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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曹永昌

每逢3、6、9、12月出刊
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敬愛的中醫藥界先進，大家好：

又到了歲末年終的時間， 2014年的馬年即將要過去，2015

年的羊年就要來臨，在此永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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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如飛羊的強健奮

發，為中醫醫療服務造福全民的健康照護，共同奉獻心力。

本人自上任一年以來，充分授權各業務委員會，大家分工合作，在各委員會努力

運作下，除賡續在公會既有的優良制度下推動會務，未來將強化會員服務、社會服務

及國際交流等工作。

為加強社會服務，提升中醫在社會的形象及地位，配合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校園

巡迴衛生保健專案」推出「中醫穴位護眼操」。本會並與各大學中醫社團合作，偏遠

地區醫療服務加入中醫護眼親子推廣教學，並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指導下於各機關社

團舉辦「健康講座」，強化「健康推廣」的業務。感恩中醫藥界先進及本會會員的鼎

力支持指導，使2014年的活動皆能順利舉辦。從第84屆國醫節學術論壇、南台灣自

強活動、北投休閒日、會員進修教育、膏方論壇皆能熱烈的進行。明年是本會創會65

週年，公會將推出十項主題的慶祝系列活動，企盼各界領導及全體會員鼎力支持，踴

躍參與再創公會新猷。

2015年慶祝第85屆國醫節第7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將於2015年3月

14、15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將有來自中國大陸、美、加、韓、日、新

加坡、馬來西亞、法國、奧地利、蘇俄等國家的專家學者，美加韓日等國亦將組團前

來參會，將超過1600位國內外中醫藥界人士參會。在此感謝衛福部中醫藥司及中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指導協助，以及大會執行長鄭振鴻院長及籌備會全體成員積極推

動，明年國醫節大會及論壇盛況可期，屆時歡迎各縣市中醫藥界領導能蒞會指導．並

熱烈歡迎全國中醫師踴躍報名出席共襄盛舉。

                                                                                 理事長 曹永昌 鞠躬

馬年感恩支持 羊年再創新猷

2015年歲次乙未 Happy New Year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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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3.09.17北市衛醫護字第10354726000號函轉：

衛生福利部檢送有關「病歷資料調閱授權書範本」及「商業保險商品病名對應國際疾病分類代

碼」。以避免醫院、病人、保險公司之間的糾紛。

◎台北市衛生局103.10.09北市衛食藥字第10355119400號函轉：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強化與醫療機構、藥局及醫療器材行對於醫療機構相關安全資訊之

雙向溝通。重申「醫療器材優良安全監視規範」相關政策，以保障民眾使用醫療器材之安全。

◎衛生福利部103.10.03衛部中字第1031886405號函：

103年實施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制度，請合格訓練醫院擇優良中醫診所納入協同訓練院

所，參與相關中醫師訓練計畫，申請作業說明書請至衛福部官方網站。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3.10.24北市衛醫護字第10355428100號函轉：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提升醫療院所使用合法醫療器材，請院所應保留產品購入時之來源證

明及使用說明書，作為產品合法及使用之依據。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3.10.30北市衛醫護字第10338511700號函：

醫師執業執照於104年4月22日屆滿中醫師名單(請上公會網站查閱)，應依限期內 (即日起至

104.04.22 )完成繼續教育積分並辦理執照更新，以維護其執業權益。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3.11.11北市衛醫護字第10355859200號函：

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種工作，業於10月1日正式開打，維護自身健康請醫師配合。

   健保資訊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103.11.07中執會台北(3)昌字第027號函：

重申醫療院所申報健保注意事項及台北業務組近期加強了解重點：1.是否有傷科轉移針灸情形，

為維護點值及避免醫療費用浪費，請確依病患需要執行針灸處置。2.審查注意事項第七條：治療

次數已逾所需療程者，如急性腰痛或急性肌肉關節疼痛，治療逾一個月以上，其超過療程部分，

加強審查。3.審查注意事項第八條：開放性骨折整復、黑斑、雀斑、斜視、老花、散光、白髮、

近視、「非病態減肥」及三伏貼等不得申報。4.審查注意事項第十五條：同一療程中，只開給內

服藥不施以傷科針灸治療而再申報診察費者，應只限於病情變化，或不同傷病名稱且病歷須詳細

記載。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3.11.13(103)全聯醫總成字第0502號函：

訂於103年12月28日辦理「小兒氣喘疾病門診加強照護」、「小兒腦性麻痺疾病門診加強照

護」、「腦血管疾病及顱腦損傷門診加強照護」課程，有意申報上揭費用者需參加全聯會辦理相

關研討會，報名專線02-29594939。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3.10.27健保醫字第1030034199號公告：

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自105年1月1日起門診診斷及處置代碼全面單軌申報美國2014年版國際疾病與相

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第十版臨床修訂及處置代碼系統ICD-10-CM/PCS。

公文全文及附件請上公會網頁參閱    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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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24期 公益活動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慶祝創會        週年系列活動

