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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是台灣的首都公會，位居台灣政

經及交通之樞紐，海內外學術交流頻繁，每年皆於(3月

17日)熱烈的舉辦慶祝活動，來紀念當年（1929）中醫

藥先賢大家同心團結，一起向當時的國民政府抗爭，爭取

中醫藥免被廢止的義舉，始延續了中醫藥的命脈。本會每

年皆藉此重要的日子，邀請海內外的中醫藥專家學者齊聚

一堂，除一起慶祝國醫節，並舉辦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大會專刊

「慶祝國醫節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今年已進入了第6屆，由於報名本

次論壇要發表的專家學者甚為踴躍。經大會學術組審查通過後的論文，限於

大會場地僅能選擇63個講題進行演講發表，其他未能上台演講的論文，亦登

錄在大會論文集中。對於未能上台發表的專家學者，敬請包涵！台北國際中

醫藥學術論壇已成為台灣一年一度的學術盛會，除出席人數一年比一年多，

發表論文數並逐年增加。本會特將《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論文集定型

為學術年報，並已申請期刊雜誌國際標準編號ISSN:2311-5971，歡迎國內

外中醫界人士能於每年12月30日前前踴躍向本會論壇秘書處投稿發表。

本屆國際論壇有1600位以上國內中醫藥同道參加，超過260位來自中

國大陸、香港、韓國、日本、加拿大、美國、巴西、奧地利、義大利、新加

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13個國家及地區的專家學者前來參會，藉此論

壇互相交流研究心得，彼此分享珍貴臨床經驗，期能促進中醫藥事業的蓬勃

發展。

本次論壇所研討的主題都具有先進性及前瞻性，誠信與會的中醫藥界人

士們都能從中獲得更多的診治經驗，以及各國在傳統醫學領域的最新進展，

大會預期熱烈成功。

本次大會能順利舉辦，特別感謝衛生福利部及全國聯合會的指導，大會

籌備會全體成員團結合作，大會執行長楊賢鴻教授全力付出，感恩協辦團體

的鼎力支持，更感謝全體出席大會人士熱情參與，敬祝每位參會人士都能有

豐碩的收穫。

曹永昌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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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中醫藥成果展第6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6th TAIPE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FORUM 2014
大會時間：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16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大會主題：傳承、創新、全球化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各縣市中醫師公會．各中醫藥學會．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醫學部．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北院區中醫部．義守大學義大醫院中醫部．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財團法人

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立法院厚生會

大會活動：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項     目

0315 09:00-18:30 301、401會議廳 第六屆國際論壇中醫專家學者特別演講／經方論壇

0315 19:00-21:00 101宴會廳 大會外賓歡迎晚宴

0316 09:00-16:30 2、3、4F LOBY 2014中醫藥成果展暨中醫藥現代化資訊展

0316 09:00-17:00 201大會廳
第84屆國醫節慶祝大會
第6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開幕式暨特別演講

0316 10:00-16:30 301會議廳 針傷醫學臨床治療研討會

0316 10:10-17:00 401會議廳 中醫內婦兒科臨床治療研討會

0316 10:20-16:30 402CD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發表研討會

0316 10:10-16:50 205會議廳 103年健保法規倫理兩性感控研習會

0316 09:00-16:30 203會議廳 2014中醫健保總額成果展

0316 10:30-11:30 203會議廳 第84屆國醫節活動記者會

0316 16:30-18:30 203會議廳 中醫健保總額成果座談會

0316 11:00-16:00 1F廣場 第84屆國醫節中醫義診暨中醫養生功嘉年華會

0316 10:00-11:30 402A會議廳 第6屆台北國際論壇學術壁報比賽口頭報告

0316 14:00-17:00 402A會議廳 黃煌經方特別講座

0316 09:30-13:00 402B會議廳 廣州中醫藥大學國醫團名醫講座

0316 13:30-17:30 402B會議廳 張縉教授針刺手法特別講座

0316 09:00-17:00
台大校友會館

4F會議廳
談勇教授婦科特別講座

0316 16:50-18:15 301會議廳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7屆第2次會員大會

0316 18:40-21:30 201大會廳 慶祝第84屆國醫節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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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星期六）08:30 - 18:30

