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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曹永昌

宣導冬令進補諮詢中醫吃對中藥
健康加分記者會(20151108)

大陸中華漢方中醫學術交流團參
訪公會(20150910)

向資深中醫師致敬晚宴曹理事長
頒發獎狀(20151129)

每逢3、6、9、12月出刊
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時序歲末迎新之際，2015年的羊年即將要過去，迎接2016年的

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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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的矯健，為中醫醫療服務造福全

民的健康照護，共同奉獻心力。

本屆(第17屆)理監事會任期將於明年3月屆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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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大家努力同心協力，本會會務

績效卓著，感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為開拓中醫的藍海，公會於8月起邀請呂志宏醫師辦理4場「中藥皮膚科與外用製劑應

用研習會」。由鄭宏足理事主持傷寒論讀書會研讀《貫珠集》、《本經疏證》，9月起討論

《郝萬山傷寒論》。本會與肝病醫學會合辦「台灣傷寒經方名家講座」迴響熱烈，明年1月

起開辦第2期講座。今年11月8日舉辦第三屆膏方論壇及冬令藥膳發表記者會，多位媒體現

場採訪及會後報導，感謝媒體熱烈報導，加強社會大眾對中醫藥衛教的正確認知。今年健

康推廣委員會深入本市各里社區舉辦健康講座，1年來辦理近300餘場。對默默奉獻參與的

會員道長致上最誠摯的謝忱。

2016年慶祝第86屆國醫節第8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將於2016年3月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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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餘人參

會。在此感謝衛福部中醫藥司與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指導協助，以及大會執行長台北

市立聯合醫院林森昆明中醫院區許中華院長鼎力支持及籌備會全體團隊全力推動，明年國

醫節論壇大會盛況可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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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躍報名出席共襄盛舉。

2016年歲次丙申 Happy New Year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敬賀

羊年感恩支持．2016再創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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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1.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10.13北市衛食藥字第10439395900號函：

重申醫療機構、藥局及醫療器材倘發現醫療器材相關不良反應，應向衛生局通報。

2.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10.26(104)全聯醫總成字第1007號函：

本會架設「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之受訓醫師與訓練機構媒合平台」http://immt.tw/ 業已完成，提供

有需求之各方可上網進行溝通、媒合。

3.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10.30(104)全聯醫總成字第1014號函：

有關104年度「中醫總額」院所品質指標資訊公開作業。

4.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11.12北市衛醫疾字第10436197400號函：

104年度流感疫苗接種工作，業於10月1日正式開打，惠請轉知所屬會員。

   重要公告

1. 第一屆中醫杏林獎，請各醫學會、各大醫院及會員於12/15前推薦有具體優良事蹟的中

醫師接受公會表揚。

2. 本會第18屆理監事選舉將於3月13日會員大會舉行，請會員推薦熱心會務的會員為本會

第18屆理事、監事候選人。

3. 105年會員子女獎學金(就讀中醫系或學士後中醫系)請於1/15前向公會申請。

4. 第86屆國醫節中醫藥著作獎甄選 (102年1月以後出版具有SCI學術論文，教學醫院評鑑

學術性期刊及ISBN中醫藥專書)，1/15前向公會申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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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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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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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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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及公告全文暨附件表格請上公會網頁瀏覽 www.tpcma.org.tw

曹理事長於膏方發表記者會致詞 電視台及平面媒體現場採訪 冬令進補藥膳發表記者會記者採訪

/2015.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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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28 期 公益活動

