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11月27日(星期日)中午12時30分
地點：台北市安和路1段27號9樓第三會議室
出席：(應出席15名，實際出席14名)

洪德仁、賴聰宏(視訊)、盧榮福(視訊)、翁文能
(視訊)、黃建仁、林聖哲(視訊)、張孟源、鄭俊
堂、藍毅生(視訊)、莫振東(視訊)、林恒毅(視
訊)、潘志勤(視訊)、吳國榮(視訊)、葉永祥

請假：劉秀雯

指導：周理事長慶明

列席：張必正、林忠劭、謝佩珊

主席：洪監事會召集人德仁

紀錄：王妏姿

壹、主席致詞

謝謝線上及現場出席的各位常務監事、監事，

監事會最重要的工作是協助全聯會會務業務的推動及

更加健全財務，雖然現在正處於忙碌的換屆次期間，

但是本會的會務業務無暇停滯，理事會在周理事長慶

明領導下對於急迫性的醫療及健保議案是夜以繼日即

時召開各項會議因應。同時周理事長當選以來扮演非

常重要溝通角色，為會員與全聯會及政府機關與會員

間搭起友善橋樑。9月18日花東地區地震，周理事長
慶明即偕同黃常務理事啟嘉赴花蓮慰勞收治傷患之醫

療團隊與受災會員並致贈慰問金，近日「植物醫師

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也是刻不容緩

的燒腦議案。

貳、周理事長慶明致詞

非常謝謝大家9月18日的支持，讓我能順利當選
全聯會第13屆理事長，今日藉由這個機會，向各位致
上最高的敬意及謝意。這段期間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

選舉選務雖然忙碌，但全聯會會務業務從未停歇並積

極持續進行，醫界正面對各項艱困挑戰，本人也從中

學習、成長，並堅定維護醫師應有權益。一直以來非

常感謝洪監事會召集人德仁輔導、指導與協助理事會

進行相關法案的溝通及協調，更深深的體認理事會與

監事會應是相輔相成，團結在一起，共同為台灣醫界

5萬多名會員努力。
11月24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議「植物醫師法」

完竣，結論略以，不須黨團協商，逕送院會討論。為

此本會於11月25日緊急召開「研議植物醫師法草案之
因應對策會議」，邀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牙醫師公

會全聯會、六都醫師公會的理事長、邱榮譽理事長泰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3屆第 2次監事會議紀錄

源及洪監事會召集人德仁召開會議。並立即行文立法

院四大黨團、四大總召、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及農委

會，表達反對使用植物「醫師」名稱，懇請於進一步

審查前應廣納各界意見，勿貿然進入二讀程序，宜先

妥為協調，方能真正落實該法之美意。同時也行文中

醫師公會全聯會、牙醫師公會全聯會、各縣市醫師公

會、各專科醫學會、診所協會全聯會、基層醫療協

會、基層醫師協會及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等，建請其共

同向立法院各黨團及轄區立委說明表達相關疑慮，妥

善協調處理。

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專案小組會議也正

於今日中午召開，研討因應對策及後續處置。

參、工作報告

一、確認111年9月18日第13屆第1次監事會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二、111年9月18日第13屆第1次監事會決議案辦理情
形。

1.案由：監察理事會議案決議事項。(提案單位：
秘書處)

決定：洽悉。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監察本會111年4-6月經費收支。(提案單
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研議全聯會監事會會議資料除以紙本郵

寄提供與會人員外，增加E-mail及Line等
電子媒介作為正式傳送會議資料方式之可

行性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1.因監事會議程有財務相關事項，仍以提
供紙本為原則，同時調查並尊重監事個

人意願，同意採用電子媒介作為正式傳

送會議資料管道者，即以電子檔案傳

送。

2.臺灣醫界雜誌是否改採電子化，考量其
發行量與廣告的收入有關，建請編審委

員會研議其利弊，並尊重編審委員會討

論的結果，屆時再請監事提供意見。

三、案由：監察理事會議案決議辦理事項。(提案單
位：秘書處)

決議： (一)第12屆第12次理事會決議案
1.第2案、案由：請研議中華民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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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11月27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第一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

9樓)
出席：(應出席45名，實際出席41名)

