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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林展弘

每逢3、6、9、12月出刊
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第19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開
幕式陳建仁副總統與各公會理事
長合影(2018.11.25)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承辦台北市二十
大醫事團體聯誼會柯文哲市長與各
公會理事長合影(2018.11.11)

全聯會會員代表大會頒發中醫優
良學術雜誌獎予台北市中醫師公
會(2018.11.04)

時序歲末迎新之際，2018年的狗年即將要過去，迎接2019年的豬年，

在此展弘代表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向各位中醫藥界先進及醫師道長拜個早年，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諸事吉祥，為中醫醫療服務造福全民的健康照護，共同奉

獻心力。回顧三年來公會在既有的優良制度下，理監事會及各業務委員會和

12個行政區群組分工合作，大家努力同心協力，會務績效卓著，感謝大家的

鼎力支持。

本會成立於1950年會員47人，隨著會員人數增加，會務加重，時代更

替。從1973年，紹興南街會館；到1994年購置廣州街會館；到2008年青

島西路會館。2018年時會員已達1055人，由於本會位於中央政府所在地，人文薈萃，為醫界交流

的重要平台；諸如辦理中醫師繼續教育，成立雲端學院服務外縣市中醫師，代辦衛生局執業醫師異

動作業，舉辦海峽兩岸及國際交流活動，召開國內外各型會議，辦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配

合全聯會承辦全民健保中醫總額業務，辦理會員聯誼及社團活動，辦理民眾健康講座及長青學苑，

配合政府推動公益活動，致力公共政策建言，會務蒸蒸日上，現青島西路3樓會館已不敷使用。

2018年3月18日第18屆第3次會員大會通過購置新會館，8月18日購得青島西路會館樓上14樓為

第二會館。第二會館將規劃為教育及聯誼中心，惟裝潢設備及軟硬體設備費用，不足600餘萬元，

尚待中醫同道以及中醫藥團體鼎力支持贊助，期盼能於明年春節過後落成，為中醫界提供更佳及多

元的服務，為中醫添上新獻。

第18屆理監事任期將於明年3月12日屆滿，公會訂於明年3月10日下午4時召開會員大會，

投票選舉第19屆理事、監事，產生新的理監事服務團隊。企盼熱心公益服務，有理想有抱負的會

員，成為第19屆理監事進入公會服務，謀求中醫的發展，共創中醫的康莊大道。

2019年慶祝第89屆國醫節第11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將於2019年3月9、10日於台

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將有來自中國大陸、港澳、美、加、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

紐、澳及歐洲等國家及地區專家學者，國內外中醫界人士將有1800餘人參會。大會盛況可期，屆

時歡迎各縣市中醫藥界領導能蒞會指導．並歡迎全國中醫師踴躍報名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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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1.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7.11.14(107)全聯醫總全字第1259號函：

107年度中醫總額院所品質指標資訊公開作業案(請上公會網頁瀏覽已公開資訊院所名單)，請尚未

公開資訊院所和今年度新開業診所將表格於12月12日前回傳公會，以免影響院所107年度品質保

證保留款。

2.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7.11.30北市衛食藥字第1076101310號函：

「生川烏」、「生南星」、「生草烏」等係收載於臺灣中藥典之「毒劇中藥」品項，倘欲售賣毒

劇性中藥，應依藥事法第64條第2項及第59條規定辦理；另市售中藥材飲片如屬毒劇中藥材，其

標籤或包裝應標示其炮製方式。中藥販賣業者及中藥製造業者售賣毒劇性之中藥，非有中醫師簽

名、蓋章之處方箋，不得出售；其購存或出售毒劇性中藥，準用第59之規定。

3. 中醫院所電子轉診平台QRCode操作容易加強雙向溝通醫病雙贏。

   重要訊息

．第四屆中醫杏林獎，請各醫學會、各大醫院及會員於12/31前推薦有具體優良事蹟的中醫師接受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表揚。