日  期 活動地點 活動項目

103.12.14 台大景福館 全國大學中醫社團經營暨健康促進交流研習會

104.01.25起 台大景福館 薪火相傳資深中醫臨床經驗系列講座

104.02.01 規劃中 寒冬送暖愛心電影欣賞會

104.03.14~15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第7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104.03.14~15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5年台北中醫藥現代化資訊展

104.03.15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創會65週年第85屆國醫節慶祝晚會

104.04.12 中正紀念堂廣場 台北區中醫養生保健嘉年華

104.08.02 規劃中 2015會員自強活動

104.09.06 台大景福館 2015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高峰論壇

104.11.01 陽明大學體育館 創會65週年會員樂活運動會

◆中醫健康推廣社區巡迴講座 (自103年5月推廣以來已舉辦78場社區講座)

◆中醫護眼操校園巡迴講座 (自103年1月推廣以來已舉辦56場講座)

曾怡嘉醫師至善安養中心講座 曾怡嘉醫師至善安養中心講座

陳俊如醫師婦聯會講座

陳天定醫師於民生國小講座

蘇秀娘醫師景慶社區講座

吳建東醫師於士東國小講座 鄭秋霞醫師於碧湖國小護眼有獎徵答

徐國峰醫師青島西路YWCA講座

鄭秋霞醫師台北市立總圖書館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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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期/第 4 版國際論壇通告

大會活動： 

協辦單位：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醫學部．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台灣各中醫藥學會．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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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國醫藥研究

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金會．社團法人廣州中醫藥大學台灣校友會．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項     目

0314 09:00-18:30
201

大會廳
第7屆國際論壇中醫專家學者特別演講／經方論壇

0314 19:00-21:00
101

宴會廳
大會外賓歡迎晚宴

0314
0315

09:00-16:30
2、3、4F 

LOBY
2015台北中醫藥現代化資訊展

0315 09:00-17:00
201

大會廳
第85屆國醫節慶祝大會
第7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開幕式暨特別演講

0315 10:00-16:30
301 

會議廳
針傷醫學暨臨床應用研討會

0315 10:10-17:00
401

會議廳
內婦科醫學暨臨床應用研討會

0315 10:20-16:30
402CD
會議廳

健保新制醫師訓練暨醫管法規研討會

0315 10:10-16:50
205

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成果暨新知研討會

0315 10:10-11:10
203

會議廳
第85屆國醫節中醫藥臨床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0315 10:00-11:30
402A
會議廳

第7屆台北國際論壇學術壁報比賽口頭報告

0315 13:30-16:00
403

會議廳
美、加、日、韓、新、馬、中國中醫執業說明會

0315 16:40-18:30
301

會議廳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7屆第3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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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24 期  國際論壇通告

國際專家學者： 台灣專家學者：

1.   美國中醫藥針灸學會會長
陳大志教授

2.   美國董氏奇穴專家  
楊維傑教授

3.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基礎學院院長  
劉燕池教授

4.   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導暨國醫大師  
孫光榮教授

5.   廣州中醫藥大學婦科主任導師  
歐陽惠卿教授

6.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婦兒中心主任  
羅頌平教授

7.   廣州中醫藥大學傷寒論教研室主任  
李賽美教授

8.   首都醫科大學北京中醫醫院針灸科主任  
王麟鵬教授

9.   河南中醫學院針灸博導
高希言教授

10.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主任  

劉研教授

11. 加拿大卑詩省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  
鍾政哲博士

1.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司長  
黃怡超教授

2.   中央研究院院士  
彭汪嘉康教授

3.   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  
林昭庚教授

4.   中山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李英雄教授

5.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癌症中心主任  
賴基銘教授

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  
孫茂峰教授

7.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中西結合委員會召委  
孫維仁教授

8.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醫務長  
許中華教授

9.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婦科主任  
賴榮年教授

10.   長庚紀念醫院北院區中醫部部長  
楊賢鴻教授

11. 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旺全教授

12. 韓國首爾市韓醫師會會長  
朴赫秀教授

13. 日本中醫學會會長  
平馬直樹教授

14. 日本東京平成大學針灸科  
王曉明教授

15. 歐洲中醫藥聯合會針灸委員會主委(法國)  
王永洲教授

16. 奧地利頭皮針專家  
莊義興博士

12. 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  
高宗桂教授

13. 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會理事長  
施純全教授

14.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教授  
吳龍源院長

15.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理事長  
李政育教授

16. 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林源泉博士

17. 名老中醫  
丘應生院長

                                  (邀請演講名單後續增加中…)

◎ 歡迎國內外中醫師踴躍報名發表臨床及學術研究心得 、張貼學術壁報、廠商參展

◎ 大會秘書處：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TEL: (02)2314-3456

◎ 大會活動訊息：www.tpcma.org.tw

◎ 大會及講座報名表詳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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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期/第 6 版國際交流報導