301會議廳／中醫專家特別演講暨經方研討會（Ａ課程）

08:30 ~ 08:50 報到．領取資料

08:50 ~ 09:10 大會開幕．主席及來賓致詞

第一場主持人：董延齡院長、陳旺全理事長 

09:10 ~ 10:4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陳旺全教授／經方治療肝病的辨證思路

11:00 ~ 12:30 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黃煌教授／經方應用的理論與實踐

第二場主持人： 徐慧茵理事長、賴榮年理事長

13:30 ~ 15:0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陳俊明醫師／婦女異位妊娠之中醫防治

15:00 ~ 16:30 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婦科教研室主任談勇教授／婦科卵巢衰的中醫治療

16:30 ~ 17:30 廣州中醫藥大學首席教授周岱翰／中藥抗腫瘤研究的評析與前景

17:30 ~ 18:3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顧問董延齡醫師／針灸急救原理探討及醫案舉證

3月16日（星期日）09:00-17:00

201大會廳／第八十四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國際論壇特別演講 (Ｂ課程)

09:00 ~ 10:00 大會開幕式．政府首長致詞、介紹各國來賓代表．合影

主持人： 何永成理事長、張永賢教授

10:00 ~ 10:30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黃怡超教授／中藥之創新與發展

10:30 ~ 11:00 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林昭庚教授／對《西太平洋地區WHO標準針灸穴位》之修訂建議

11:00 ~ 11:40 中國黑龍江省中醫研究院院長暨中醫針法學會理事長張縉教授／針刺手法治療運
用與取效關鍵

主持人：林昭庚理事長、陳潮宗理事長

11:40 ~ 12:20 美國中醫藥針灸學會名譽會長李永明博士／臺灣中醫界對美國針灸熱的歷史貢獻

12:20 ~ 13:00 韓國端雅顏韓醫院總院長鄭仁鎬教授／
Cosmetic Acupuncture(Innotechnique) treatment on Sequelae of Facial Palsy

主持人：陳旺全理事長、張恒鴻教授

13:30 ~ 14:10 日本中醫學會會長平馬直樹教授／日本漢方醫學復興的功勳者―大塚敬節先生和
矢數道明先生

14:10 ~ 14:50 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張恒鴻教授／中醫辨證術語共識之研究

14:50 ~ 15:30 加拿大卑詩省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鍾政哲醫師／董氏鍼灸與太極全息觀及臨床應用

主持人：陳俊明理事長、鄭振鴻院長

15:30 ~ 16:0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孫茂峰教授／兒童腦性麻痺患者使用中醫藥現況

16:00 ~ 16:30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中西結合委員會召集委員孫維仁教授／當針灸遇上頑固型偏頭
痛：結合客觀的科學工具來驗證神奇的針刺療效

16:30 ~ 17:00 巴西聖保羅大學附設醫院骨科蔡萬文醫師／
Brazil's experience in treatment of musculoskeletal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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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星期日）10:00-16:30

301會議廳／針傷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10:00 ~ 10:10 大會開幕

主持人：孫茂峰教授、林展弘監事長

10:10 ~ 11:00 加拿大安大略中醫學院院長．國際吳氏頭部推拿療法研究會會長吳濱江教授／針
刺手法及學派傳承的研究

11:00 ~ 11:40 台灣中醫學會理事長高宗桂教授／特殊針灸與中藥在外科疾病的應用

11:40 ~ 12:20 美國佛州中醫學院校長韓羅維教授／肌肉起止點反阿是穴療法

12:20 ~ 13:00 天祈中醫診所院長曾天德醫師／五臟別通論於董氏奇穴學之臨床運用

主持人：許昇峰教授、陳曉鈞理事長

13:30 ~ 14:00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副主席郭忠福醫師／八髎穴治療盆腔疾病的臨床經驗

14:00 ~ 14:30 台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泌尿科主任陳證文醫師／針刺治療慢性腎衰竭七年之經驗談

14:30 ~ 15:00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針傷科李科宏醫師／傷科治療優勢:由膝關節術後傷科手法對照
復健治療談起