．本會第19屆理監事選舉將於3月10日會員大會舉行，請會員1/5前推薦熱心會務的會員為本會第

  19屆理事、監事候選人。

．108年會員子女獎學金(就讀中醫系或學士後中醫系)請於12/31前向公會申請。

．第89屆國醫節中醫藥著作獎甄選，105年1月以後出版具有SCI 學術論文，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 

   醫學雜誌期刊論文及ISBN中醫藥專書，12/31前向公會申請。

．本會出版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ISSN2311-1984公開徵稿，每

卷第一期於3月30日出刊，論文稿件於前一年11月30日截止收件，第二期於9月30日出刊，稿

件於5月30日截止收件。

．108年國醫盃羽球、高爾夫球、桌球、歌唱比賽及登山社、舞蹈社活動熱烈登場，歡迎本會會員

   及友會中醫師報名參加。

．歡迎加入台北市中醫師公會LINE官方帳號ID：@tp23143456，隨時掌握醫政公文及活動訊息， 

   本帳號只提供公會公布即時訊息，無對話功能。

   ※公文全文及附件表格請上公會網頁瀏覽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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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41 期 社團活動／中醫文創獎

內湖區中醫院所聯誼餐會(2018.10.21)文山區中醫院所聯誼餐會(2018.10.02)松山區中醫院所聯誼餐會(2018.10.21)

社
團
活
動
剪
影

登山社宜蘭太平山活動(2018.10.21) 羽球社國醫盃聯誼活動 (2018.12.02) 歌唱聯誼社11月聯誼活動 (2018.11.25)

行
政
區
聯
誼
活
動
剪
影

公會創會68週年向65歲以上中醫長者致敬

2018年長青中醫聯誼餐會
時間：12月23日(星期日) 18:10-20:30 (18:00開始入席)

地點：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38號．台北凱撒大飯店3樓希爾頓廳

主題：敬老尊賢．經驗傳承．聯誼交流．光大¬中醫

對象：敬邀本會65歲以上的長者中醫師

          (行動不便可攜伴一位出席)蒞臨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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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期/第 4 版國際論壇通告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項     目

0309 09:00-17:00 201大會廳 第11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經方特別演講

0309 09:00-17:00 2F 川堂 2019台北國際中醫藥資訊展

0309 10:00-11:00 401會議廳 第二屆中醫文創獎頒獎典禮

0309 14:00-18:00 401會議廳 溫崇凱眼針舌針特別講座

0309 09:00-17:30 402B會議廳 台灣李興明傷科、日本賴建守經方特別講座

0309 09:00-18:00 203會議廳 日本北川毅、台灣陳潮宗醫美針灸特別講座

0309 09:00-18:00 205會議廳 廣州陳秀華、北京楊才德針灸特別講座

0309 18:40-21:00 201大會廳 大會外賓歡迎晚宴

0310 09:00-16:00 2、3、4F川堂 2019台北國際中醫藥資訊展暨學術壁報展

0310 09:30-12:30 201大會廳
第11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開幕式

第89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特別演講

0310 16:00-17:40 201大會廳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9屆第1次會員大會

暨第4屆中醫杏林獎表揚

0310 09:50-16:00 301會議廳 針傷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0310 09:50-16:20 401會議廳 內婦科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0310 10:00-16:00 402D會議廳 健保新規醫療法規暨性別研習會

0310 10:10-16:10 205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成果暨新知研討會

0310 10:10-10:40 203會議廳 2019台北國際中醫藥論壇記者會

0310 10:00-13:00 402A會議廳 北京傅延齡經方特別講座

0310 13:30-17:30 402A會議廳 美國楊維傑中醫易理董氏奇穴特別講座

0310 09:00-17:00 402B會議廳 北京楊才德、美國吳奇針灸應用特別講座

0310 10:00-17:00 402C會議廳 韓國鄭仁鎬針灸、廣州陳秀華嶺南陳氏針灸講座

0310 10:20-12:00 403會議廳 第11屆台北國際論壇學術壁報比賽口頭報告

0310 14:30-15:40 403會議廳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與馬來西亞中醫藥經典協會
簽訂交流合作MOU

