗營案。 

110.05.10於新北市政府新聞發佈

室舉行活動記者會。 

110.05.15後，因疫情影響，全台三

級警戒，取消本次活動。 

陸、討論事項 

第 1案                                           提案單位：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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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會理事陳明珠醫師退會，依據章程由候補理事王宏銘醫師遞補案。 

說明： 

一、 本會理事陳明珠醫師於 110年 4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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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缺額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由候補理事第一順位王

宏銘醫師遞補。 

決議：通過。 

第 2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議本會 110 年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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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議本會 110 年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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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8）。 

二、本案通過後送監事會監察。 

決議：通過。 

第 4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 110年度醫師責任險團體保險承保案。 

說明： 

一、 99~104 年由富邦產險承保，105~108 年由明台產險承保。109~110

年由富邦產險承保 

二、附富邦、明台、新安東京海上、新光四家產物保險書面報價（如會議

附件 3-P9~12）。 

廠商名稱 保費/每人 

富邦產險 490元 

明台產險 460元 

新安東京海上 500元 

新光產險 6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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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由富邦產險繼續承保。 

第 5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追認本會捐贈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篩檢艙乙座案。 

說明： 

一、依本會章程第六條本會之任務第五點「社會醫療救濟之設計及協助事

項」辦理。 

二、為體恤醫護人員採檢辛勞，降低染疫風險，本會已於 110年 6月 17

日捐贈，相關經費 600,000 元提請理監事會同意及追認（如會議附件

4-P13）。 

決議：通過。 

第 6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會員洪武生、李春琳、林豪遠、鄒年紹、鄭進發等醫師申請 

      會員子女 109 年度獎學金案。 

說明： 

一、依本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獎助辦法辦理。 

二、截至 110年 5月 31日止，可用獎學基金利息餘額 88,283 元。 

三、目前獎學基金每年利息所得約 23,000 元，建議本次發放獎學金每位

2,000 元。 

四、附申請書及其子女就讀中醫學系等有關證件（如會議附件 5-P14~23）。 

辦法：提 111年會員大會表揚，各頒發獎學金及獎狀乙紙。 

決議：通過，111年會員大會表揚，子女親自出席者提供 3000 元獎學金， 

      代領者提供 1000 元獎學金，皆頒發獎狀乙紙。 

第 7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媒體平台管理方式。 

說明： 

一、公會網站：已於 2003 年 10月網站建置完成啟用，由資訊委員會管理。 

二、臉書粉絲團：已於 2013年 8月創立臉書粉絲專頁。 

三、LINE 社群：本會 LINE官方帳號已於 2014年 4月創立。 

四、公會成立會員 LINE 群組，LINE目前有會員 4個群組，僅限公會會員

本人加入，請勿邀請行政人員、家屬等。為促進彼此情感交流，臨床

診治經驗與學術研究分享，但有關政治、宗教、種族及違反社會善良

公序良俗之議題，應避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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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會成立「新北中醫院所行政群（一家院所以一個名額為限）」、相關

學術及聯誼性質數十個群組，歡迎加入，群組將不定時通知即時訊息。 

六、2021 年 6月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公會成立 11個地區防疫群組，

請醫師加入公會 LINE ID：ntccmda，加入各區群組，該群組可討論疫

苗注射、疫情資訊等。 

辦法： 

一、請本會資訊委員會及公共關係委員會負責管理，各委員會協助支援處

理，每三個月清查整理一次。 

二、因應 COVID-19疫情，成立各區防疫群組，請各群組組長、副組長、組

員負責管理(如會議附件 6-P24)。 

決議：通過，由資訊委員會、公共關係委員會及會員服務委員會負責處理。 

第 8案                                           提案單位: 本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擬增聘一位會務人員案。 

說明：  

一、本會會員人數已達 1140位，為全國會員人數最多之公會，會務工作越

來越繁重，擬增聘一位人員，以協助處理會務。 

二、目前有總幹事、副總幹事、組長共 4位會務人員，附本會會務人員工

作分配表（如會議附件 7-P25）。 

辦法:授權理事長與監事長面試新聘。 

決議：通過。 

第 9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本會承辦2022全聯會慶祝第92屆國醫節2022國際中醫藥臨床

學術大會暨中醫藥成果展。 

說明： 

一、大會日期：111年3月12日、13日（星期六、日）。 

二、大會地點：新北市政府會議廳（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4-6樓）。 

三、晚會地點：彭園會館（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8樓）。 

四、大會主題：傳承創新 弘揚中醫 飛躍國際。 

五、大會執行長為陳建輝常務理事，附2022國醫節大會籌備委員會及通告 

草案 (如會議附件8-P26~27)，請各位理監事協助。 

決議：通過，由陳建輝執行長規畫執行，全體理監事協助。 

第 10案                                        提案單位：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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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新北升至第三級警戒，這段期間會務人員協助處

理疫情（苗）事宜，積極聯繫各事項，為會員服務不遺餘力，建議

適時給予防疫獎金。 

說明： 

一、110年 5月 15日雙北升級至第三級警戒以來，除會務工作外，會務人 

    員增加衛生單位發放物資及會員疫苗需求之業務，建議考量酌予會務 

    人員薪資 30%為防疫獎金。 

二、6月 29日詹理事長、陳監事長、緊急應變委員會吳鐘霖主委、陳建輝 

   常務理事給予會務人員防疫紅包獎勵。 

決議：通過，給予會務人員薪資 30%作為防疫獎金。 

第 11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討論本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及地點。 

說明：預定 110年 9 月 26日（日）召開，負責招待理監事為鄭淑鎂理事、

蔡坤儒理事、盧文貴理事、劉志賢理事，地點請招待餐敘之理監事

決定。 

決議：通過。 

第 12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黃淑宜、李逸星、張禹晨、蔡昕霈、張旨余、白詩伃、林芝丞、 

許錦堪、林力宇、陳昱臻、張心寧、卓韋佳、沈邑穎、李宗明、 

陶百瑩、吳政倫、廖紹宇、吳耿維醫師等 18人申請入會，均符合規

定，請追認案（如會議附件 9－P28）。 

決議：通過。 

第 13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賴柏穎、李雨璇、陳明珠、周大翔、古書帆、楊景中、劉洸津、 

李茂雄、蔡昕霈、王世明、鄒家嘉、藍瑩、黃奎曄、廖敏宏醫師等

14人申請退會，請註銷會籍案（如會議附件 9－P28）。 

決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1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