周慶明、陳相國、黃啓嘉、吳國治、王宏育、

顏鴻順(視訊)、蔡有成、劉建良(視訊)、魏重
耀(視訊)、彭瑞鵬、趙善楷、黃振國(視訊)、
陳志忠、吳順國、張嘉訓(視訊)、謝渙發、王
智弘、潘仁修、徐超群、賴俊良、簡志誠(視
訊)、董文雅(視訊)、周思源(視訊)、古有馨(視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3屆第 2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訊)、陳文侯(視訊)、吳梅壽、黃樹欽、侯明
志、丁榮哲(視訊)、劉啓擧(視訊)、張維仁、
林誓揚、蔡其洪(視訊)、陳欣怡(視訊)、連哲
震、洪弘昌(視訊)、蔡昌學、陳作孝、蘇清泉
(視訊)、陳穆寬(視訊)、林應然(視訊)

請假：鍾飲文、李茂盛、朱建銘、林曜祥

顧問：林耀東(視訊)、吳坤光、吳運東、李明濱(視
訊)、張清田、楊佳陵

列席：邱泰源、洪德仁、賴聰宏 (視訊 )、盧榮福
(視訊)、翁文能(視訊)、黃建仁、林聖哲(視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請本會支持

修正「醫師法第37條」第一項第三
款，增加理事名額案。(提案單位：
秘書處)
決定：繼續追蹤。

2.第6案、案由：續請討論第13屆理事
及監事名額分配方式。(提案單位：
秘書處)
決定：本案既續提第13屆第2次理

事會研議，本處解除追蹤。

3.臨一案、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公
告預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表新增友

善設施乙案，請全聯會持續為醫界

爭取應有權益。(提案人：何理事活
發 附議人：張理事孟源)
決定：本案併監事會臨一案追蹤。

(二)第12屆第14次理事會決議案
1.第1案、案由：請審查本會111年4-6月份經
費收支。(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定：解除追蹤。

(三)第13屆第1次理事會決議案
1.臨一案、案由：本會第75屆醫師節慶祝大
會表揚之資深醫師名單案。（提案單位：

會員福祉委員會）

決定：解除追蹤。

2.臨二案、案由：近日地震頻繁，台東縣及
花蓮縣可能產生的災情，醫界如何因應

案。(提案人：周理事長慶明)

決定：解除追蹤。

3.臨三案、案由：全聯會第13屆相關人事任
命案。(提案人：周理事長慶明)
決定：解除追蹤，相關人事任命完整名單

以第13屆第2次理事會公布為準。

伍、臨時動議

一、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預告醫療機構設置標

準表新增友善設施乙案，請全聯會持續為

醫界爭取應有權益。(提案人：張監事孟
源)

決議：1.敬請理事會持續關心這個議題，以獎勵
機制、輔導協助的方式，使尚未有該設

施診所做轉型，也能提升醫療服務同時

又能適應世界人權的一個這個要求。

2.反對「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表」用法規命
令方式強制規範要求。

3.有關衛福部將編列新台幣2,600萬元計畫
預算乙節，建議沿革去年模式。

二、案由：為維持法規命令之安定性，建議本會持續

關注「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

管理辦法」之修法。(提案人：張監事孟
源 附議人：鄭監事俊堂)

決議：建請理事會持續關注「全民健康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修法。

陸、散會：下午1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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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張孟源、鄭俊堂、藍毅生(視訊)、莫振
東(視訊)、葉永祥、朱光興、林旺枝、王正旭
(視訊)、邱國華、李順安(視訊)、廖慶龍(視
訊 )、、洪一敬、江俊逸 (視訊 )、梁忠詔 (視
訊)、何活發、吳欣席、張必正、趙堅、林工
凱、林恒立、周賢章、黃立民(視訊)、顏慕庸
(視訊)、林忠劭、謝佩珊、黃幼薰、李美慧、
劉美芬、鍾麗綺、施崇敏