文／理事  熊偉程

第四屆日本中醫學會學術總會於9/13~9/14在日本東京盛大召開，本會由曹永昌理事長親自

率團熱情與會；大家提前一日出發，9/13上午前往東京市區觀光，我們第一站是增上寺與東京鐵

塔，增上寺是位於芝公園的一座淨土宗寺院，也是江戶幕府德川家的靈廟，在新年的時候往往有

大量的人潮前往參拜。東京鐵塔是一座電波塔，長久以來是東京的地標與象徵，增上寺與東京鐵

塔並立代表新舊時代共存的景象。

第二站前往江戶東京博物館，與之相鄰的兩國國技館。江戶東京博物館的宗旨為保存及展示

江戶東京之歷史及文化相關資料。兩國國技館為東京著名的運動場館，主要以主辦相撲比賽而聞

名。大相撲比賽一年舉行六次，其中三次（一月、五月、九月）在兩國國技館舉行。

晚上參加日本中醫學會的懇親會，大家於會場內與來自各國的代表團交流，把酒言歡不勝熱

鬧，台日雙方也互贈禮物與紀念品、代表雙方友誼永固。9/14出席學術大會，由曹理事長演講

「失智症在台灣中醫診療的過去，現狀與展望」，在會場引起極大的迴響並獲得一致的好評，陳

曉鈞常務理事演講「乾咳的中醫治療」，並有吳建東醫師與林舜穀醫師關於失智症治療的演講也

都非常精彩。會後日方安排市區觀光，參觀了皇居、東京車站以及武道館，晚餐在有卡拉OK的居

酒屋用餐，大家引吭高歌、賓主盡歡。最後我們也熱情的邀請日方明年台北國醫節一起來台共襄

盛舉。

曹理事長率領代表團出席大會本會交流團在東京鐵塔下合影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曹永昌理事長率團出席11/8至11/9福州市舉辦第11屆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交流大會，大會開幕式盛況(左圖)
曹理事長應邀大會演講(中圖)，交流代表團合影(右圖)。

日本中醫學術大會懇親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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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休閒日會員參加開幕式養生健康操(中圖)，開幕式後參加人員與曹理事長及理監事合影(左圖)，上午生態導覽及健行活
動合影(右圖)

曹理事長表揚資深中醫合影(左圖)，本會秋季會員壽星慶生理事長與幹部合影(中圖)，午餐聯誼餐會出席熱烈(右圖)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社團活動&國醫盃比賽
類 別 活 動 時 間 活動地點 主 辦 人

羽  球
國醫盃比賽

每月第一週日
下午14:00~17:00

聯友羽球活動中心
新北市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2號

會長：郭威均醫師
M：0935142247

高爾夫球
國醫盃比賽

每月第二週二聯誼
上午06:00開球

林口台北球場
會長：鄭清傳醫師
M：0932137802 

桌  球
國醫盃比賽

104年1月18日
國醫盃比賽
中午12:30報到

台大綜合體育館B1桌球室
(比賽地點如有異動另行通知)

主辦：陳朝宗醫師
M：093576728

歌唱聯誼社
國醫盃比賽

每月第四週日
下午13:00
104年1月25日
國醫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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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正成醫師
M：0921073026

登山社
每月第四週日
上午08:3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會館1樓中庭集合

會長：鄭秋霞醫師
M：0932395302

健 康
舞蹈社

每月第四週日
上午10:00~12:00

艾朵拉舞蹈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326號4樓

會長：吳思葦醫師
M：0932009788 

歡迎本會會員及外縣市同道踴躍報名參加社團聯誼及活動比賽，增進交流。
欲報名者，可向公會或逕向主辦人報名。 公會報名專線：(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E-mail：tp.cma@msa.hinet.net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26於北投貴子坑舉辦健行暨重陽敬老活動，當天風和日麗，會員、眷

屬及診所同仁共計300餘人參加，上午活動有五指山山層地質景觀生態導覽、健行登山、認識本

土植物。下午有重陽敬老表揚，會員秋季壽星慶生餐敘聯誼活動，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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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膏方論壇