0310 17:40-18:40 3樓川堂 理監事選舉投票區

0310 18:30-21:00 201大會廳 第89屆國醫節會員聯歡晚會

0310 21:00-22:00 205會議廳 第19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E-mail：tp.cma@msa.hinet.net．大會活動訊息：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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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41 期  國際論壇通告

201大會廳／經方學術暨臨床應用特別演講(A課程)
2019年3月9日（星期六）09 : 00-17 : 00

傷寒雜病論之哲學思維與辨證方法
／中華中醫學說學理學會創會理事長楊維傑教授

經方本原劑量問題的意義
／中華中醫藥學會方藥量效研究分會副主委傅延齡教授

經方腫瘤臨床治療應用
／廣州中醫藥大學傷寒教研室主任李賽美教授

國醫張步桃醫方思維臨床應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賴榮年教授

小兒推拿在治未病與亞健康調理中的應用
／河南田天小兒推拿研究院創始人田延醫師

401會議廳／中醫內婦科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B課程)
2019年3月10日（星期日）10 : 00-16 : 00

蔡氏經方三陽開泰臨床運用／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

醫院特診中心蔡長友副主任中醫師

《金匱要略》睡眠障礙證治探討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井慧如教授

君臣佐使－妙用中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院長許中華教授

陽和湯加減治療乳腺癌臨床醫案
／同仁堂中醫診所主治醫師李蔡榮醫師

兒童異位性皮膚炎中醫藥臨床治療經驗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中草藥研究中心主任顏宏融教授

心臟性糖尿病
／中華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名譽理事長李政育醫師

急性腹痛之中醫診治從－脈象探討
／盛唐中醫診所院長呂世明醫師

經方在腫瘤放化治療中的臨床應用分析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教授吳龍源醫師

402D會議廳／108年健保總額醫療法規性別倫理            
                    感染研習會(C課程)
2019年3月10日（星期日）10 : 00-16 : 00

台灣中醫輔助人員專法推動報告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陳潮宗教授

建立中醫參與居家醫療照顧服務模式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醫學部葉裕祥醫務長

中醫參與長照2.0扮演角色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醫護管理科何淑安科長

中醫門診總額健保專案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副執行長歐乃慈醫師

性別課程專題／專業講師

感染課程專題／專業講師

中醫診所常見醫糾案例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法規委員會主委陳仲豪醫師

205會議廳／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B課程)
2019年3月10日（星期日）09 : 30-16 : 30

．報告主題審查中

201大會廳／大會開幕暨特別演講(B課程)
2019年3月10日（星期日）09 : 00-15 : 30

大會開幕式．政府首長及各國來賓代表致詞．合影

台灣中醫藥現況與展望
／衛福部中醫藥司司長黃怡超教授

創新中藥免疫療法在癌症治療的研究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旺全教授

急重症針灸治療
／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林昭庚教授

溫病濕熱篇研究應用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中西醫結合科主任醫師吳雄志教授

灸療在急症醫學的應用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院長孫茂峰教授

The Need for a Consensual Non-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NPI) 
Validation and Surveillance Paradigm
／法國Montpellier大學教授暨癌症中心主任
   Gregoory　Ninot 博士

301會議廳／針傷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B課程)
2019年3月10日（星期日）10 : 00-16 : 00

雷射針灸在歐洲創新應用
／歐洲中醫藥學會副會長 Michael Weber 教授

雷射針灸止痛／台灣中醫學會理事長胡文龍教授

中醫筋骨針法督脈筋經治療：腦病與頸腰痛的臨床
應用／北京世針聯中醫微創針法研究院院長吳漢卿教授

歷代對於脇肋痛針灸處方臨床運用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所許昇峰教授

2019第11屆
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完整的演講主題、邀請演講與口頭報名的講者將於108年1月15日公告於公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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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期/第 6 版加拿大多倫多交流

