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中医研究院 

2017 年会员大会记录 

 

地点: 广惠肇留医院二楼会议室 

时间: 2017 年 3月 19 日下午 3:00-5:00 

出席人数: 共 44 位          

 

普通会员出席名单（22位） 

出席者: 蔡其思,谭翠蝶, 郭俊缃, 叶振成, 林丽明, 苏成吉, 汪国智,  

        锺耀文，林莲湘, 许杏莲, 梁惜梅, 唐跃, 吴承珠, 陈秋顺,  

        卢锦燕, 卢金玉,林英, 潘广斋, 陈秋梅, 刘嘉扬, 王葆方,  

        廖凤燕  

 

准会员出席名单(12 名) 

出席者: 吴荣贵, 李金顺, 涂展豪, 谢淇盛, 黄春祥, 许子欣, 徐常清, 

        沈雁珊, 何敬仪, 严侦柑, 毛寒冰, 梁桂贤 

 

理事名单     (10位) 

出席者: 洪两，杨竣联，孙加煜，许振益，冯增益，董菁菁，何乃殷,  

        赖秀珠, 林诗晖, 刘广福 

缺席者: 郭忠福，洪伟雄, 黄海 

 



 

1. 2017年会员大会 

1．覆准 2015年会员大会报告 

提议:王葆方 

附议:廖凤燕 

 

2. 院长报告 

洪院长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洪院长感谢大家拨出宝贵时间出席本年度的会

员大会。这次会员大会报告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以及未来学院活动方向。 

 

2.1 本会简介 

2013 年 6 月   成立筹备小组 

2014 年 10 月 28 日 注册批准 

2015 年  9 月 13 日 会员大会 

2016 年  4 月  3 日 卫生部长会面 

 -- 以科研形式进入社区医院诊治病患 

 

2.2 任务 

• 开拓中医教育，提升临床技能；捍卫中医中药，保障公众利益。 

• 推动中医科研，提高临床疗效；倡导循证医学，促进中西医学术交

流。 

 

2.3 宗旨 

• 制定及推动中医专业能力和道德操守的最高准则。 

• 提供专业意见给寻求协助的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机构。 

• 促进和发展中医研究生教育。 

• 为符合既定条件的中医师授予中医专科证书。 

• 代表会员，并表达和执行会员的观点和意见。 

• 鼓励、奖赏、推动中医科研。 

• 发展中西医学相关学科，促进中西医学术交流。 

• 联系国内外医药团体，开展国际医学学术交流和合作。 

• 维护新加坡中医研究院的利益和尊严。 

 

 



 

2.4 介绍第一届理事会 

• 洪两博士   -院长 

• 楊竣聯博士 -第一副院长 

• 孙加煜医师 -第二副院长 

• 许振益博士 -秘书长 

• 董菁菁博士 -第一副秘书长 

• 郭忠福医师 -第二副秘书长 

• 冯增益医师 -财政长 

• 洪伟雄先生 -委员(华侨中学前校长) 

• 何乃殷教授 -委员(新加坡医学院前院士) 

• 黄海教授   -委员(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 赖秀珠法官 -委员(退休法官) 

• 林诗晖教授 -委员(新加坡医学院前院士) 

• 刘广福先生 -委员(新加坡理工学院前校长 ) 

 

2.5 介绍工作委员会 

• 策略工作委员会主任    :洪伟雄 

• 专业咨询委员会        :洪两 孙加煜 

• 奖学金委员会主任      :何乃殷 

• 筹款委员会主任        :梁桂贤 

• 入会审查委员会主任    :郭忠福 

• 学术刊物委员会主编    :王美凤 副主编：王贵南 

• 延续教育工作委员会顾问:楊竣聨  赵雁   柯绮璇 

• 宣传委员会主任        :邓秀华 

 

2.6 已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 北京中医药大学 

• 广州中医药大学 

• 中国中医科学院 

• 南京中医药大学 

• 广惠肇留医院 

 



 

2.7 即将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 成都中医药大学 

• 山东中医药大学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3. 第一副院长报告 

3.1 2016年所举办的项目 

延续教育 (顾问团: 杨峻联,赵雁,柯绮璇) 

         (执行组: 李金顺,严侦柑,郑黄芳,涂展豪,刘佩菱) 

 