主席：周理事長慶明

紀錄：高嘉倫

壹、 主席致詞
線上及現場所有台灣醫界最重要及最核心的先

進，包含各顧問、邱榮譽理事長、洪監事會召集人、

各理監事、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各防疫專家及張

秘書長，大家好！大家午安！感謝各位撥空參與今日

的理事會。變更今日會議議程，除爰例邀請三位防疫

專家說明最新疫情簡介(這要感謝邱榮譽理事長用心
建立的慣例及模式)外，特別感謝臺北榮總關心全台
醫師的健康，製作「醫療AR健康促進肌力訓練系列教
材」，並由教學部主任楊盈盈教授詳細介紹，該教材

也會提供會員學習使用。

盱衡COVID-19疫情逐步趨緩並朝向與病毒共
存，在今年的醫師節慶祝大會，擴大表揚全台具醫師

資格之衛生局局長及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頒發防

疫特殊貢獻獎，感謝各位三年來不眠不休辛苦的防

疫。

慶明自9月18日上任後，至今已滿2個多月，這段
期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將全聯會所有的會務作通盤的

熟稔及瞭解，在這方面要感謝邱榮譽理事長給予慶明

非常多的指導、鼓勵與支持；個人覺得全聯會整個會

務推展順暢有條不紊，在緊急事件上也能快速因應並

妥善處理，這要感謝張秘書長的領導及全聯會所有會

務人員的努力。

台灣醫界無時無刻面臨著挑戰，向各位簡短報告

全聯會現在持續追蹤處理的重要議題，如：確診居家

照護C5案件核減相關問題、疫情相關議題：防疫獎勵
金、執行業務所得費用率、稅務減免等及有關11月24
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議之植物醫師法草案，名稱以

「植物醫師法」審查完竣，不須黨團協商，送院會討

論。為此，全聯會11月25日緊急召開因應會議，表達
嚴正反對使用植物「醫師」名稱，相關資料請參詳今

天的補充資料Ⅱ，謝謝大家！

貳、 洪監事會召集人德仁致詞
周理事長、邱榮譽理事長及線上與在座的各位

夥伴，大家好！二位理事長在9月18日改選後無縫接
軌，在各種政策議題，一起帶領著全聯會不管是危機

處理或是持續性長期政策的研擬，大家有目共睹，都

是為了維護醫師尊嚴，守護醫界核心價值。

監事會是站在配合的角度，協助會務能夠正常運

作，另在財務方面，今年4-6月經費收支情形，感謝葉
永祥監事及張孟源監事進行相關稽核，財務狀況都是

健全的發展，並經會計師事務所執行核對、分析、比

較與查詢程序，未有任何的瑕疵，整個運作都是非常

順暢，以上報告。謝謝！

參、 陳副理事長相國致詞
大會主席慶明理事長、敬愛的邱榮譽理事長、德

仁監事會召集人、必正秘書

長及線上與在座的各位理監事、各縣市醫師公

會理事長，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要感謝我們最認

真最充滿體力的慶明理事長，從就任至今已參與超過

300多場行程，全台跑透透上山下海，無時無刻都是
為了醫界的權益在努力打拚，讓我們給予慶明理事長

一個熱烈的掌聲！同時也要感謝邱榮譽理事長，不論

是在全聯會還是立法院也都一直為了醫師尊嚴及民眾

健康打拚奮鬥，讓我們也給予邱榮譽理事長一個熱烈

的掌聲，也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更上一層樓。

我的職責是全力輔佐慶明理事長執行各項任務，

感謝在這段期間很多重要

的場合都有邀請我參與，相信在慶明理事長及邱

榮譽理事長領導下，台灣醫界一定有更好的未來，大

家明天更美好，祝所有貴賓及前輩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闔家平安，謝謝！

肆、 「醫療AR健康促進肌力訓練系列教材」介
紹及捐贈

介紹及捐贈單位：臺北榮民總醫院，由教學部楊盈盈

部主任代表

受贈單 位：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伍、 黃立民教授、顏慕庸院長、林應然理事防
疫專業建議(略)

陸、 工作報告
一、 確認111年9月18日第13屆第1次理事會會議紀

錄。

決定：確認。

二、 111年9月18日第13屆第1次理事會決議案辦理情
形。

決定：洽悉。

三、 常務理事會決議報告。
決定：洽悉。

四、 會務工作報告。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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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1年12月22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