加拿大多倫多國際交流報導
由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林展弘領軍交流團，遠赴加拿大參加多倫多國際研討會，搭著飛機經溫哥華順利

抵達多倫多。加拿大慈濟人醫會已在溫哥華舉辦過六屆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這是首次在多倫多並結合多倫多漢

博大學共同舉辦，一方面是在公立大學內的會議廳舉辦中醫國際研討會，一方面也是慶賀座落於漢柏大學內的加

拿大慈濟中醫門診教學中心(Tzu Chi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正式落成。該中心的任務是結合教學

單位執行實習訓練及臨床帶教等工作，致力於培育優秀的中醫人才，拓展加拿大中醫藥與針灸發展空間！

林展弘理事長、溫崇凱副理事長、陳朝宗理事、許昇峰理事、卓雨青理事、高宗桂教授、黃澤宏主任還有小

弟，分別在會中演講及現場示範，也與多倫多多位執業中醫師交流。同時花蓮慈濟醫院柯建新主任也帶著花蓮慈

院及關山慈院的眾多醫師組成代表團共襄盛舉，現場展示了多篇壁報論文，柯主任與慈院醫師們也輪番上台做了

精采的臨床報告！

林展弘理事長等人也受邀參加門診與教學中心的開幕儀式，與安大略省中醫藥管理局總監Allan Mak、漢博大

學校長Chris Whitaker、慈濟基金會加拿大分會執行長何國慶師兄、副執行長莊立仁師兄、副執行長兼慈濟中醫

門診教學中心院長鍾政哲醫師、密西沙加市各界人士等，共同見證了這歷史的一刻！

當天晚上，林展弘理事長一行七人繼續飛往巴西聖保羅市參加兩年一度的巴西聖保羅針灸大會。隔天許昇峰

理事、卓雨青理事與小弟一起代表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陪同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徐詠梅處長座談，並參

觀門診教學中心，徐處長讚賞這樣的合作能夠讓台灣中醫在多倫多參與臨床帶教訓練，進而發揮強大影響力，最

後，徐處長也到會場與與會人士合影留念！

多倫多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會場 林展弘理事長(中)與何國慶執行長(右)、
大會榮譽主席陳志卿醫師(左)合照

致贈加拿大慈濟門診中心賀牌

多倫多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合照

加拿大慈濟門診教學中心剪綵合影會後合影留念 (一)

台灣代表團合影留念 出席大會貴賓及與會人員合影 

會後合影留念 (二)

文／常務理事邱榮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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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巴西國際針灸大會交流報導
文／理事陳朝宗

在加拿出席第七屆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暨多倫多2018國際中醫論壇後，林理事長帶領一行人風塵僕僕地轉往巴西聖保

羅，並直奔伊瓜蘇市，實際感受伊瓜蘇瀑布的壯觀與鳥園保護動物的偉大，參訪伊岱蔔水力發電廠(Itaipu Binacional) 並觀

賞巴西森巴秀，欣賞8個國家的文化和著名的民族舞蹈。

伊瓜蘇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寬的瀑布，位於巴西與阿根廷交界處的伊瓜蘇大瀑布由275個小瀑布組成，峽谷頂部是瀑布

的中心，水流最大最猛，被稱為「魔鬼之喉」。進入棧道置身於飛流直下波濤洶湧的宏偉景觀之中，瀑布的力量、形態和

巨響只有當你親身經歷過之後才會相信。緊接著由聖保羅市轉機瑪瑙斯市，這是巴西亞馬遜流域最大的城市，兩天一夜森

林酒店的包裹活動，前往森林酒店。抵達後坐小舟遊河道，釣食人魚、夜捉鱷魚，一行人在驚奇恐懼中伴隨的夕陽與月光

留下難忘的回憶。在聖保羅期間也前往附近的海邊城市「桑多斯」， 桑多斯港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港口，參觀「咖啡博物