中醫師寒冬送暖．助塵爆患者復健                

公會除致力於提升中醫院所的醫療服務品質服務病患。為向社會民眾宣導中醫的衛教，倡導中醫

的養生優勢，積極參與社區義診，辦理各里社區健康講座，接受國小的邀請到校園推廣中醫穴位護

眼操，每週定期舉辦中醫養生保健講座，以上活動頗受民眾的佳評。

公會對於社會救濟之協助亦不落人後，103

年高雄氣爆共捐款810,000元，今年6月新北

市八仙粉塵氣爆，發動會員捐款228,000元，

為協助塵爆患者早日恢復身心健康，並函請會

員，凡塵爆患者至中醫院所復健免收掛號費及

自費部分負擔。氣爆復健需要長期的身心調養

及中醫復健。曹永昌理事長、林展弘監事長於

12月2日將愛心捐款專程交付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時值寒冬將臨，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的愛心

行動倍感溫馨，祝福塵爆患者早日康復。

郭威均醫師於健康管理講座專題演講

曹理事長頒發主講人呂志宏醫師感謝狀

民眾熱烈出席中醫健康管理講座學習養生操

中醫師踴躍出席中醫外用製劑研習會

健康推廣委員會鄭秋霞主委於
公會媒體聯誼會示範八段錦

呂志宏醫師於現場教學
皮膚科外用藥製作

曹永昌理事長、林展弘監事長將愛心捐款交付新北市政府
麈爆救助專戶，由社會局張錦麗局長接受。( 2015.12.02 )

會 務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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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第 4 版國際論壇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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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28 期  國際論壇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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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第 6 版國際論壇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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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版/第 28 期 膏方論壇報導

冬令進補膏方調治．體質分型健康加分                

冬令進補係指從立冬開始，及冬至、小寒、大寒、立春等節氣期間，選擇藥食調理陰陽、氣血，增強體

質，是中醫防病抗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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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是中醫一種調補方式，適用於民眾及特殊病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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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康復期的體質，依辨證處方，為中醫

養生治病的一大特色。但因為膏方要有臨床經驗豐富的中醫師才能處方及製作，所以在台灣只有少數民眾接觸

過膏方。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曹永昌指出，膏方是中醫千年智慧，是黃帝富賈養生延年的一個秘笈。中醫師依

據病人症狀，辨證論治，開立處方藥物，製作丸散膏湯。冬令進補防病治病，開處膏方即為首選。清代膏方不

僅在民間流傳，宮廷中皇宮貴族更爭相以此養生，如宮廷劇「甄環傳」的阿膠，而根據中醫文獻《慈禧光緒醫

方選議》有內服膏滋近三十首。晚清時膏方用藥更多元，多達二、三十味藥材，甚至更多，收膏時常視病人狀

況選加阿膠、鹿角膠等高貴藥材滋補。開立膏方強調辨證施治，膏方服用的優點具有營養滋補和治療疾病等作

用，廣泛用於各科疾患治療及病後體虛者調理，如常用的龜苓膏。傳統的膏劑和膏方有一定區別，膏劑為固有

的中成藥，如川貝枇杷膏等。膏方是由中醫辨證施治，確立個人的處方，經濃煎後摻入輔料而製成的稠厚狀、

或凍狀劑型。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為向國人推廣膏方的優點，11月8日立冬當天舉辦「2015年海峽兩岸中醫膏方論

壇」。邀請北京膏方專家陳信義教授及台灣中醫專家林高士醫師、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林源泉醫師、育

揚中醫診所院長楊玉台醫師等專家學者演講，講解中醫的體質分型，利用中藥處方進補，製作滋膏方調整體

質。應邀來台演講的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腫瘤血液科主任陳信義教授，擅長以膏方治療腫瘤術後