15:00 ~ 15:30 奧地利頭皮針專家莊義興博士／耳鳴的特殊療法

主持人：楊賢鴻教授

15:30 ~ 16:00 嘉義長庚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曾啟權醫師／
Laser Acupuncture for Musculoskeletal and Neurological Disease

16:00 ~ 16:30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針灸科胡文龍醫師／
Explore Laser Acupuncture's Role in Modern Medicine

3月16日（星期日）10:10-17:00

401會議廳／中醫內婦兒科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 (B課程)

10:10 ~ 10:20 大會開幕

主持人：施純全教授、溫崇凱理事長

10:20 ~ 10:50 天津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院長應森林教授／類風濕性關節炎的中醫藥治療

10:50 ~ 11:20 江蘇中醫藥學會腦病專業委員會榮譽主任委員李繼英教授／經方治療疑難腦科疾
病驗案分析

11:20 ~ 11:50 南京市中醫院腦科副主任王敬卿醫師／中醫辨治腦病“三定”思路

11:50 ~ 12:20 高雄義守大學教授施純全博士／針灸治療對顱腦損傷病患療效評估之實證研究

12:20 ~ 12:50 高雄義守大學教授丘應生醫師／中醫急症的治療方法

主持人：陳志芳理事長、林源泉理事長

13:30 ~ 14:00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孫光榮醫師／中醫臨證之思路與方法

14:00 ~ 14:30 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林源泉博士／望診臨床重症分析

14:30 ~ 15:00 台灣基層中醫師協會理事長陳潮宗教授／台灣中醫醫學美容發展及治療經驗

15:00 ~ 15:30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理事長陳志芳博士／精索靜脈曲張之中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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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星期日）10:20-16:30

402CD會議廳／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B課程)

10:20 ~ 10:30 大會開幕

主持人：張景堯監事長、吳龍源教授、呂萬安教授

10:30 ~ 11:00 陽明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陳介甫教授／痰濁與發炎體之關係

11:00 ~ 11:20 佛光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教授呂萬安醫師／三個月太極拳訓練對中年和老年人心
率變異度、血脂肪以及細胞激素之效應

11:20 ~ 11:40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傳統醫學科主任黃中瑀醫師／1997-2008 年間的台灣糖尿病
患者服用中藥相關性研究台灣健保資料庫之分析

11:40 ~ 12:00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理事方志男醫師／評估中藥複方對肺腺癌細胞
A549異種轉殖小鼠動物模式之療效

12:00 ~ 12:20 加拿大國家中醫藥學會前會長張長森醫師／破結除根放氣法

12:20 ~ 12:40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井慧如博士／中醫體質學說于臨床疾病診療之應用

12:40 ~ 13:00 奧地利醫學博士李玫醫師／East meets West-中國醫學在奧地利的發展與未來

主持人：吳建隆主任、蔡德豐主任、林恭儀主任

13:30 ~ 13:50 福建省中醫藥研究促進會理事林久茂教授／白花蛇舌草抗大腸癌的機制研究

13:50 ~ 14:10 日本三重縣鈴鹿市醫療科學大學研究生院王桂鳳醫師／近紅外線觀察經穴刺激對
腦血流的動態影響的實驗研究

14:10 ~ 14:30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教學助理任天培醫師／針灸對中長跑運動員生理功能的影響綜述

14:30 ~ 14:50 關山慈濟醫院中醫科沈邑穎醫師／結構的必然性與針灸醫案探討―以疤痕為例

14:50 ~ 15:10 臺北醫學大學傳統醫學科主任戴承杰教授／龍葵水萃劑誘發細胞自噬作用並促進化
療藥物 cisplatin, doxorubicin, docetaxel 與 5-Fu 於人類大腸癌細胞之細胞毒性

主持人：許中華醫務長、陳俊良主任

15:10 ~ 15:30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內科陳星諭醫師／中醫實證醫學：以過敏性疾病為例

15:30 ~ 15:50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針傷科楊宗憲醫師／中醫推拿對接受全膝關節置換術住院患者
術後的幫助

