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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中醫師公會新會徽
(101年4月29日啟用)

INDEX 迎接吉祥金蛇　再創中醫新局
敬愛的道長前輩先進：大家好！

     2012龍年將要過去了，迎接2013蛇年的來臨，在此先向各位道長拜個早年，祝福大家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蛇年行大運！

     民俗調理（傳統整復推拿）悠關會員的權益，一直是本會關注的重要事項，有關爭取中醫

院所能比照西醫的模式，爭取民俗調理與院所同一地址，詳本會報導第三頁的說明。如有任何

改變，本會隨時掌握最新的訊息，通知會員同道。

     為推動台灣中醫的全球化，本會將於102年3月16、17日舉辦第八十三屆國醫節相關慶祝

活動及第五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與會貴賓及來訪學者，參訪團人數又將創新記錄，顯

示本會一直以來推動中醫傳承、創新、全球化及和諧、合作、大發展的目標正確與堅定，本會

會持續努力不懈地將中醫推向世界舞台。而3月17日本會將召開第17屆第1次會員大會，將改

選第17屆理監事，期盼熱心公益的會員同道，踴躍向公會登記參選，屆時能和諧圓滿順利產生

本會下一屆理監事服務團隊。

     11月6日本會在陳文戎主委及呂文智主委的精心策劃下，在圓山大飯店風景區舉辦了一年

一度的中醫休閒日與重陽敬老餐會。此外，本人親自率團出席福建、上海、南京等兩岸交流大

會；並參訪當地的中醫學會及中醫醫院。同時本會舉辦海峽兩岸中醫男科學術研討會和台閩名

老中醫學術研討會等，每一場活動皆圓滿熱烈。

     本會除了辦理學術活動外，亦有藝文參觀與登山活動，國醫盃各種球類比賽及卡拉OK大賽

將於1月起熱烈舉行，優勝者將於國醫節慶祝大會表揚，歡迎會員撥空參加。會員子女獎學金

及中醫優良學術著作獎甄選，亦請會員提出申請。

　　再次感謝中醫同道2012年的支持，2013年還要大家的合作與協助，謝謝！

                                                                                                          弟 陳志芳   敬上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敬賀

召開理監事會議本會歷屆理事長
蒞臨指導(2012.12.02)

陳理事長於院所座談會說明院所
新規範(2012.10.29)

陳理事長出席台北市十三大醫事
團體聯誼會(2012.11.20)

2013 歲次癸巳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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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中醫師公會理監事選舉辦法：
一、 依據內政部台內社字第八五七八四一五號令「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暨本會第十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及第 

 十六屆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特訂本辦法。

二、 本會理監事選舉，應由理事會在召開大會十五日前，審定會員資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三、 本會理監事選舉票格式應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印入選票，並預留應選出名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選之， 

 參考名單由會員向公會推薦登記，其人數為應選出名額同額以上，如登記名額不足應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決議 

 提名補足之，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四、 會員欲登記為理、監事候選人者，須於規定時間內，接受五人（含本人）以上推薦方有效，推薦書只能推薦一人 

 ，推薦二人以上者無效。

五、 本會當選名額理事二七人，監事九人，候選人須向公會登記且須於登記日期前入會滿三個月才當選有效。

六、 選舉票格應依第三條格式印製，並蓋本會圖記及由監事指派之監事印章後始生效力。

七、 會員因故不能出席大會參加選舉，得以書面委託本會會員出席，並行使其權利，但一人僅受一會員之委託。委託 

 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三分之一。

八、 會員出席大會時，應在簽到簿上簽到，並出示身分證明，經與會員名冊核對無誤後，領取出席證及選票交換證， 

 佩掛出席證進入會場。

九、 發選舉票前，應經由會議主席或其指定人員說明選舉之名稱職稱，應選出名額，選舉法，無效票之鑑定，及選務 

 工作人員之職責等有關選舉注意事項，並由選舉人員互推或由會議主席指定監票員、發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各 

 若干人，辦理監票、發票、唱票及記票事宜。

十、 選舉發票前，主席應宣布停止辦理報到，並報告出席人數及投票截止時間。

十一、 理監事當選名次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前項當選人得當場或於就任前以書面聲明放棄當選。

十二、 選舉有違法舞弊者，會議主席得會同監票員宣佈將票箱加封，並報請主管機關核辦，選舉人、被選舉人，對會議 

 主席宣布之選舉結果有異議者，得於三日 (以郵戳為憑) 內，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逾期提出者，不予受理。

十三、 開票完畢宣佈結果後，所有選舉票應予包封，並在封面上書名團體名稱、屆次、職稱、選舉票數及年月日等，由 

 會議主席及監票員會同驗簽後，交由公會保管，如無爭訟，俟任期屆滿改選完畢後，自行銷毀之。

十四、 本會之選舉辦法除另有規定外悉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17屆理監事候選人開始登記   歡迎熱心公益的會員踴躍參選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年12月5日
發文字號：院北市中醫(16)總芳字第777號 