文／監事長林展弘

冬令進補係指冬至、小寒、大寒、立春四個節氣，選擇藥食調理陰陽、氣血，增強體質，是

傳統防病抗病、扶正補虛的保健方式之一；其中藥補首推膏方，膏方又稱膏劑，是中醫丸、散、

膏、丹、酒、露、湯、錠八種傳統劑型之一，膏方適用人群廣泛，依據男、女、老、幼各年齡生理

特點，或針對病後、產後、手術後、慢性病、腫瘤康復期的體質而辨證處方，為中醫養生治病的一

大特色。台灣中醫門診自從納入勞、健保給付後，近二十多年來中醫界對此項中醫特色醫療輕忽傳

承；今值中醫健保總額限縮發展之際，當審視傳統中醫的特色，從中謀求發展之道。本會有鑒於

此，自102年舉辦首屆「台北膏方論壇」培訓臨床醫師對膏方應用的認識與製備，進而擴大中醫醫

療資源，此活動獲得臨床醫師的熱烈參與。

今年11月16、17日舉辦第二屆「台北膏方論壇」，延續上一屆的模式教學與製備操作同步，

並安排二位病人進行診療帶教；大會講授專家邀請大陸推展膏方門診最多的上海龍華醫院顧仁樾副

院長、南京市中醫院虞鶴鳴副院長及本會名譽理事長陳俊明醫師、常務理事林源泉醫師、顧問林高

士醫師，講授膏方、水煎藥的臨床應用，及膏方細料選材與炮製，內容精彩且實用，今年與會學員

達130多位，有些學員從大陸，專程來台參加會議。會中上海顧教授將膏方開方技巧分為“君臣佐

使法”、“夾心法”兩種，讓初學醫師很容易構思膏方的組成；論壇最後單元--膏方製備與實作，

由我負責主講並指導製作大會現場診療帶教處方的兩組膏方，讓每位學員都有實際操作體驗。此次

論壇將平時醫師面對病人、診病處方，及藥局後製之場景真實呈現，提高參與醫師對膏方學習的效

果。

2014年膏方論壇11/16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舉行，曹理事長與演講專家學者合影(左圖)，南京虞鶴鳴教授開立
膏方示範教學(中圖)中醫師出席大會盛況(右圖)

11/17膏方論壇於公會進行特別講座，上海顧仁樾教授專題授課(左圖)，曹理事長代表公會致贈南京虞鶴鳴教授大會紀念品
(中圖)，林展弘監事長於膏方實作指導學員操作(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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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維傑醫師

易理是追求真善美的學問，講究變動、變化，不針患處，是藝術，是美。執簡馭繁，用針少，減少痛苦，是善。一針

治多病，療效確實，就是真。易理在中醫藥及針灸之應用主要有「易理思維」及「象數思維」兩個方面，簡介如下：

一、易理思維：《周易》與《內經》認為人體小天地與宇宙大天地的運動變化是類同的，因此在認識的觀點上與研究

的方法上也很相似。因大小天地同此一理，所以《內經》在探討人體之奧秘時，緊密的與人所生活的自然界緊密聯

繫在一起來認識人體，注意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同時，《易經》與中醫學對事物的研究方法也都是相同的。《周

易》所闡述的陰陽變化規律，即是古代的對立統一思想，它是樸素的辯證法思想的基本規律。對此一規律的認識，

貫穿了中國醫學的全部認識過程。《素問•金匱真言論》在描述人體五臟與五行、五方、五季、五體、五官、五

味、五臭、五畜、五穀、五音、五星的聯屬對應關係時，也與《易》學中的天地之成數作了聯繫。其意就在說明

《周易》中的理與數既能用以說明宇宙萬物，也能解釋人體自身及其與大自然的密切關係。一般所說的「醫易相

通」，主要就是指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相通關係。《內經》基本上是融合《易經》先進的哲學原理與思維模式，

如：一、陰陽觀（對立統一觀）:陰陽學說的內容十分豐富，也很複雜，但其特性及要點則以下述幾點爲大要。(一)

陰陽相互對立(二)陰陽依存互根(三)陰陽相互消長(四)陰陽互相轉化。二、整體觀:有（一）天人合一（二）系統觀

（三）氣一元論等。三、三分觀(三才觀) :1、構成天人合一的整體觀 2、揭示病因病機的三分法則3、確立診斷及用

藥的原則4.是進而影響陰陽三分而成六經。四、變動觀。五、交濟觀(交感觀)。六、中和平衡觀。七、時間觀。八、

空間觀。九、圜道觀。十、執簡馭繁等。都是中國醫學的基本認識觀與思維方法，都與易理思維相通。   

二、象數思維。象數思維在中醫之應用主要有「易象」與「易數」思維，用在針灸則每穴都有太極、陰陽、三才、五行

、八卦。都有時空定性定位。每個穴都可以從時間觀、空間觀來了解及應用。如果只拘泥於經絡就太可惜了。以易

數從一至十為經展開。簡單介紹如下。

(一)太極：在中醫之應用有一物一太極之全息觀、太極氣一元論、命門理論等。在針灸則有一物一太極，一處一太極

，一穴一太極，每個穴位在人身都有大太極、中太極、小太極、微太極的定位，使每一個穴位都能一針治療多

病，成為一針療法的基礎。以手掌大白(三間)穴為例：在大太極中正象為面部五官，倒象對應股臀。中太極正象

為胸脘，倒象為小腹。小太極當腰臍線。微太極正象當頭部，倒象為足根。這樣大白(三間)穴一個穴就可以治療

頭痛、五官病、胸脘病、腰痛、小腹痛、坐骨神經痛、足根痛等。治療範圍極為廣泛，再配合體應，五行，治療

作用更大，這也就是靈骨大白為董氏奇穴第一大穴的原因。

(二)陰陽：中醫內容包括陰陽的屬性、特性、在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的應用等。針灸則每穴都有陰陽，包括：穴