15:50 ~ 16:10 日本中醫藥學評議員清水雅行先生／中西醫結合治療癌症的臨床實踐

16:10 ~ 16:30 武庫川女子大學藥學部東洋醫藥學教室高明教授／漢方生藥成分改善代謝綜合症
的有效性及作用機理的解明

主持人：賴東淵教授、蔡金川教授

15:30 ~ 16:00 高雄義守大學義大醫院中醫科主任蔡金川教授／中醫治療肺癌化療後氧氣供氧量
減輕案例報告

16:00 ~ 16:30 臺北醫學大學生藥學研究所教授賴東淵醫師／中醫治療肝惡性腫瘤合併肝硬化病例報告

16:30 ~ 17:00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名譽理事長李政育醫師／癌症的臨床與基礎研究的
中西醫結合思想與思考的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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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星期日）10:10-16:50

205會議廳／健保新制醫療法規暨感染性別研討會(C課程)

10:10 ~ 10:20 大會開幕

主持人： 劉德才理事長、黃建榮常務理事、洪啟超執行長

10:20 ~ 11:10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主任委員蔡三郎理事長／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

11:10 ~ 12:0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黃建榮醫師／「中醫門診總額抽樣抽審實施方案」修
訂前後執行成效檢討

12:00 ~ 12:5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健保委員會主委陳文戎醫師／審查制度下病例書寫與審查要點

主持人：陳文戎主委、洪淑英常務監事、葉家豪理事

13:30 ~ 14:0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健保委員會副主委陳贊文醫師／醫療機構廣告注意事項及診所
設置標準 

14:00 ~ 14:4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法規委員會主委陳仲豪醫師／醫學倫理與醫病關係

14:40 ~ 15:10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陳國明經理／中醫醫療糾紛案例

15:10 ~ 16:00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任陳朝宗醫師／中醫醫療院所感染控制-穴位
埋線之感染管控

16:00 ~ 16:50 三軍總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王志嘉醫師／臨床工作常見的性別議題

3月16日（星期日）10:10-11:30

402A會議廳／學術壁報口頭發表

10:10 ~ 10:20 引言

主持人： 魏以斌教授、陳朝宗主任、賴東淵教授

10:20 ~ 10:30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黃泰祥醫師／耳穴電針對於慢性腦血流低灌注之腦血流
的調控

10:30 ~ 10:40 長庚醫院中醫內兒科林敬凡醫師 ／異位性皮膚炎患者使用中醫藥型態分析研究

10:40 ~ 10:50 長庚醫院中醫內兒科楊宗憲醫師／晚期慢性腎臟病患者的中醫使用狀況-醫院資料
庫橫斷性研究

10:50 ~ 11:0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傅美華醫師／陽有餘陰不足的溯源及傳承

11:10 ~ 11:20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所郭祐睿醫師／白花蛇舌草對白血病細胞hl-60的作用機轉探
討

11:20 ~ 11:30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所碩士班林婉容醫師／月經週期對心率變異度及經絡能量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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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   課  程  主  題 主 持 人