3.11 于 2016年 7月 24日,我院与南洋理工大学中医诊所联办首届延续 

     教育讲座会在卫生部大礼堂举行。讲座会的主题为‘中医师与病患 

     纷’ 。讲座会主宾是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席-符喜泉女士和主讲嘉宾  

     是吴汉昇教授, 周明娴高级律师和黄种钦资深医师。当天反应非常热  

     烈,全场爆满,出席人数达 300多人。98%的出席者表示非常满意，而  

     且得益不浅。 

 

3.12 于 2016年 10月 23日,我院与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在新加坡新达城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Summit 2）承办举行“中医现代化”国际学术  

     会议。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黄海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新 

     加坡中医研究院理事委员);委员-杨竣联博士（新加坡中医研究院第 

     一副院长）许振益博士 (新加坡中医研究院秘书长),林诗晖教授 

（新加坡中医研究院理事委员）,刘斐文博士 (南大高等研究所）,苏 

 善彬医师（南大高等研究所）和黄诗媛女士（南大高等研究所）。 

《中医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汇集来自国内外的中、西医两大领域之 

 精英。学术大会分为两个段落上午会议 - 中医的现代化和对未来的  

 展望曹洪欣教授(中国)与张恆鸿教授（台湾）与出席者分享中、西 

 医并施共治的临床实践经验,熊淑妍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阐述 

 中医融入现代公共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卫生政策的研究内容。下午 

 会议-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现身说法讨论中医药在临床应用上的安全 

 性针灸对西医治疗的辅助作用，以及一些常见疾病之中、西医并用 

 的指导原则与模式从现代医学界专才的角度，探讨西药与中医药结 

 合应用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当天大会主宾为新加坡卫生部颜金勇部    

 长。此外,也邀请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医生(Dr   

 Margaret Chan)发表演讲 -《中医药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本次  



  

会议在各方合作下圆满成功。当天国际学术会议出席人数为 545位。 

 

3.13 2017年即将举办之讲座。讲座主题为新加坡人群与代谢综合症流行  

病。初步计划讲座会于 2017年 3月 26日下午 2点至 5点正（下午 1 

点开始报名）在 SingHealth Academia(新加坡中央医院对面)Level   

1 Room 1举行。 

 

3.14 学报刊物工作委员会 

主编:王美凤，副主编:王贵南  

组员：张艺钟，林岷瑜, 薛應賢，林彦廷 

 

学报刊物工作委员会主要工作是筹划创刊工作，制定学报简则，版权协议

与征稿准则等项。目前正积极地向海内外各大中、西医院校及各别医生和

医师邀稿。 

 

3.15 奖学金委员会 

主任: 何乃殷教授 

组员：楊竣聯博士，冯增益医师，许恂如医师 

奖学金于 13/12/2016 落实经由我院顾问萧锦耀律师核准之奖学金准则。

此外, 申请表格及程序发布在我院之网站上。 

 

3.16 奖学金颁发目的 

1. 资助有志于在本地或海外大学深造的优秀中医师。 

2. 协助栽培及优化本地中医人才。 

3. 推广及提升我国中医师之专业知识临床诊断能力及科研工作。 

 

3.17 硕/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奖励 

1. 5 位：国内外大学        

     5位：中国各大院校修读专科/专病 

   2.短期课程 

   3.可申请之院校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本地大学。 

 

4. 第二副院长报告 

4.1 专业咨询委员会 

  1. 根据新加坡中医研究院章程第一章(简介)之 5(宗旨)的(2):提供专  

     业意见给寻求协助的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机构。 



 

2. 在去年，接到八个咨询信件，主要来自卫生部的法律单位，针对一

些投诉希望我们提供中医的专业意见。 

3. 除了提供中医专业意见，如有需要，他们也会要求我们推介中医师

作为控方的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针灸推拿组主任刘嘉扬医

师就曾经上法庭充当专家证人。 

4.2 中医科研委员会 

我们已经有心目中的人选，但还有一些细节未确定。预计在这一二月内，

就会正式成立中医科研委员会以便积极筹划及推动科研工作。 

 

4.3 与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的合作 

虽然委员会还没正式成立，但工作已经在进行。 

目前与樟宜综合医院的某科研单位草拟合作备忘录; 

1. 测试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与管理中的安全性与功效; 

2. 了解中医药临床疗效的机理; 

3. 联合开展糖尿病的中医防治等。 

一旦落实，将会在网上发布。 

 

4.4 学术组 

1. 目前我院有 5个学术组 

     儿科: 许杏莲博士 

     妇科: 陈秋梅博士 

   老年科: 许杏莲博士 

   皮肤科: 王葆方博士 

   针推科: 刘嘉扬博士 

设立学科小组的目的是: 