主　　旨：請各位會員同道推薦熱心會務之本會會員（須入會滿三個月）為第17屆理、監事候選人。被推薦候選人請依推
薦登記表格填寫後，於102年1月15日前以掛號寄回本會（或逕送公會，逾期視同棄權），以憑印製選票辦理選
舉。 

依　　據：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第七條暨本會第10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第16屆第14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辦理，理監
事候選人由會員連署推薦。

說　　明：本會第17屆第1次會員大會訂於102年3月17日召開，依規定應改選理、監事，依本會第10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第
16屆第14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採用「將參考名單所列之候選人名單印入選票，並預留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
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之方式辦理。參考名單函請各會員推薦登記，其人數為應選出名額以上，如登記人
數不足應選出名額時，由理事會議提名補足之，理事應選27位、監事9位候選人應於102年1月15日前入會滿3個
月，依醫師法理監事連任不得過二分之一。

公告事項：
一、請各位會員同道填具推薦書，於簽名蓋章後，於102年1月15日前交被推薦人（亦可推薦自己）。
二、被推薦人（須入會滿三個月，101年10月16日前入會）如欲參選，須填妥推薦登記表，連同5張推薦書於
1月15日前以掛號寄回或逕送本會彙辦（逾期視同棄權）。本會定於102年1月20日召開理監事會議審查候選
人資格。

三、本會定於2月19日下午1時在本會會議室進行選票號序抽籤作業。（公開抽籤，歡迎候選人參加）
四、候選人資歷、個人服務公會理念抱負將刊登於本會選舉公報上，以供會員參考圈選。
五、未收到推薦書者，請於1月15日前攜帶個人圖章、證明文件，親自到公會申請補發。
六、本會第17屆第1次會員大會訂於3月17日召開，理監事候選人將於大會上介紹，再進行投票事宜。（依人民
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五條，本會會員於3月1日前入會者方具投票資格）

                                                                              理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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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政公文】診所與傳統整復推拿執業場所同一地址認定

行政院衛生署101年9月20日衛署醫字第1010077196號函：「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業管理要點」

第4點第10款，有關「同一地址」認定疑義部分。

說  明：

一、關於「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行業務之處所不得與醫療機構同一地址」一節：按衛生署所管轄之各類醫事機

構〈含醫療機構〉，係依據各該醫事人員法律之規定，經向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之設立之醫療保健設施，因

非屬營利事業，依法不得辦理公司、商業登記；至於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行業務場所，得依公司法、商業

登記法規定，向經濟部申請辦理公司、商業登記，並得使用「傳統整復推拿」作為市招名稱。爰此，基於

機構設置管理權責區分，並避免醫療行為與商業行為混淆影響醫療作業，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行業務之處

所不得與醫療機構同一地址；至於前!「同一地址」之認定，係於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相關規定，於申請設

置時，需審視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履勘審查合格所發予之開業執照，當時所附醫療機構平面簡

圖、總樓地板面積及設施、設備項目等登記資料，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

二、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行業務場所，於衛生署101年4月30日衛署醫字第1010208540A號函所訂頒之「傳

統整復推拿人員執業管理要點」公布實施前，已與醫療機構設在同一地址，且其執業空間與同址之醫療機

構有明顯區隔者，得繼續執業至中華民國101年12月31日，屆期應予全部撤離；倘醫療機構屆時未依前

揭規定辦理者，則請衛生局依醫療法第12條第3項規定查處。

本會積極為院所爭取醫療機構得於同址設置民俗調理執業處所

     為兼顧中醫傷科醫療服務品質，並能維持中醫就診率及院所的經營管理；本會積極爭取中醫診

所得於同址設置「民俗調理」執業處所(現為「傳統整復推拿」)。基於維護會員的權益，本會經多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率理監事代表拜會衛生局長，並發函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1.05.22北市衛醫護字第10133527700號函，衛生署101.05.25衛署醫字第1010009949號函

復)，並於101.12.07院北市中醫(16)總芳字第784號函衛生署:「建議衛生署依據99.03.10衛署醫字

第099000465號函及99.12.02衛署醫字第0990029839號函，分別針對美容及眼鏡部(公司)等商

業行為業者與醫療機構之規範並無不得同址設置之規定，建議衛生署取消有關民俗調理人員執行業

務前不得與醫療機構同一地址不合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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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八十三屆國醫節第五屆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
5th TAIPE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FORUM 
大會時間：2013年3月16日(星期六)、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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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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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活動：敬邀全國中醫師踴躍報名參加，報名辦法詳見本期報導第16版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項     目

0316 09:00 301、401 會議廳 中醫專家學者特別演講／經方論壇

0316 19:00 101 會議廳 大會外賓歡迎晚宴

0317 09:00 2、3、4F LOBY 2013台北中醫藥現代化資訊展

0317 09:00 201 大會廳
第五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開幕式

特別演講／腫瘤疾病中西治療

0317 10:20 301  會議廳 針傷醫學臨床治療研討會

0317 10:10 401 會議廳 中醫內 (男) 科、婦科臨床治療研討會

0317 10:30 402CD 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發表研討會

0317 10:00 205 會議廳 102年中醫健保制度暨性別倫理研習會

0317 13:00 402A 會議廳 國際交流座談會

0317 16:30 201 大會廳
第83屆國醫節慶祝大會

第17屆第1次會員大會

0317 17:50
202、203、205

會議室
理監事選舉投票區(一)(二)(三)

0317 17:50
402A 402CD 
會議室

理監事選舉投票區(四)(五)

0317 18:30 201 大會廳 第17屆第1次會員大會聯歡晚會

第80屆國醫節2010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大會活動回顧 . . . . . . . . 