館」， 在聖維森特市的Terraco Chopp餐廳，一邊用餐一邊高空觀賞桑托斯灣和聖維森特灣，其景色令人歎為觀止。

另一方面吳建隆主任與周醫師參訪聖保羅顏醫師(Yen Min Ming)個人診所，顏醫師介紹巴西針灸執業與中藥處方的

現況，並互相討論許多疾病的診療心得。接著也前往Col¬gio M¬dico de Acupuntura de S¬o Paulo醫院參訪，適逢Arnaldo 

Acayaba de Toledo教授門診教學，教授親切與兩位醫師有許多討論，藉此可更瞭解巴西針灸診治思維。 隨著時間的流

逝，進入到最高潮的研討會活動，南美洲各國與歐洲部分代表團都組團參加這次盛會。本會林展弘理事長帶領十餘位中醫

師會員及家屬受巴西聖保羅針灸學會蔡萬文會長及此次針灸大會Dr. Luciano Ricardo Curuci de Souza主席的邀請，參加第

二十三屆巴西針灸大會暨第五屆巴西聖保羅國際針灸大會並發表論文報告。

林展弘理事長發表的「眩暈症中醫針藥並用臨床診治」；屏東馬光中醫院高宗桂院長發表的「腰椎間盤髓核突出症的

微創針刀療法」；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吳建隆主任發表的「治療頸椎術後上肢麻木病例」；周文程醫師發表的「比較主要下

背痛臨床治療準則對針灸的建議」；虞凱強醫師發表的「電針對于美沙冬替代療法中戒斷症狀之療效」；基隆長庚醫院黃

澤宏主任發表的「肺癌使用中醫軟堅散結法之中西醫整合治療」；葉沅傑醫師發表的「灸療治療青少女肥胖」、「針灸治

療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兒科針灸與推拿」；張心甯醫師發表的「針灸治療婦女尿失禁」；中國醫藥大學台中附設

醫院蘇珊玉主任發表的「癌症的中醫輔助療法」。每一場演講都使在場的聽眾收益良多，使台灣中醫師走出台灣放眼全世

界，中巴交流源遠流長，為中華民族傳統中醫藥及針灸學術研究的推廣與傳承盡一份心力，也做了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

此次台北與多倫多及聖保羅兩次的國際中醫針灸研討會議，來回共搭了十次航班飛機，飛航哩程累積53915公里已可

繞地球（40076公里）一圈多，創下一趟國際中醫交流的最遠距離，感恩同行的夥伴們共造難得的緣分！」此次行程感謝

加拿大與巴西主辦單位與中醫同道的接待，讓我們親身體驗到加拿大認真務實態度與巴西人的熱情，也感受到他們對精進

學術的渴望。

林展弘理事長大會致賀詞 林展弘理事長接受大會紀念品交接巴西國際中醫針灸大會貴賓合影

台灣中醫交流團在伊瓜蘇大瀑布合影 瑪瑙斯市亞馬遜森林之旅台灣中醫交流團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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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陳旺全大會致詞

台北市公會林展弘理事長大會致歡迎詞

全體參會貴會引導民眾宣讀健康宣言

柯市長、黃怡超司長參與大會操穴位拍打功

林理事長和市長、司長、局長鳴槍起跑

台北市衛生局黃世傑局長大會致詞

文/大會執行長陳曉鈞常務理事

為鼓勵中醫師多從事體育休閒活動，及促進醫界交流聯誼，10月28日邀請基隆市、新北市、宜蘭縣等公

會中醫師參加，並向社會民眾推廣中醫養生保健的優勢，廣邀大台北地區的民眾共同參與，促進中醫師及巿

民的健康。為了激勵公會的會員加強運動自我強身以外，本次的慢跑活動結合了社會公益，只要台北市會員

能完成大安森林公園紅土跑道2000公尺一圈，台北巿中醫師公會就捐出200元給弱勢公益團體。跑完五圈致

贈運動手環一只，台北巿中醫師公會號召會員一起出來為公益而跑，為自己的健康而跑。

本次活動的指導單位有臺北市政府及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來自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宜蘭縣、桃園市中醫師及各中醫學會會員、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各院區中醫科及大台北地區中醫院所同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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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廠商及大台北地區的民眾，出席人數超過千人。