13:30-17:30

1. 二十四式單式手法操作
2. 複式手法操作： 
    a. 燒山火　b. 透天涼　c. 飛經走氣
3. 針刺手法現場演示

長庚醫院中醫針傷科科主任薛宏昇醫師

主講：張縉教授 

黑龍江省中醫研究院首任院長、主任醫師，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

針法研究會理事長，WHO人類非物資文化遺產“中醫針灸”代表性傳承人，全國老中醫藥

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黑龍江省及東北地區針灸學科帶頭人。張教授是國際上

著名的針灸專家，他多次去德、日、美、波、匈、俄、瑞士、馬來西來、新加坡等國講學

及傳授針刺手法。

張教授是一位精於科學技術研究的學者和身懷針法絕技的專家，在針刺手法研究上他被譽為大師級教

授，組織起草中國針刺手法規範。在針灸古典文獻研究上，他主持的國家課題《針灸大成校釋》獲國家中

醫藥科技進步獎。在針灸教育方面，創辦了衛生部全國針灸經絡進修教育基地，並舉辦了全國首期針灸研

究班，為十四個省區培養了數十名高級針灸人才。他進行了針灸學術分科的研究，將一部針灸學分為十個

分支學科，並撰寫針灸學術分科大綱，被日本學者譽為新時代針灸學術發展的里程碑重要人物（僅有40個

研習名額，敬請提早報名，依報名順序排位）。

報名費：特別講座6,000元。

張縉教授針刺手法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B會議廳 

合辦單位：中華針灸醫學會  上課日期：3月16日 (星期日)                            【嚴禁錄影】

廣州中醫藥大學國醫團名醫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廣州中醫藥大學台灣校友會                      

大會時間：3月16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B會議廳〉

上課時間 課  程  主  題

09:30 ~ 10:00 國家級名老中醫 北京市廣安門中醫院內科主任醫師王今覺教授／中醫學 —以臟腑為基礎的自然科學

10:00 ~ 10:30 國家級中醫藥學專家深圳市中醫院腎內科王孟庸教授／淺談腎病治療心得

10:30 ~ 11:00 廣東省中醫院前兒科主任林季文教授／兒科治喘三法

11:00 ~ 11:30 廣東省中醫院大腦科．心血管科．腎科主任黃春林教授／高血尿酸血症與痛風性關節炎的中醫治療

11:30 ~ 12:00 廣東省中醫院大婦科主任黃建玲教授／盆腔子宮內膜異位症的中醫治療

12:00 ~ 12:30
深圳市中醫院前呼吸科主任．龍江醫派及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創始人之傳人高雪教授／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在咳喘病中的運用

12:30 ~ 13:00 廣州中醫藥大學婦二科主任陶莉莉教授／中西醫結合治療不孕不育的優勢

歡迎中醫藥界人士及碩博士生參加。報名費500元費用含午餐餐盒、大會論文集，上午出席名醫講座，下午
可出席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201、301、401、402CD廳研討會。

2014年第6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特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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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煌教授經方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3月16日／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A會議廳

                  3月17-20日／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嚴禁錄影】

日 期 時 間  課程主題 主持人

3/16(日) 14:00-17:00 經方家的醫學與臨床應用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  鄭宏足醫師

3/17
(一)

09:00-12:00 附子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一) 台灣中醫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 賴榮年醫師

14:00-17:00 附子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二)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  魏以斌醫師

3/18
(二)

09:00-12:00 人參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 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林源泉醫師

14:00-17:00 二苓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邱榮鵬醫師

3/19
(三)

09:00-12:00 黃連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一) 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  溫崇凱醫師

14:00-17:00 黃連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二) 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林展弘醫師

3/20
(四)

09:00-12:00 地黃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 中華中醫學會理事長  陳曉鈞醫師

14:00-17:00 其他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曹永昌醫師

主講：黃煌教授 

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致力於經方醫學研究，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

方證相應學及經方體質學說上，其觀點鮮明且有創意，學術專著緊密結合臨床、實用性強

，是一位在繼承發揚中醫學術傳統方面有突出貢獻的經方大家。

黃煌教授在傳統中醫研究領域中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編著了多本高學術的中

醫學著作，主要著作有《黃煌經方使用手冊》《中醫十大類方》、《張仲景50味藥證》、

《方藥心悟》、《方藥傳真》、《經方100首》、《經方的魅力》、《藥證與經方》、

《醫案助讀》、《中醫臨床傳統流派》《黃煌經方沙龍》等。

報名費：全程報名費16,000元，單堂2,000元。每堂積分3點(每點100元)、最多可申請24點(不含第一堂國際論壇)。

上課時間 課  程  主  題 主持人

09:00-12:00 中國婦科八大名醫錢伯煊婦科臨床應用 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名譽理事長徐慧茵醫師

14:00-17:00 現代生殖技術試管嬰兒下中醫診治療法 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理事長李維哲醫師

主講：談勇教授 

留日醫學博士，南京中醫藥大學婦科學博士研究生導師，第一臨床教學醫科教研究

主任，生殖醫學系主任。為婦科權威夏桂成教授學術繼承人，家承外祖父為當代婦科八

大名醫錢伯煊。

談勇教授不孕症門診，時常單一診次達一、二百人次求診，為中醫婦科及不孕症專

家，師從夏桂成教授中醫傳統思維，兼具現代醫學素養，婦科臨床經驗豐富。

報名費：全程報名費3,500元，單堂2,000元。

談勇教授婦科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合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中華中醫學會