9樓)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3屆第 2次常務理事會會議紀錄

出席：周慶明、陳相國、黃啓嘉、吳國治、王宏育、

顏鴻順(視訊)、鍾飲文、蔡有成、劉建良(視
訊)、彭瑞鵬、趙善楷(視訊)、黃振國(視訊)、

五、 各項會議結論報告。
決定：洽悉。

柒、 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審查本會111年7-9月份經費收支。(提案

單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審議本會112年度工作計劃。(提案單
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

三、案由：請審議本會112年度經費預算草案。(提案
單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並請各位理監事、各縣市醫師公會

理事長多多推薦相關廣告

刊登至臺灣醫界雜誌以增加全聯會經費收入。

四、案由：請審議本會112年度內部會議及活動預定
表。(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

(1) 原訂112年11月5日(星期日)醫事法規委員會調
移至112年10月29日(星期日)召開。

(2) 通過112年度內部會議及活動預定表，如附件
一。

五、案由：本會因業務需要擬聘任會務人員陳仕翰，

該員經試用期滿，擬以助理幹事任用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

六、案由：請研議全聯會理事會會議資料除以紙本郵

寄提供與會人員外，增加E-mail及Line等
電子媒介作為正式傳送會議資料方式之可

行性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並請填覆收受《電子化會議資料》

調查表(如附件二)。
七、案由：行政機關要求私人機構提供資料應比照行

政機關收取行政規費、工本費以達使用者

付費及平衡之原則。(提案單位：第13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交議)

決議：移請醫事法規委員會繼續研議。

八、案由：有關全聯會理事、監事員額產生方式案。

(提案單位：第13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交
議)

決議：移請醫療政策委員會、醫事法規委員會及

智庫再行研議。

九、案由：建議本會推派數名代表加入「台灣健康經

濟學會」會員，強化本會與健康經濟學相

關領域的連結，促進醫界意見與學術與政

策的交流，提請討論。(提案人：黃振國
常務理事。附議人：黃啓嘉常務理事、顏

鴻順常務理事)
決議：鼓勵會員以個人名義參加，並委請顏常務

理事鴻順與台灣健康經濟學會前理事長周

穎政教授討論較適切的參與方式。

十、案由：請研議修正本會部份委員會組織簡則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修正「醫療政策委員會、基層醫療委

員會、醫院醫療委員會、醫事法規委員

會、會員福祉委員會、醫學倫理暨紀律委

員會、公共關係事務委員會、醫療事業輔

導委員會」等8個委員會組織簡則，如附
件三。

十一、案由：請審議第13屆各委員會委員人事任命
案。(提案人：周理事長慶明)

決議：通過修正後第13屆各委員會委員名單，
如附件四。

十二、案由：本會第13屆人事任命案。(提案人：周理
事長慶明)

決議：通過，第13屆顧問計18位及第13屆正副
秘書長計28位，名單如附件五。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6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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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忠(視訊)、李茂盛(視訊)
請假：魏重耀

列席：邱泰源(視訊)、洪德仁、賴聰宏(視訊)、盧榮
福(視訊)、翁文能(視訊)、黃建仁、吳欣席(視
訊)、張必正、林工凱(視訊)、趙堅(視訊)、林
恒立、林忠劭、謝佩珊、李美慧、劉美芬

主席：周理事長慶明

紀錄：高嘉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111年10月20日第13屆第1次常務
理事會】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辦理情形
一、案一：建請同意追認9月18日花東地震，全聯會分

別致贈花蓮縣及台東縣慰問金各10萬元，
慰勞收治傷患之醫療團隊與受災會員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定：洽悉。

二、案二：請追認本會「111年防疫特殊貢獻獎」名單
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定：洽悉。

三、案三：請審議本會111年度「台灣醫療典範獎」及
「台灣醫療貢獻獎」得獎名單案。(提案單
位：秘書處)

決定：洽悉。

四、案四：有關本會委請各縣市醫師公會協助代辦活

動(如：表揚防疫特殊貢獻獎)，其活動經
費轉移撥用至承辦公會之可行性案。(提案
單位：秘書處)

決定：洽悉。

五、案五：建請研議原表定111年11月20日(星期日)第
13屆第2次理事會是否改期召開案。(提案
單位：秘書處)

決定：洽悉。

六、案六：請研議聘請友好立委擔任本會顧問案。(提
案人：陳副理事長相國)