位凹凸；所屬經絡；人身左右；陽面陰面；例如鼻翼穴在面部最高點，頭為諸陽之會，則鼻翼穴為陽中之陽，治

療陽虛倦怠疲勞嗜眠允為第一特效針。

(三)三才：三才思想在針灸的應用很廣。手掌手臂小腿大腿每一節段都可分為三才，其上中下段分別治療上中下三焦

病。例如董氏奇穴之心門、肝門、腸門穴分別治療上中下三焦心肝腸病。再如曲池穴位在前臂尾端可治肛門腹瀉

之病，又係位在上臂前端則可治頭暈特效。列缺在大太極為頭與胸背之交接點，對應頸部，在三才為前臂前端，

能治頭病，這就是「頭項列缺尋」的應用。此外進針深淺中分三才，治療有遠近中之分。

(四)五行：中醫引用了五行學說，推演人體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在診斷、治療上，都應用了這種學說作為理論的核

心。其在針灸的應用，是每穴都有五行，由於五行屬性，而又有了生尅、交應、空間觀應用(與部位臟腑的對

應)、時間觀應用(治療急慢病變)、象數觀應用(例如屬木的穴位都可治療風病及筋病)等。

(六)六經、六氣、六淫：風寒火熱濕燥為六氣，當其侵犯人體則為六淫。六氣六淫可以說是一種取類比象。六經在針

灸之應用，人盡皆知。

(七)八卦：由先天八卦及後天八卦產生了生理疾病理概念的的「先天」「後天」。又先後天八卦對臟象之定性定位及

經絡之循環有極大影響。八卦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的歸類方法—取象比類對中醫影響極大，廣泛的應用

於中醫各個方面。此外每個部位都可有八卦體系，例如頭面八卦、掌八卦（應用最廣)，眼八卦、臍八卦…等，

皆各自發展成微針體系，如手針，眼針、臍針等。

(八)河圖、洛書、九宮：河圖天地生成之數，在內經中曾多處提及，也經常用於中醫及針灸之中。而洛書九宮之數與

平衡有關，亦常用於中醫及針灸，其與經絡運行次序亦有關。而九宮之數也常用於處方中。九宮八風應用於針灸

亦極為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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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規委員會主委陳仲豪醫師

最近大陸的新聞媒體報導，有一種行業叫「醫鬧」，也就是有些投機人士炒作醫療糾紛並企

圖從中獲得非法暴利。他們採取各種途徑來擾亂醫師心理、擴大事端、喧鬧診所秩序並藉此讓診

所背負巨大壓力而不得不息事寧人。

台灣雖然沒有「醫鬧」這個名詞，但實際上類似大陸「醫鬧」的醫療糾紛也比比皆是，遇到

死亡之類嚴重的醫療糾紛常見家屬採取抬棺抗議、焚燒紙錢、擺放花圈; 牽涉到身體傷害等較輕微

的醫療糾紛常見當事人採取口頭阻擋患者就醫，打砸診所財物、或者口頭怒罵或作勢毆打醫事人

員、跟隨醫事人員，或者在診所內滯留大聲喧嘩，企圖影響診所生意。

醫療行為原本就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治療的結果能否成功除了仰賴醫療提供者的精湛醫術

外，尚須要病患的協力配合。因而，醫療結果不如人意在所難免。

去年台北市某中醫診所發生一件醫療糾紛，病患為發生車禍的一般民眾，由於車禍之意外事

故致右腳受傷，經診所中醫師針灸及推拿後，病患很自然地離開了，事後，病患申訴推拿後導致

其右腳骨頭斷了。病患採取的「醫鬧」方式為在診所內滯留大聲喧嘩，然而此院長當機立斷認為

病患的說法違反醫療常識，因為我們從診所的監視錄影帶中可以發現當病患接受治療後離開診所

時，病患是一拐一拐的走出去，如果骨頭斷了，病患是不可能不靠任何醫療扶助器具如拐杖或坐

輪椅而能走出診所。

這是再明白也不過的一種幌子。我們需要用當機立斷的判斷來打破這種幌子。醫師與我們也

有共識不會給這種「醫鬧」的幌子任何一毛錢。對這種壞人慈悲無疑就是傷害善良的大眾。

無獨有偶。在台北類似這種幌子的還有說肩膀骨頭斷了而竟然手還能舉起來，手筋斷了竟然

手還能自然擺動及做動作，貼藥膏（沒用火溫熱）竟然說醫師的藥膏燙傷她。

前不久，本會某會員診所的醫師，即因為水藥處方中，開給患者炮附子這味藥（使用4錢，且

醫囑須先煎1小時以上）而引起糾紛，本案醫師是否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在事實釐清前，尚有討論

空間。但面對患者上門理論時，其實，大部分的醫師在面對這類的情形，心中早就有底了，倘若

確實因為自己的醫療疏失導致病患受有損害時，固然應由醫師負其應有之責任，但若是醫方於治

療時，已按照醫療標準作業程序，且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時已無任何疏失可言，而僅

僅因為患者存心不良，蓄意恐嚇或詐欺取財時，院方該如何處理呢？

      遇到「醫鬧」事件建議採取以下的方法處理：

1、當機立斷，須報警者立即報警處理。

2、平時宜備妥監視錄影系統門診時錄影以利蒐證。

3、宜於診所明顯處張貼「本診所安全系統與警方110勤務中心連線」、「監視錄影中，請

     微笑！」等標語，以達到警示嚇阻「醫鬧」的作用。

對於一些真正的醫療疏失，我們自然要負起應負的責任，但對於一些似是而非的幌子醫療糾

紛，我們也要學會當機立斷，因為在這種幌子的醫鬧中是非黑白與責任歸屬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筆者從事處理醫療糾紛已經18年多，當然我的首要工作是幫忙醫師處理醫療糾紛的問題，然而還