上午八時在大會主持人常務理事陳曉鈞、理事彭溫雅醫師宣布大會開始，即由林伶俐教授引領與會人士

進行暖身操運動。接著主持人介紹與會來賓：台北市政府市長柯文哲、衛生局局長黃世傑、醫事管理科何叔

安科長、健康管理科林夢蕙科長、台北市何議員志偉．張議員茂楠、郭議員昭巖、衞福部黃怡超司長、全民

健康保險會趙銘圓委員、台北業務組林麗瑾組長、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旺全、新北市邱

戊己名譽理事長、基隆市邵秉家理事長、宜蘭縣林又新理事長、桃園市盧信錕副理事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林森中醫昆明院區許中華院長，台北市歷屆理事長陳志芳理事長、曹永昌理事長等多位嘉賓。

大會主席林展弘先致詞歡迎與會人士，接著邀請柯文哲市長及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理事長

旺全分別代表指導單位致詞。接著進行健康保健宣言儀式，大會邀請來賓一起簽署健康宣言。林展弘理事長

邀請來賓代表一起鳴槍起跑，揭開重點的慢跑活動。

因參加人員眾多，大會規劃兩條運動路線：有紅土跑道的慢跑及公園步道的健走，脊椎損傷的病友亦參

加2,000公尺的健走步道活動。

兒童廣場設置中醫保健衛教．中醫望診、耳穴診治、頭皮針義診、針灸拔罐衛教、保健藥饍、養生藥品

展示區癌症篩檢宣導。大會邀請台灣華佗五禽經絡氣功及中華民國易筋經研究協會分別表演五禽養生功及少

林八段錦易筋洗髓功，節目精彩為大會注入活潑朝氣的元素。

大會主席林展弘理事長及全聯會陳旺全理事長率先引領400餘位中醫師參與慢跑活動。當天中醫師走完

公園一圈2公里，公會捐款200元給弱勢公益團體財團法人台北市脊椎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脊椎損傷的病友

需要中醫的長期介入照護，改善病友的生活品質。

本次公益慢跑運動嘉年華活動圓滿成功！特別感謝各級長官蒞臨指導，台北市政府及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的指導，各友會團體的協助，各大藥廠同仁志工的協助。感謝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服務團隊的參與，及

全體會務人員的辛勞，謹致誠摯的，謝忱！

與會貴賓和參會中醫師及民眾起跑前合影

慢跑5圈以上會員榮獲運動手環後合影

參會人員大安森林公園休閒慢跑

公會捐款贊助台北市脊髓損傷基金會

慢跑總成績個人組冠軍羅明宇常務理事

媒體現場熱烈採訪增加中醫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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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楊維傑教授  日期：3/8 09:00~13:00   3/9 13:00~17:00   3/11 09:00~17:00
楊維傑醫師，為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中山大學史學訪