病患及現代的文明病如抗衰老、失眠、厭食。陳信義表示近年來，每臨冬季在大陸各大城市中醫院的「膏方

節」，大排長龍的民眾掛膏方專家門診，求取中醫師開立膏滋方調養身體；冬天服用膏方，已成為大陸養生保

健的重要選項。

公會為向民眾宣導正確的冬令進補觀念，於立冬當天舉行膏方及藥膳發表會，記者會時曹永昌理事長強調

「冬令進補．諮詢中醫」、長庚醫院北院區中醫部楊賢鴻部長宣導「體質分型．膏方調治」、中醫藥膳專家莊

雅惠醫師說明「吃對中藥．健康加分」。

項目 膏 方 湯 劑

特色
整體調養、治療與預防兼具，藥力緩和，療效持
久，不必煎煮，方便服用。

急性及短期治療為主的水煎藥。

服用對象
重大疾病術後、慢性病患、亞健康保健，宜長期
服用的民眾。

急性病及短期治療的病患。

藥物組成 優質藥材為主，儘量不加入草藥及礦物類藥物。 不限制藥物的種類。

藥物數量 藥物的藥材數量30味左右。 藥物的藥材數量為膏方的一半左右。

方劑總量 1劑可服用30-50天左右。 1劑服用1天。

處方製作
濃煎後，摻入輔料製成稠厚狀或凍狀劑型，製作
精細。

以水為溶劑，煎煮成湯劑，製作簡易。

服用方法 直接喝或加水沖服，外出攜帶方便，口感佳。 直接喝，外出攜帶不方便，易發酵不能久放，味苦。

林高士老師於第三屆膏方論壇研討會專
題演講

歡迎北京陳信義教授晚宴兩岸膏方學者
合影

立冬膏方發表記者會現場媒體品嚐宮廷
御用膏方

文／監事長 林展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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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第 8 版 第 9 版/第 28 期醫界交流報導 醫學通訊課程

文／理事 熊偉程

第五屆日本中醫學會學術總會於9/12~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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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天的學術大會，由曹永昌理事長首先簡介「台灣中醫的傳承與發展」，在會場引起極大的迴響並獲得一致的好評，接下

來溫崇凱常務理事演講「溫氏現代針灸學的取穴方法」，以及林展弘監事長報告「經方治療咽痛的臨床運用」都非常精

彩，讓台下出席人士聽得意猶未盡，希望他們明年再去演講。晚上參加日本中醫學會的懇親會，大家於會場內交流聯

誼、把酒言歡、不勝熱鬧，台日雙方也互贈禮物與紀念品，期望雙方友誼永固。

第二天的學術大會，由筆者介紹「以脈辨證治療皮膚疾患」，台下聽眾踴躍發言，讓人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實事求

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會後日方安排我們去米其林三星的壽司名店「數寄屋橋次郎」，由號稱壽司之神的小野二郎所創

立，實在是好吃到令人驚訝，而且每貫壽司像藝術品般呈現在你的面前，難怪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吃過後說：「我吃過很

多壽司，但這是我這輩子吃過最美味的壽司。」接下來市區觀光，參觀了晴空塔、東京車站以及新宿御苑……等等。晚

文／聯誼副主委郭威均

為表揚資深中醫師多年來對國人健康照護的貢獻，公會於11月29日(星期日)晚上5:30假台北凱撒大飯店3樓希爾頓

廳，舉辦敬老尊賢資深中醫聯誼餐會。邀請65歲以上的資深中醫師出席，出席的資深中醫師及同行眷屬近百位。公會首

先邀請資深會員百安堂仁心中醫診所院長翁福乾醫師演講「環遊世界各國趣譚」。翁醫師遊歷192國家及地區，堪稱為

中醫界的旅行家。本會歷屆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皆出席餐會。當晚蒞臨的貴賓，有向來關心中醫政策的林郁方立委、丁

守中立委及賴士葆立委。曹理事長代表公會頒獎表揚資深中醫師，表彰資深會員多年來致力於國人的健康照護。公會健

舞社的美女醫師上台表演助興，多位資深中醫上台高歌與大家同樂，本次活動賓主盡歡圓滿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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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盛舉，跟日本友人一一道別之後，隔