上課日期： 3月16日 (星期日)                   上課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台大校友會館4樓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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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羅維教授肌肉起止點反阿是穴臨床應用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嚴禁錄影】

上課地點：YWCA 台北市青島西路7號9樓 901教室                           上課日期：3月18-19日 (星期二、三)                                   

日 期 時 間  課程主題 主持人

3/18
(二)

09:00-12:00
上肢部常見骨關節及肌肉損傷反阿是
穴療法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陳曉鈞醫師

13:30-17:00
頭頸部常見骨關節及肌肉損傷反阿是
穴療法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任
陳朝宗醫師

3/19
(三)

09:00-12:00
腰臂部常見骨關節及肌肉損傷反阿是
穴療法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中醫科
主任蔡德豐醫師

13:30-17:00
下肢部常見骨關節及肌肉損傷反阿是
穴療法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黃建榮醫師

主講：韓羅維教授 
美國佛州中醫學院校長，一九九六年創辦佛州中醫學院，為美國東南地區，唯一獲美國教育

部認證的中醫大專院校，具有中醫碩士學位授證資格。

韓醫師師承哈爾濱中醫藥大學神經疾病及經絡學專家高維濱教授，協助高教授翻譯著作，並

在臺灣美國和日本講學，講授神經疾病中醫新療法,治療重點在以對特定神經節段的病理表現做相

應神經的刺激，區域性改善神經供血條件，對於中西醫束手無策的多種疾病具有速效，被譽為針

灸絕招。一九九二年起，與張文兵教授合作，翻譯並講授肌肉起止點療法，在傳統的阿是穴治療

原則之外，另闢新途，對急慢性的多種軟組織、關節損傷等，發展出絕然不同的治療概念和取穴

原則，獲得極大肯定，與張文兵教授合著《肌肉起止點療法-反阿是穴》已發行到第四版。

反阿是穴療法是根據《黃帝內經》理論做為取穴最基本原則，結合現代解剖學，獨創經筋“小整體”觀念，是惟

一專門針對關節軟組織疼痛病症的非阿是穴取穴法，其分布和特性與阿是穴相反，具有即刻見效、容易掌握的特點。

本課程易學易懂現學現用。

報名費：全程報名費10,000元。

                   微針醫美：無創．無痕．痛微．易學           【嚴禁錄影】

上課時間   課  程  主  題 主持人

09:00~12:00
韓國美容針基礎講解、臨床應用、進階應用
端雅顏針刺療法操作技巧與注意事項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曹永昌醫師

13:30~16:30 臉部埋線介紹‧除皺緊實整顏針 現場示範教學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  
陳潮宗醫師

主講：鄭仁鎬院長 
韓國端雅顏韓醫院(共有6家醫院) 總院長、韓國首爾市韓醫師會理事，專精醫美美容實務，

鄭院長融合穴位埋線及微針療法開發了「端雅顏針法」，「端雅顏針法」為除皺緊實針，顧名思

義為讓接受此療程之患者能擁有端正、美好之容顏。

除皺緊實整顏針乃運用改良式的針具，藉由針刺刺激皮膚基底細胞層，使之再生膠原蛋白，

亦可促進氣血及臉部之血流，加強氣血之循環，輕易的使患者氣色變好，進而達到皺紋撫平、緊

實肌膚等功效。

鄭仁鎬院長為國際知名講師，多次在韓國及歐美等地演講，本次公會特別邀請來台演講，僅有50個研習名額，敬

請提早報名，依報名順序排位。

報名費：全程報名費12,000元。

鄭仁鎬教授微針醫美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YWCA 台北市青島西路7號9樓 902教室                                 上課日期：3月1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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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11:00 ~ 11:10 大會主席曹永昌理事長致詞

11:10 ~ 11:50 中醫經絡養生功 台北市經絡養生氣功學會理事長        李坤城醫師

11:50 ~ 12:30 八段錦養生功 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理事長     王剴鏘醫師

14:00 ~ 14:40 中醫穴位養生功 經國健康管理學院健康休閒系           林怜利教授

14:40 ~ 15:20 中醫穴位護眼操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監事                    陳天定醫師