問學者。對於文史哲學醫學皆有研究，醫學及易學造詣尤深。系針灸泰斗董景昌

之嫡傳弟子，北京中醫藥大學傷寒論泰斗劉渡舟之博士門生，北京大學易學泰斗

朱伯昆之博士門生。曾為臺灣三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撰寫醫藥保健

專欄多年。楊維傑醫師系第一位(1975年)著述發揚董氏奇穴，將其推向世界之

醫師。從事中醫臨床四十多年，以擅治疑難雜症著名。曾為國畫大師張大千等診

治，曾赴西藏、吉爾吉斯、緬北等高原義診。31歲即由外交部選派赴新加坡教授

傷寒論及針灸。九零年代將董氏奇穴帶進大陸，在大陸造成流行熱潮。在中國多

所大學講授過董氏奇穴。曾應邀在日本、韓國、加拿大、瑞士、馬來西亞、澳大利亞、以色列、德國、西

班牙、葡萄牙、英國及美國等十餘國講學，主講內容包括針灸、傷寒論、易經等。35歲前即已完成《黃

帝內經譯解》(兩本)、《針灸經緯》、《針灸經穴學》(此兩書被韓國喻為二十世紀最好的兩本針灸著作)。

四十歲前即有大師之稱。之後著有《中醫學概論》、《董氏奇穴針灸學》、 《實用五輸穴發揮》、《中醫

內科證治》、《系統八字學》、《痛症百解》、《周易精解》、《針灸寶典》、《傷寒論臨床應用講座》

《楊維傑一針療法》……等暢銷著作。發表中醫藥及針灸論文百餘篇。多本著作已翻成韓文、英文、西班

牙文及簡體中文出版，暢銷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地。現于多所中醫藥大學博士班擔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在

國際上享有甚高之聲譽。2013、2015、2017年在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演講及授課座無虛席。

講授主題／易學導讀(易經、易傳、易學、易理、易術)、易理思維(對立觀、平衡觀、變動

觀、整體觀、系統觀、時空觀、象數觀、執簡馭繁…)、太極、陰陽、三才、四象、五行

在中醫藥及針灸之應用、六經、六氣、八卦、河圖、洛書與中醫藥及針灸、取類比象、天

人相應(合一)與中醫藥及針灸、干支應用、子午流注應用、董氏奇穴解密。

董氏奇穴 (B)加拿大鍾政哲教授董氏奇穴精華針刺手法講座

董氏奇穴 (A)美國楊維傑教授中醫易理學講座

講師│鍾政哲教授  日期：3/8 14:00~18:00   3/13 09:00~17:00
董氏針灸嫡傳楊維傑教授之入門弟子，隨師學習董氏針灸已25年。畢業於台北醫

學大學及天津中醫藥大學。定居加拿大溫哥華行醫已近20年，現任紐約中醫學院

及加州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加拿大中醫研究學會CICMR理事，加拿大慈濟中醫

門診與教學中心院長。前加拿大BC省中醫針灸管理局主席，以及加拿大衛生部專

家委員會委員。多年來隨楊師前往世界各地講學，並在美加講授董氏針灸。

講授主題／董氏奇穴精華針刺手法

課表詳見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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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針法 (E)廣州陳秀華教授嶺南陳氏針法講座

特種針法 (D)台灣溫崇凱教授眼針舌針在疑難雜病臨床應用講座

傷科手法 (C)台灣李興明院長遠端治療在傷科手法應用講座

講師│李興明院長  日期：3/9 09:00~13:00
中華黃庭醫學會理事長、妙健堂中醫診所院長，師承其先翁李慶丙先生人稱台

灣北部傷科大師的真傳，手法「剛而巧、速而勁、由整骨而理筋迅速確實。在

多年的臨床診治經驗中，發現許多患者的主訴症狀並非肇因自患處，而是源始

於鄰近的關節或者是更遠的區域，若能夠清楚的掌握症狀的病因病機，針對症

狀的源頭著手進行治療，才能創造出立竿見影的效果，李院長珍貴的經驗分享

帶給同道在臨床上有不同的診治思維。

講授主題／遠端治療在傷科手法應用

講師│陳秀華教授   日期：3/9 09:00~13:00    3/10 13:00~17:00
博士生導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第三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

人。現任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大院傳統療法中心主任、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陳全新名老中醫藥專家傳承工作室負責人、廣東省中醫院中醫特色診療技