決定：洽悉。

肆、 報告事項
(1) 衛生福利部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會第6屆委員聘任
作業，111年11月25日函請本會推薦保險醫事服務
提供者代表2席；本會依該會組成及議事辦法，以

二倍方式提出名單，爰推薦本會周慶明理事長及

陳相國副理事長；黃啓嘉常務理事及顏鴻順常務

理事；業於111年12月14日函復衛福部辦理後續事
宜。

(2) 餘洽悉，詳議程。

伍、 各項會議結論報告
一、 (111.11.24) 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協調會議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二、 (111.11.25) 研議「植物醫師法草案」之因應對策
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三、 (111.11.27)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111年第
3次審查專家會議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陸、 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研議本會委託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

究所林寬佳教授「我國西醫師萬人關鍵調

查報告」相關執行內容及費用案。(提案
人：顏常務理事鴻順)

決議：

(1) 通過委託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林寬
佳教授進行「我國西醫師萬人關鍵調查報

告」，經費預算新臺幣40萬元。
(2) 問卷可採線上表單作答，並將問卷連結置入
臺灣醫界雜誌中宣導。

(3) 問卷設計、執行內容等方面，請各位先進再
給予寶貴意見。

柒、 臨時動議：
一、案由：有關重要法案或議題需請理監事、各縣市

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幹部們與在地立委進行

遊說或代表全聯會出席外部會議，其相關

資料提供方式案，提請討論。(提案人：
王常務理事宏育)

決議：

(1) 外部會議，會務同仁應主動彙整議案相關資
料，提供與會代表參考。

(2) 理監事等幹部得向本會索取業務相關資訊，
惟涉機密或敏感性資料時，需呈報理事長同

意後始得提供。

捌、 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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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2年1月12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

9樓)
出席：周慶明、陳相國、黃啓嘉、吳國治、王宏育、

顏鴻順(視訊)、鍾飲文(視訊)、蔡有成、劉建良
(視訊)、魏重耀(視訊)、趙善楷(視訊)、黃振國
(視訊)、陳志忠(視訊)、李茂盛(視訊)

請假：彭瑞鵬

列席：邱泰源(視訊)、洪德仁、賴聰宏(視訊)、盧榮
福(視訊)、黃建仁、吳欣席(視訊)、張必正(視
訊)、林工凱(視訊)、趙堅(視訊)、林恒立、林
忠劭、謝佩珊、黃幼薰、李美慧、劉美芬

主席：周理事長慶明

紀錄：高嘉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111年12月22日第13屆第2次常務
理事會】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辦理情形
一、案一：請研議本會委託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理研

究所林寬佳教授「我國西醫師萬人關鍵調

查報告」相關執行內容及費用案。(提案
人：顏常務理事鴻順)

決定：洽悉，後續再請秘書處協助處理問卷調查

各方面的行政庶務。為提升填答人次，請

秘書處協助申請繼續教育學分，並提醒填

答會員，如欲申請學分將記名填答；如不

記名將無法申請學分。

【附註】：本委託案原委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務管理研究所林寬佳教授研究團隊辦理

問卷調查，團隊成員含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邱尚志教授，因林教授個人因素，爰

轉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邱尚志教授執

行。

二、臨一：有關重要法案或議題需請理監事、各縣市

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幹部們與在地立委進行

遊說或代表全聯會出席外部會議，其相關

資料提供方式案，提請討論。(提案人：王
常務理事宏育)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3屆第 3次常務理事會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肆、 報告事項：洽悉，詳議程。

伍、 各項會議結論報告
一、(111.12.19)研商「長期照顧特約管理辦法草案」

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二、(111.12.27)因應疫情指揮中心修訂居家照護之相
關費用給付標準研議相關對策會議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三、(111.12.29)「通訊診察治療辦法」修正草案第二
次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四、(112.1.5)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112年籌備
會議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陸、 討論事項
一、案由：因辦理會務所需，擬協議調移本會112年

度例假日、調整放假日及補上班日期案。

(提案單位：資方代表)
決議：通過，爰例再於勞資會議討論。

二、案由：請研議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申請承辦

112年全國醫師盃網球錦標賽案。(提案單
位：秘書處)

決議：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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