日一大早就飛回台灣了。

短短幾天的行程，讓我們充分感受到日本友人的熱情，非常感謝日本

王曉明教授的盛情接待，台日中醫師之間的友誼，經過本公會多年來的交

流經營，以建立良善的關係，曹理事長這次赴日對於中醫外交更是不遺餘

力，期待明年有更多中醫同道一起來拼外交。

公會曹理事長大會專題演講

台日交流團合影

歷屆理事長及貴賓蒞臨資深中醫餐會

曹理事長贈送平馬會長墨寶

曹理事長頒獎表揚資深中醫師感謝狀

「數寄屋橋次郎」六本木店

理監事與貴賓上台高歌與會員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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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針刺 針刺人中

必要時送急診 熟練 BCLS 急救訓練氧氣筒

將針取出

針刺內關 溫灸氣海溫灸百會針刺湧泉 溫灸關元

給予患者溫開水或熱茶

針灸特殊狀況處理
一、暈針

（一）現象：患者在針刺過程中，突然出現面色蒼白、頭暈目眩、心 慌氣短、二便失禁、脈微細欲絕。

（二）原因：病人體質虛弱、緊張；或當勞累、大汗出、飢餓、大瀉、 大出血後針刺；或因體位不適以及醫生針刺

時手法過重。

（三）處理：停止針刺，或將已刺之針起出，使患者平臥，頭位稍低， 鬆開衣帶，注意保暖。輕者靜臥片刻，給飲

溫開水或熱 茶即可恢復。重者可針刺人中、內關、湧泉、足三里等穴， 並可溫灸百會、氣海、關元等

穴。

文／全聯會常務理事施純全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任陳朝宗

二、休克
原有心臟病之患者，針刺後可能誘發心臟

病引起胸痛、頭暈、心悸、 冒冷汗、無力

感、甚至呼吸困難休克。輕度者宜安靜臥床

休息，注意 保暖，時時觀察有無惡化。必

要時送急診。平時準備氧氣筒，以及熟 練 

BCLS 急救訓練。

三、滯針
（一）原因：主要是因為操作者在進行時捻針角度過大引起肌肉緊張， 強烈收縮所致

或因只向同一方向捻針，以致肌纖維纏繞針體，會有捻轉、提插甚至無

法退針的情形。

（二）處理：按摩穴位四週或在滯針附近再 刺一二針，使肌肉解除痙攣， 然後起針。 

若滯針是由同一方向捻轉過度所致，則應向相反方向捻轉，再行起針。

（三）預防：針刺手法要輕巧，捻轉幅度不要過大，更不宜向同一方向捻轉數圈。

使患者平臥，頭位稍低，

鬆 開衣帶，注意保暖

滯針

四、彎針
（一）原因：針刺後由於人體移動、壓迫而使針彎曲，或因手法不熟 練、用力過猛、

外力碰撞，應從針柄順移動方位緩緩出 針，以減少疼痛。

（二）處理：應先分析彎針原因，因體位變動所致者，應恢復原來體 位，放鬆肌肉將

針順著彎勢退出，切忌用力抽拔或捻 轉，以免折針。

（三）預防：手法要熟練，不要突然加強刺激，給病人自覺最舒適的 體位，針後不要

移動體位。

彎針

五、斷針
( 一 ) 原因：1. 針具質差，針身已有損壞剝蝕。2. 行針時強力提插、捻轉，肌肉猛烈收

                    縮。3. 留針時患者體位移動。4. 電針時驟然加大強度。

( 二 ) 處理：1. 囑患者保持原有體位，斷端尚露在皮膚之外，可用鑷 子夾住斷端將針取出。

2. 斷端與皮膚相平或稍凹陷於體內者，可用左手拇、食 指垂直向下擠壓，使斷端暴露體外 ，再用鑷子取出。

3. 若斷端陷入肌肉層時，視其所在部位，X 光導引下， 施行外科手術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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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血腫
（一）原因：出針後，針孔處有紅色小點，這是臨床常見現象，不需 處理。如果出針後，皮膚呈青紫色或腫起，即