給醫師清白也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中間的拿捏就在於當機立斷的判斷，希望有了當機立斷的判斷

能力可以讓醫師們活得更有尊嚴，避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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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地點 時間                           課  程  主  題

(A)
講
座

3/13(五)
YWCA

09:00-12:30
董氏奇穴針灸之理論、要訣與手法。一一、二二、三三部
位 (位置、治療、進針方向及注意事項)

13:30-18:00 董氏奇穴四四、五五 六六部位，七七、八八部位

3/14(六)
205會議廳

13:30-18:00 董氏奇穴九九、十十部位。常見疾病及疑難症之奇穴治療

(B)
講
座

3/15(日)
402A會議廳

13:30-18:00
一針療法之理論基礎、要訣與手法，痛證常見病特效一針
療法。

3/16(一)
台大景福館

09:00-12:30 痛證、內科常見病特效一針療法

13:30-18:00 內科、婦科、五官科常見病特效一針療法

課程簡介－ 

(A)董氏奇穴講座 (含理論、手法及治療，並正確找尋所有穴位)

楊維傑醫師為董氏奇穴董景昌老師的第一代傳人，為最早將董氏奇穴傳向世界

之醫師 。現今在美國教授董氏奇穴者多為楊醫師之學生。楊醫師為世界第一位將董

氏奇穴建立理論基礎者。楊教授講授中醫及針灸(董氏奇穴及十四經穴)近四十年。

此次上課將以董老師及楊維傑之經驗輔以中醫理論說明(董氏奇穴亦為中醫之一環)

並舉述豐富的病例，使聽講者能在最短時間內學好董氏奇穴。

(B)特效一針講座
上課以常見之痛證及內、婦、五官科常見疾病的特效一針為主，包括十四經之特效一針，也包括董氏

奇穴之特效一針。應用時一針即能見效，兩組以上特效針配伍療效更好。如何選用一針？手法如何？穴理

為何?本講座將為您深入介紹:一針療法是針灸的最高境界，是理論及經驗的精華結晶。是經過數十年數十

萬人次臨床的精華總結，是讀破萬卷書尋師數萬裡的深入體會心得。每種病選介幾個常用的特效一針穴穴

位，應用時一針即能見效，進而兩三針配伍療效更好。本講座上課之內容更精彩更豐富。

楊維傑教授簡介

楊教授三十一歲即被外交部選派代表台灣中醫界赴新加坡教授針灸及傷寒論，三十五歲前即已完成

內經譯解(兩本)，針灸經緯、針灸經穴學、五輸穴研究、董氏奇穴發揮、中醫學概論等著作 ( 每本平均超

過五十萬字，發行二十版以上)暢銷東南亞及東北亞，四十歲前即有大師之稱，如今著作暢銷中國大陸及

世界各地。楊教授為針灸泰斗董景昌嫡傳弟子，最先發揚董氏奇穴並將其推展至世界之醫師。大陸推崇

其為「將董氏奇穴繼承發展推向輝煌」，韓國推崇其為「融東方哲學與醫學於一體的當代大醫」。在國

際上享有甚高之聲譽。

第85屆國醫節特別講座
楊維傑教授 (A)「董氏奇穴」講座、 (B)「特效一針療法」講座

說明：(A)董氏奇穴講座(共3堂12小時)／報名費21,000元，單堂8,000元。

             (12/31前繳費16,800元，1/31前繳費18,900元)

         (B)特效一針療法講座(共3堂12小時)／報名費21,000元，單堂8,000元。

             (12/31前繳費16,800元，1/31前繳費18,900元)

         (A+B)報名費42,000元 (12/31前繳費31,500元，1/31前繳費35,700元)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劃撥繳費請註明課程項目】
洽詢專線：(02)2314-3456／傳真電話：(02)231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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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四十年

•自幼即學習中醫藥、傷科、針灸、刺血療法。

•曾任景昌針灸診所助理醫師（董景昌醫師曾為高棉總統龍諾治癒半身不遂而名揚國際）。

•福德針灸傷科診所、楊維傑診所、金鍼中醫診所、楊維傑中醫診所開業執業。

學歷資歷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中山大學訪問學者、中華民國中醫師特

考及格、美國加州針灸醫師執照、美國全國針灸醫師執照、台灣中華中醫學說學理學會創會

理事長、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中醫文摘雜誌發行人、教育部學術著作獎、美國針灸學會

（AAA）學術組長、海峽中醫雜誌發行人。加州中醫大學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教學演講 應邀在美洲、東亞、中亞、西亞、歐洲、澳洲等十多國講授中醫及針灸。