術重點研究室負責人，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理事、中國針灸學會腹針專業委員會

常委兼副秘書長、中國針灸學會微創針刀專業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常應邀

到歐、美、加、澳、英、臺灣等國家和地區講學。陳秀華先後拜師5位全國名老

中醫，師承並擅用針、砭、灸、藥等中醫傳統療法治療常見病和疑難病症。

講師│溫崇凱教授    日期：3/9 14:00~18:00
長庚大學醫學博士，慈濟大學助理教授，中西醫執照醫師，溫崇凱中醫診所

院，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溫醫師多年來

用一根針即可突破現代罕病的絕症：治療異染性腦白質退化症MLD，雷特氏症

RettSydrome、巴德畢德士症BBS、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本態性震顫

Essential Tremor、強直性脊椎炎AS，史蒂芬斯強森症SJS、漸凍人ALS、黃

斑部病變MD、乾燥症Sj脇gren's syndrome、高眼壓Ocular Hypertension及皮

膚頑疾等難症療效卓著，有口皆碑。

講授主題／眼針舌針在疑難雜病臨床應用

講授主題／嶺南陳氏針灸／飛針法、分級補瀉法、導氣法應用、在婦、骨傷疑難病

               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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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針法 (F)北京楊才德教授針刀穴埋星狀神經解剖應用講座

特種針法 (J)美國吳奇教授吳氏針灸在免疫疾病應用講座

特種針法 (O)香港劉恩明教授毫火針臨床應用特別講座

講師│楊才德教授    日期：3/9 14:00~18:00    3/10 09:00~12:00
中國大陸著名埋線針刀專家，蘭州大學第一醫院東崗院區主任，北京中針埋線醫

學研究院院長。現任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埋線分會執行會長、中國針灸學會埋

線分會副會長、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外治操作安全研究分會副會長、北京

慢促會針刀埋線分會會長、甘肅省針灸學會副會長、甘肅省針灸學會埋線分會會

長、蘭州中醫藥學會副會長；臺灣中醫臨床醫學會永久學術顧問，國醫大師石學

敏院士傳承工作室主任。主編專著《星狀神經節埋線治百病》、《埋線針刀治療

學》等教材8部，其中，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創新教材《穴位埋線療法》

獲得中華中醫藥學會2018優秀學術著作二等獎。主持埋線科研10餘項，獲獎3

項。“埋線針刀”、“防燙火針”獲得2項國家專利。尤其擅長：線體對折旋轉埋線法、星狀神經節埋線

術、迷走神經埋線術、頸動脈竇埋線術、蝶齶神經節埋線術等。

講授主題／針刺穴埋星狀神經節解剖及應用

講師│吳奇教授    日期：3/10 14:00~17:00
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學術總監、博士生導師；美國世界傳統醫學聯

盟主席。吳教授師承民國初年四大名醫之一孔伯華的入室子弟、天津名老中醫王

季儒教授針灸手法，以第一名考進天津醫學院中醫系，以第一名畢業。1988年

赴美，展開教學、行醫的人生新頁。吳奇教授在舊金山中醫針灸大學、加州奧克

蘭美洲中醫藥大學、美國加州中醫大學執教至今。於1990年，在美國北加州南

灣科技新鎮矽谷創立中醫診所，享譽美國。

吳教授遵循「法天則地」源自《黃帝內經》，也是中醫文化的精華，吳奇教授授

醫、行醫所奉行的奎臬；在這套法則下，他結合天文學、天體力學等知識，運用「法天則地」「太極黃金

分割」、「共振扶正」的針灸方法，啟動患者的自我修復機制，達到治療效果。出版著作有《黃帝內經‧

素問‧靈樞》英譯本、《中醫太極觀》中、英文版、《小腦新區》中、英文版、《太極黃金分割四季十二

時辰養生法》。

講授主題／吳氏方位針灸在免疫系統疾病臨床治療應用

講師│劉恩明院長    日期：3/13~15 09:00~17:00
中醫針灸特色療法無痛針灸－毫火針創始人。香港中國中醫特色療法研究院院

長/首席研究員。中國針灸推拿協會毫火針專題教授。國際醫學美容總會會員(英

國)。榮獲世界“名醫成就獎”。國家中管局中醫技術協作組毫火針技術負責人

(組長)。中華中醫藥學會國際中醫微創聯盟常務理事。世界中聯中醫外治操作安

全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國家推拿技能考評員香港總會顧問。出版《劉氏毫火

針》專著。主攻腦癱後遺症、中風後遺症、手術後遺症、中晚期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