為刺傷血 管所致。

（二）處理：在局部可用消毒乾棉球稍加按壓，

如出現血腫較大時， 延長加壓面

積時間。遺留的紫斑，一般在數

天內能自行消退，或以熱敷效果

更好。

七、出血
針及血管不僅造成疼痛，亦引起出血或皮下

腫塊。宜出針後用消毒棉 球緊壓針孔 1-3 分

鐘止血。尚有疼痛，稍加溫敷可緩解。進針

時應 避開表層可見之血管。進針後留意指下

針感，有無觸及異物，手法宜 輕快流利。

八、瘢痕及硬塊
反覆連續針刺同一針孔，將行成瘢痕及硬塊。應讓針孔有修復之時 

日，可循經上下取他穴進針。

九、麻痺灼熱刺痛
起因刺及神經，造成觸電樣抽搐，麻痺放射灼熱刺痛。此時應禁止反 覆提插，以免神經損傷或日後肌肉萎縮。此種

刺痛、灼熱感可能持續 數週或數月。宜避免在患處針刺，可冰敷或外敷三黃散等清熱解毒藥 消炎。

十、氣、血胸
（一）症狀：針刺胸背部穴過深時，病人會有胸悶、咳嗽、呼吸急促、 胸痛、嚴重時，呼吸困難、面色蒼白、血壓

下降、暈厥等。 X 光檢查，肺葉不張、肺上葉有暗影。須住院作插管引流， 臥床休息。

（二）原因：針刺時，沒有按照操作規程進針，特別在某些部位，如 胸、背、肩膊等處刺入過深

                      或針刺手法不恰當，以致 針穿刺胸壁和肺腑，空氣進入胸腔而形成。

（三）處理： 1. 臥床休息，可讓患者取半臥姿。 2. 詳細觀察病情變化。3. 防止感染。

                       4. 發生氣胸現象即應報告醫師，應儘速處理。

十一、肝、脾、腎等臟器損傷
（一）症狀：1. 肝區或脾區針刺過深，或肝脾腫大時，易刺傷肝脾引起出 血。造成肝脾區疼痛，

                          有時向背部放散，如出血不止，腹 膜受到刺激時可伴有腹痛、腹膜緊張、腹部壓

                          痛及反彈痛。

                      2. 刺傷腎臟出血，可出現腰痛，腎區壓痛及叩擊痛、並有血 尿出現。

（二）處理：1. 出血量少、症狀較輕時，經臥床休息，一般可自癒。

                      2. 明顯出血現象，應注意血壓變化，同時使用止血藥或局部 冷敷止血。

                      3. 若有明顯腹膜刺激徵，血壓下降，休克時，應立即採取急 救措施。

（三）預防：1. 熟悉穴位的解剖，掌握各個穴位下有何重要臟器，針刺深 度與組織結構的關係。

2. 針刺前應詳細檢查患者有無內臟器官腫大、尿瀦留、腸黏 等病理改變。

3. 根據患者的體形胖瘦、年齡大小及臟器的病理改變等按應 刺深度操作。

十二、腦脊髓損傷
（一）針刺風府、啞門、風池、安眠、翳明、頸夾脊穴等，由於針 刺過深、角度不當均可能引起。

（二）症狀：1. 第一腰椎以上棘突間針刺過深，刺中脊髓，出現觸電感向 肢端放射，過重引起短暫的肢體癱瘓。

                      2. 延髓損傷時，輕者出現倦怠、嗜睡，重者出現劇烈頭痛、噁心嘔吐、腦膜刺激徵、神志昏迷症狀。

（三）處理：1. 輕者安靜休息後常可逐漸恢復，但應密切觀察，病情是否 逐漸加重。

                      2. 重者需及時送設備較好的醫院救治。
※研習本文可申請醫學課程積分2點，研習試題在第16版。

X- 光片

氣胸



2015/12/10 2015/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2015/12/10 2015/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11 版/第 28 期 經方名家講座