•台灣三軍總醫院、中國醫藥學院針灸講座。

•1980～1981年國家選派赴新加坡教授中醫。

•1983～1984年自台應邀赴美國舊金山針灸大學

   及洛杉磯SAMRA大學演講。

•1984年應日本東京學會邀請特別演講。

•1986～1989年美國針灸學會專題講座。

•1992年3月首開台灣中醫師應邀赴大陸上海講學。

•2000年3月應邀在北京中醫藥大學主講董氏奇穴。

•2000年9月應邀在韓國世明大學講授董氏奇穴。

•2003年6月應邀在韓國慶熙大學講授董氏奇穴

•2006年5月應邀在南京中醫藥大學主講董氏奇穴

•2005-2012年在洛杉磯Emperor中醫大學博士班教授高級臨床學

•2006-2013年在波特蘭Oregon中醫大學博士班教授高級臨床學

•2010-2014年在紐約中醫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2006-至今在加州聖荷西加州中醫大學(Five Breanch)博士班擔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著作專書 ※多本著作已翻成韓文、英文及簡體字出版。

《針灸寶典》2005年以中文及韓文出版，為臨床近四十年之代表作。《董氏奇穴講座》---

穴位學；《董氏奇穴講座---治療穴》2003年韓文版出版，2005年中文版出版。《針灸經緯》

台灣中醫界唯一突破發行萬本之醫學專著、《針灸經穴學》、《董氏奇穴針灸學》、《針灸五

輸穴應用》、《中醫學概論》、《中醫內科證治》、《中醫外科證治》、《傷寒論》、《金匱

要略精解》、《瀕湖脈學詳解》、《系統八字學》、《實用中醫治法學》、《臨床實用中醫方

劑學》、《痛症百解》。

董氏奇穴大師／楊維傑教授簡介

2013年國醫節楊維傑教授演講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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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課  程  主  題

0314(六) 09:00-13:00 邵經明、李鼎、魏稼名家的臨床特色與針灸技術的應用

主講：高希言教授 

河南中醫學院博士生導師、河南中醫學院針灸學科帶頭人、中國針灸學會

針法分會常務理事、高教授師承針灸名師邵經明，博士導師李鼎教授，又

與魏稼教授合著多本針灸書籍；負責「河南邵氏針灸流派傳承工作室」，

擔任中國針灸學會針灸文獻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針灸學會針法灸

法分會常務理事及耳穴專業委員會常委，鄭州市針灸學會主任委員，中國

針灸雜誌編委。主編《針灸流派概論》、《針灸醫籍選》、《各家針灸學

說》、《各家針灸學說》。

日期 時間                           課  程  主  題

0315(日) 13:30-17:30
京城針灸名家金針

王樂亭、賀普仁大師學術經驗臨床應用

主講：王麟鵬教授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針灸中心主任、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

導師。首都醫科大學神經病學系系務委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北京市中

醫針灸重點學科帶頭人。現任中國針灸學會副會長，北京針灸學會會長；

中國針灸雜誌編委會副主委；從事針灸臨床、教學與科學研究三十年，繼

承聯合國教科文組職四位代表性傳承人，國醫大師賀普仁和金針王樂亭等

多位針灸名家的學術思想，在中醫針灸和中西醫結合神經病學專業積累了

豐富的經驗，具有較深的學術造詣。在中風病的綜合防治研究，原發性頭

痛等疼痛病症的研究和睡眠障礙疾病等領域的臨床和機理研究中有長期和

深入的工作。在將現代臨床研究方法學與中國針灸臨床應用相結合進行臨

床研究方面有較深的造詣和影響。

(C)河南高希言教授針灸傳承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5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號
報名費用：4,000元(12/31前繳費8折優惠、1/31前繳費9折優惠)

(D)北京王麟鵬教授針灸傳承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B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號
報名費用：4,000元(12/31前繳費8折優惠、1/31前繳費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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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課  程  主  題

3月15日(日) 10:00-17:30

1. 羅元愷教授學術思想

2. 從陰陽學說論女性生殖調節

3. 從腎天癸冲任胞宮軸論排卵障礙中醫藥治療

4. 子宮內膜異位與子宮腺肌病研究進展與中醫治療

主講：羅頌平教授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婦兒中心主任、婦科教研室主任、博導

、中華中醫藥學會婦科分會主任委員、嶺南羅元愷教授婦科流派傳承工作

室負責人。對中醫藥防治自然流產、月經病和不孕症的研究有傑出的成就

。主持“腎脾虛弱型自然流產的系列研究”“免疫性自然流產與免疫性不

孕的中醫治療”“月經週期的調節及其與月相的關係”“羅元愷教授經驗

方”“滋腎育胎丸”等研究開發皆榮獲國家獎勵表揚。主編國家教科書《

中醫婦科學》《中西醫結合婦產科學》、《生殖免疫學與內分泌學》、《

中醫婦科名家醫著醫案導讀》、《羅元愷女科述要》、《羅元愷婦科經驗集》等專書暢銷海內

外。多次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是大陸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婦科專家。