15:20 ~ 16:00 易筋經養生功
中華民國易筋經研究協會    理事長    黃介良醫師
                                     總教練    莊豐源老師

為慶祝第84屆國醫節，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舉辦中醫養生功嘉年華會，並邀請台北市立聯

合醫院中醫師群為民眾健康把脈，提供養生衛教諮詢，歡迎民眾踴躍參加一起來學習中

醫的養生功，認識常見的中藥材，現場贈送八段錦圖解、中醫穴位護眼操面具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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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過敏性疾病中西醫診治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2號/台大景福館     日  期：103年4月13日(星期日)

2014年中醫特殊療法臨床經驗研討會課程通告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中醫學會          上課日期：自103年5月25日(星期日)起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室            每月第二、四週日(14:00-17:40)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式                                           曹永昌理事長

09:10～10:00 呼吸系統過敏性疾病西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呼吸胸腔科   羅友倫主治醫師

10:00～10:50 氣喘過敏性疾病中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楊賢鴻主任

11:00～11:50 消化系統過敏性疾病西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胃腸肝膽科   林政輝主治醫師

12:00 ~ 12:40 消化系統過敏性疾病中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內兒科   郭忠禎主治醫師

12:40～13:30 午  餐

13:30～14:20 皮膚系統過敏性疾病西醫診治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         胡倩婷主任

14:20～15:10 皮膚系統過敏性疾病中醫診治 林口長庚醫院中醫健康中心      喬聖琳主任

15:10～15:30 茶　敘

15:30～16:20 過敏體質婦幼兒診治及護理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婦產部        吳憲銘主治醫師

16:20～17:10 過敏體質婦幼兒中醫診治與保健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婦科     高銘偵主治醫師

說明：報名費1000元，(3/25前報名繳費優費8折，4/5前報名9折，現場報名加收100元行政

費)，積分申請費800元(申請8點)。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0525 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以兒童癌症治療為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兒科主任  張東迪醫師

0608 中醫特效治法 宜陞中醫診所院長                               吳宏乾醫師

0622 脈學五要-位、數、形、勢、相 漢唐中醫診所院長                               吳鐘霖醫師

0713 臨床常見消化系統疾病辨證論治 岐伯齋中醫診所院長                           田莒昌醫師

0727 癌症治療現代與傳統的迷思
台北醫學大學市立萬芳醫院
傳統醫學科主治醫師                           葉育韶醫師

0803 客氣冬溫運氣醫學的臨床運用 林口長庚醫院針傷科主治醫師             陳玉昇醫師

0810 運用經方治消化道疾患(一) 慶祥中醫診所院長                               鍾箴禮醫師

0824 運用經方治消化道疾患(二) 慶祥中醫診所院長                               鍾箴禮醫師

上課報名費：$5,000元(含上課講義)於3/31日前報名8折, 4/30日前報名9折。全程出席本課程

之中醫師，可申請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32點(積分申請費3,200元)。

郵政劃撥繳費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劃撥請註記繳費課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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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3年度醫療院所稅務申報講座通告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103年3月30日（星期日）下午14:00~17:00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14:00～14:10 引言／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曹永昌醫師

14:10～15:00 醫師所得類型及常見的補稅風險

誠邦企管顧問公司

副總經理 李傑克 講師

15:00～15:50 醫療院所假合夥應注意的細節及如何補正避險

15:50～16:40 國稅局查核醫療院所五大查核作業解密

16:40～17:00 國稅局針對醫療院所自費收入核算公式

說明：歡迎醫師及行政人員參加研習報名費200元。全程出席之中醫師可申請教育積分

4點(積分申請費400元)。於3月25日前，申請4點積分免繳報名費。洽詢電話：(02)2314-

3456．傳真：(02)2314-8181。報名繳費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

台北市中醫院所臨床病例討論會

103年3、5、7、9、11月 
每月第一週日上午09:00-12:30
於公會會議廳舉辦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健保智庫研習會

103年3-12月
每月第二週日上午09:00-12:30
於公會會議廳舉辦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傷寒貫珠集讀書會

103年3月-12月
每月第一週四上午10:00-12:00
於公會會議廳舉辦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以上課程歡迎會員及中醫師同道報名參加，課程訊息請上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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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社團活動一覽表