2016台灣傷寒經方名家特別講座Ⅱ
傷寒論診療理論與六經常見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本系列講座特別敦請：長期致力傷寒論經方研究、臨床與教學六位經方名家現身說法。每場透過精

闢的方證條文講解(一小時)與臨床心得分享(一小時)與中醫同道分享，期望本系列論壇，可以帶動

台灣的傷寒學術研究交流風氣，推廣經方及臨床治療，嘉惠病患。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1 月24日起每月第四週日

上課地點：台大景福館1樓會議廳 (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下午13:30~18:00 (3月第三週日)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01/24
13:30-15:40 諸瀉心湯及黃連湯証 中國醫藥大學副教授   ／林伯欣醫師                

15:50-18:00 陷胸湯、承氣湯及抵當湯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醫師

03/20
13:30-15:40 桂枝湯及白虎湯証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主任／柯建新醫師        

15:50-18:00 柴胡湯及梔子湯証 中國醫藥大學副教授／林伯欣醫師               

04/24
13:30-15:40 附子湯、真武湯、苓桂朮甘湯 一品堂中醫診所院長／張永明醫師

15:50-18:00 麻黃湯及葛根湯証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醫師

05/22
13:30-15:40 四逆湯和理中湯証 一品堂中醫診所院長／張永明醫師

15:50-18:00 五苓散、豬苓湯 田安然中醫診所院長／田安然醫師

06/26
13:30-15:40 傷寒論之診療理論 (上) 鐵椎中醫診所院長／陳淼和醫師

15:50-18:00 附子湯、真武湯和苓桂朮甘湯 田安然中醫診所院長／田安然醫師

07/24
13:30-15:40 傷寒論之診療理論 (下) 鐵椎中醫診所院長／陳淼和醫師

15:50-18:00 柴胡湯及梔子湯証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主任／柯建新醫師  

全程6堂6,000元 (第1期全程上課舊生12/25前報名7.5折，其他學員12/30前報名8折，1/10前報名9折)，單堂
1,200元，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 每堂5點，全程可申請30點 )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
師公會。【劃撥單請註記繳費課程名稱】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鄭宏足醫師專題演講

林伯欣醫師演講後接受感謝狀 曹理事長致贈柯建新醫師感謝狀 經方名家講座第一期中醫師熱烈出席

鍾箴禮醫師專題演講 中醫師及中醫系學生專心聆聽專家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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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第 16 版國醫節國際論壇報名

3月12日(星期六)  □ A 醫學課程 16點

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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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身  分  證
字        號

第86屆國醫節第8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報名表

A
3月12日(六)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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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日)10:00～17:00
內婦科、針傷醫學研討會
中醫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1、301
4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4點
報名費600元／積分費1,400元

C
3月13日(日)10:00～16:30
105年健保新制法規品質研習會

402CD
會議廳

法規感染與性別議題課程14點
報名費600元／積分費1,400元

第86屆國醫節台北國際論壇特別講座報名表

課程

選項

□ A 鍾政哲董氏奇穴15,000元    　

□ A1 董氏奇穴基礎課程8,000元

□ A2 董氏奇穴進階課程8,000元

□ B 管遵惠管氏針灸4,000元

□ C 方曉麗西北針王針灸4,000元

□ D婦科流派4,000元

□ E鄭仁鎬微針醫美12,000元　

□ F陳明經方6,000元

□ G黃煌經方10,000元

◎特別講座12/31前繳費8折優惠，3種以上課程7折優惠  ◎1/31前繳費9折，任選3種以上8折優惠。

第86屆國醫節第八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大 會 訊 息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28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9版)試題：請簡述針刺引起氣、血胸的症狀、原因及處理。

◎ 本期雜誌可申請104年度醫學課程2點，申請通訊教育課程 6 年內不得過 36 點，

     請將要申請課程試題答案及中醫師姓名、身分證及中醫師證書字號於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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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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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大會論文集、兩天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