1. 通过小组成员对相关的课题作深入的讨论分析，以便提高临床的疗 

效;  

2. 开展科研项目; 

3. 提供专业咨询-各科主任是中医专业咨询委员会的基本成员。 

目前学科组，除了对外提供专业咨询，还没有具体的活动。希望各组的组

员们;若对某些课题有兴趣想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主动向你们组长/主任

提出。 



 

4.5 建立中医专科制度委员会 

我院准备与新加坡其他中医团体共同讨论;就如何建立中医的专科制度进

行筹备工作。在今年初，我院与六位中医同行进行了初步交流;与会者都

知道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不容易完成，但都同意是时候该合作向前迈

出重要的一步。 

 

4.6 其他构想 

1. 目前中医师的行医范围还不是很明确，很多属于中医传统治疗方法;如 

   火针疗法等是否允许在临床应用;其他如刺络拔罐用的采血针;消毒药  

   水等等都没有明文现定可否;一旦有医疗纠纷;有投诉，则中医师往往 

   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 

2. 我们将咨询相关中医团体，拟出一份名单;分批分阶段向有关部门陈情 

   希望能够有明确及合理的决策。 

 

5. 秘书长报告 

5.1 理事选举 

  每位缴交会费的会员，行政处将发于会员证在会员大会由院长颁发给会

员。 

  会务的发展需要全体会员和理事的奉献，因此会员的意见我们将详细聆

听，平时若有意见可以通过电邮转告行政处。而会员若有意见可以以书面

提案在会员大会前 2周转交秘书处。   

   研究院将在每 2年举行理事会选举一次。选举过程是由一个临时选举

委员会负责。第 2次理事选举将在 2018年 3月举行，我们希望有心领导

和做事的普通会员到时提名出来参选理事。 

 

5.2 Charity Status Application 

   政府规定凡是有 Charity Status 的团体，若有捐款，可以豁免所得税，

政府也将 1对 1赞助该团体。 

   我们已在 2015年 12月 3日提呈申请 Charity status的申请表格，可

是不被当局接受。当局要求我院提供以下如资料: 

 

 



 

• 三年从事各项活动的财政报告 

• 三年活动内容 

• 说明各项活动和涵盖的慈善意义。 

• 申请书也必须获得全体理事的书面首肯 

 

   以目前我院的工作内容和年资，我院尚未有足够的条件申请，不过申

请 charity status的工作尚在继续关注和进行中。 

 

5.3 研究院网站的资料 

早在 2015年 9月 13日之前，我院为了征收会员和会务发展的需要，设立

了一个简单的网站。当时是由一位国大的教授义务协助。 

由于活动内容越来越多，与国际的交流也越来越多，近 4个月来我院

通过一间名为 Hansoken Consulting 公司设计网站。研究院的新网站设计

费为 700元，每个月维修费为 120元。 

 

 我院网站中设置的内容: 

 

• 理事名单 

• 研究院成立的背景和目的 

• 研究院中英文简单的介绍 

• 中英文章程 

• 中英文的会员申请表格 

• 研究院征稿的启事 

• 各个专科的成员 

• 合作备忘录 

 

 

 

 

 

 

 



6. 财政长报告 

6.1 2015年财政报告 

 
 

6.2 2016年财政报告 

 

 



  

 
 

6.3 2016年主要收入 

• 会员费 

• 赞助者 

❖ Stephen Riady    $ 500,000 

❖ 陈树兰女士         $  80,000 

❖ 何侨生先生         $  20,000 

❖ 郑民川先生         $  20,000 

❖ 永裕隆参茸(新)有限公司  $   5,000 

• MOH 1:1 Matching 

❖ 奖学金 

❖ 科研基金 

 

6.4 2016年支出 

• 7月 24日 “中医师与病患纠纷”总花费 - $4,181.45 

• 10月 23日“中医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总花费 - $15,927.00 

 

 



 

7.提案 

吴荣贵医师提出有关近来报导中医师给予不同治疗方案的选择下. 建议患

者先用中医治疗 3 个月，患者儿子获悉后投诉，中医师被判吊销执照 3 

年,罚款 1 万。 

问题（一） 

此事件对今后中医执行业务影响？ 

• 由于案件还在审判中，所以我院不便发表任何言论。 

 

8. 院长颁发会员证与拍团体照 

9.自助餐招待 

大会于下午 5时正结束。 

 

会后有自助餐供应。 

 

记录: 佳恩/Sally 

审核: 许振益 

批准: 洪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