類別 活動時間 地 點 主 辦 人

羽球社
每月第一週日

下午2-5時
聯友羽球活動中心
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2號

會長：蔡承翰醫師

高爾夫球社
每月第二週二

上午06:00開球
每次活動地點不固定
需電話詢問

會長：鄒政虢醫師

登山社
每月第三週日
上午08:3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會館1樓中庭集合

會長：劉桂蘭醫師

歌唱聯誼社
每月第四週日
下午13:00

佳盈名商聯誼會
(捷運中山國中站)
台北市民權東路3段136號
2樓之1

會長：陳志芳醫師

健康舞蹈社
每週六

晚上19:3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會長：洪麗妃醫師

歡迎中醫師同道踴躍參加公會各種社團活動與同道交流聯誼。公會服務電話:2314-3456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電子報官網：www.tpcma.org.tw 

專業．服務．效率．E化

1. 為使會員掌握中醫界最新訊息，公會每天於網頁登

錄最新醫政公文及活動訊息，請會員每天到公會官

網瀏覽最新訊息。

2. 會員辦理入退會及開執業異動，可先行至公會網頁

下載申請表格，檢附相關文件，即可到公會辦理，

節省洽公時間。

3. 為利於民眾查詢醫師姓名及診所名稱或醫師看診時

間，公會「會員名錄」欄位可連結到個人診所網頁

，提高中醫的利用率，請會員多多利用。

4. 公會新網站增列「院所徵才服務」，歡迎醫療院所

多多利用。

【聯誼社團招生歡迎會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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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徵稿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 ISSN2311-1984，100年12月30日經財團法人醫

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審定為：「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本雜誌與

TAO台灣學術線上，HyRead Journal台灣全文資料庫，AWARD台灣引文資

料庫，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等四大系統合作，中醫藥研究論叢在華

藝平台為中醫類期刊下載次數第一名期刊，歡迎中醫師及中醫藥研究人士踴躍

線上投稿。

一、中醫藥研究論叢書寫規範及審稿流程請上本會網頁參閱：

      論文類別：1.  病例報告、2.文獻探討、3. 專題論述、4. 研究報告

      以上文章依論文內容分為原著類、回顧性論文及其他類論文。 

二、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採用文章，由本會免費贈送該期雜誌二冊及抽印本5本，並由本會申請中醫

師繼續教育積分；發表醫學原著論文者，每篇第一作者16點；第二作者6點；其他作者2點；發

表一般性中醫文章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2點。(原著類學術研究獎金一萬元，非原著類學術研

究獎金五千元)。

三、每卷第1期：於3月30日出刊，於前一年12月30日截稿。第2期：於9月30日出刊，於5月30

日截稿，惠稿請電傳E-mail:tp.cma@msa.hinet.net (請註記投稿「中醫藥研究論叢」)，服務電

話：02-23143456，公會網站 : http : //www.tpcma.org.tw。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醫藥學術
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月底截止收件

主　　旨：為鼓勵本會會員從事中醫藥臨床研究，提升中醫醫療服務水準，請會員踴躍參與申請中

醫藥研究計畫，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酌予獎金補助。

申請資格：申請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為本會會員

申請內容：研究主題應符合中醫藥相關學術發展研究重點;凡能增進中醫利用率，促進國民健康，提

供會員顯效實證案例研究、文獻探討研究，有關中醫藥品品質或針具安全研究，提升中

醫醫療品質等研究計畫主題優先錄取，皆可向本會提出申請。

申請時間：2014年3月31日以前電傳申請書，書面審查後通知口頭簡報，經審查委員會審查，擇優

錄取。

補助金額：擇優錄取3～4名每一計畫補助10～15萬。

發表時間：於下年度國醫節台北國際論壇學術大會公開發表，其研究論文發表於本會醫學雜誌期刊

，登錄於國際醫學期刊(SCI)另有獎勵。

申請格式：比照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研究計畫格式（研究計畫申請書含綜合資料、計畫摘要、計畫

目的、材料與方法、預期結果、參考資料、計畫人力及設備）。

網      址：http://www.tpcma.org.tw/index.php?id=593401&id2=1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