日期 時間                           課  程  主  題

0316 (一) 09:00-17:00 1. 經方的魅力   2. 六經辨治糖尿病   3. 甲亢的中醫辨治

0317 (二) 09:00-17:00
4. 仲景治肝特色與臨床發微     5. 咳嗽的六經辨治

6. 痛症的經方辨治                 7. 疑難病經方治療舉要

主講：李賽美教授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廣州中醫藥大學傷寒論教研室主任、廣

州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經典所所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傷

寒論學科帶頭人。長期從事中醫臨床經典理論教學與臨床研究，擅長運用

經方辨治糖尿病、肝病、甲亢、抑鬱症及疑難病症；在糖尿病心臟病研究

、經方運用與推廣領域取得顯著成績，在海內外具有積極影響；主持“全

國經方班”成為享譽海內外繼續教育品牌項目。主編首屆研究生規劃教材

《傷寒論理論與實踐》、《傷寒論講義》等教材著作24部，多次受邀赴日

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港澳地區講學。

(E)廣州羅頌平教授婦科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廣州中醫藥大學台灣校友會．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
上課地點：台大校友會館4樓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1號
報名費用：4,000元 (12/31前繳費8折優惠、1/31前繳費9折優惠)

(F)廣州李賽美教授經方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
上課地點：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136號4樓
報名費用：8,000元(12/31前繳費8折優惠、1/31前繳費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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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課  程  主  題

0316 (一) 09:00-17:00
1. 論氣機升降學說的婦科內涵外延及應用

2. 婦科治肝八法的臨床證治和研究

0317 (二) 09:00-17:00
3. 衰老與抗衰老的理論與方藥。

4. 425湯用於絕經期綜合症及婦科腫瘤研究

主講：劉燕池教授

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中華中醫藥學會仲景學說專業委員會主

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基礎理論學術帶頭人、博士後老中醫藥專家學

術經驗繼承導師。榮獲中醫藥管理局成立「劉燕池名醫傳承工作站」、主

編《中醫基礎理論》，在中醫基礎理論領域享有盛名。著有《劉奉五婦科

經驗》一書，深受醫界推崇。

(G)北京劉燕池教授婦科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財團法人中國醫藥研究發展基金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報名費用：12,000元(12/31前繳費8折優惠、1/31前繳費9折優惠)

◎以上講座報名表詳第16版
【廣告】

本會僅提供以上廣告刊登之空間，不代表本會之立場及有任何背書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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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
報名
項目

請勾選

3月14日(星期六)  □ A 醫學課程 16點

3月15日(星期日)
 □ B1醫學課程 6點(上午)  □ B2 醫學課程 8點(下午)

 □ C1品質法規課程 6點(上午)  □ C2 倫理感染性別課程 8點(下午)

報名國醫節論壇大會及特別講座資料表

姓　名
電話

用      餐 □ 葷食　      □ 素食
手機

通訊地址
  □□□　　　　  縣　　　 　市　　　 　區

               路　　 段　　　巷　　　號　　樓之

報名項目
請  勾  選

台中字第　　    　 號

身  分  證
字        號

◎兩天註冊費4000元，於12月31日前劃撥申請30點積分註冊費僅收3,000元，1月31日前3,200元
   、2月28日前3,600元，贈送大會手冊、兩天午餐餐盒、大會紀念品16G隨身碟。3月5日以後報
   名不贈送紀念品。

第85屆國醫節第7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報名表

A
3月14日(六)09:00～18:30
中醫經方論壇/中醫專家特別演講

2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6點
報名費600元／積分費1,600元

B
3月15日(日)09:00～16:50
內婦科、針傷醫學研討會
中醫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1、301
205、4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4點
報名費600元／積分費1,400元

C
3月15日(日)10:10～16:50
104年健保新制醫師訓練法規研討會

402CD
會議廳

法規倫理感染與性別議題課程14點
報名費600元／積分費1,400元

第85屆國醫節台北國際論壇特別講座報名表

特別講座

報名選項

請勾選

□ A 楊維傑董氏奇穴講座 (21,000元)    □ B 楊維傑特效針灸療法講座(21,000元)　

□ C 高希言針灸講座 (4,000元)            □ D 王麟鵬針灸講座(4,000元)　　　  

□ E 羅頌平婦科講座 (4,000元)            □ F 李賽美經方講座 (8,000元)

□ G 劉燕池婦科講座 (12,000元)

◎特別講座12/31前繳費8折優惠，三種以上課程7折優惠  ◎1/31前繳費9折，三種以上8折

第85屆國醫節第7屆台北國際學術論壇大會及特別講座

大 會 訊 息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24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1. 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9版) 試題：請簡述內經融合易經陰陽觀基本思維。
2. 品質課程(內容詳見第10版) 試題：請簡述門診時遇到「醫鬧」事件醫師如何處理。

◎ 本期雜誌可申請104年度醫學、品質等通訊課程各2點，以上通訊教育課程6年內
     不得超過36點，請將要申請課程試題答案於3月1日前回傳。

◎ 報名繳費請利用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劃撥時請於
    劃撥單通訊欄詳註繳費類別)。服務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E-mail：tp.cma@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