. . . . 

本會2010年3月13~14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80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2010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大會，出席

人數1200餘人有來自10個國外團體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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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課程／3月16日(星期六)／301會議廳／中醫專家特別演講

時　　間 主 講 人

08:50 ~ 09:00 大會開幕／台北市中醫師公會理事長陳志芳博士

09:00 ~ 11:00 美國董氏奇穴專家楊維傑教授

11:00 ~ 13:00 北京中醫藥大學傷寒論研究室博士生導師陳明教授

13:30 ~ 14:30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監事長陳俊明博士

14:30 ~ 15:30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陳旺全博士

15:30 ~ 16:30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丘應生院長

16:30 ~ 17:30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顧問董延齡院長

B課程／3月17日(星期日)／201大會廳／慶祝大會特別演講暨腫瘤研討會

時　　間 主 講 人

09:00 ~ 09:30 大會開幕／台北市中醫師公會理事長陳志芳博士

09:30 ~ 10:00 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委黃林煌醫師

10:00 ~ 10:30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林昭庚教授

10:30 ~ 11:10 中國工程院院士吳以岭教授

11:10 ~ 11:50 中國工程院院士石學敏教授

11:50 ~ 12:30 上海市中醫藥學會會長嚴世芸教授

13:30 ~ 14:10 國際中醫體質研究會主席王琦教授

14:10 ~ 14:40 日本中醫學會會長平馬直樹教授

14:40 ~ 15:10 韓國首爾市韓醫師會會長金榮權教授

15:10 ~ 15:40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聯會理事長孫茂峰教授

15:40 ~ 16:10 南京市中醫藥學會丁義江教授

16:10 ~ 16:30 加拿大卑詩省執業中醫師公會會長于衛東醫師

B課程／3月17日(星期日)／301會議廳／針傷醫學與臨床應用研討會

時　　間 主 講 人

10:20 ~ 11:10 美國董氏奇穴專家楊維傑教授

11:10 ~ 12:00 廣州中醫藥大學針推學院前院長賴新生教授

13:00 ~ 14:00 中華黃庭醫學會常務理事林兩傳院長

14:00 ~ 14:40 新北市中醫師公會理事李興明院長

14:40 ~ 15:20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所長許昇峰教授

15:20 ~ 16:00 美國針灸專家朱明清教授

16:00 ~ 16:40 德國頭皮針專家湯姆士博士

第81屆國醫節2011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大會活動回顧 . . . . . . . . 

. . . . 

本會2011年3月12~13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81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2011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出席

人數超過1300餘人有來自15個國外團體參會。



2012/12/10 第 16 期/第 6 版國醫節論壇大會

B課程／3月17日(星期日)／401會議廳／中醫內(男)婦科學術研討會

時　　間 主 講 人

10:10 ~ 11:00 北京中醫藥大學傷寒論研究室陳明教授

11:00 ~ 11:30 世界中醫男科學會主席曹開鏞教授

11:30 ~ 12:00 國立陽明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賴榮年教授

12:00 ~ 12:30 長庚醫院中醫內科部主任楊賢鴻教授

12:30 ~ 13:00 中華中西結合神經醫學會名譽理事長李政育教授

13:30 ~ 14:00 長庚大學中醫醫學研究所所長張恒鴻教授

14:00 ~ 14:30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所長謝慶良教授

14:30 ~ 15:00 義守大學義大醫院中醫部主任蔡金川教授

15:00 ~ 15:30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施純全教授

15:30 ~ 16:00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林森中醫院區鄭振鴻院長

16:00 ~ 16:30 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理事長林源泉博士

16:30 ~ 17:00 台北醫學大學生藥學研究所賴東淵教授

B課程／3月17日(星期日)／402CD會議廳／中醫藥臨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時　　間 主 講 人

10:30 ~ 11:00 國立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黃怡超教授

11:00 ~ 11:30 張瑞樹中醫診所院長張瑞樹醫師

11:30 ~ 12:00 桃園廖桂聲中醫診所院長廖桂聲醫師

12:00 ~ 12:30 台灣國際虹膜學學會理事長羅大恩醫師

12:30 ~ 13:0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北分院鄭鴻強醫師

13:30 ~ 14:00 奧地利頭皮針專家莊義興博士

14:00 ~ 14:30 美國永康中醫診所院長麥克博士

14:30 ~ 15:00 韓國韓醫院院長梁珠勞教授

15:00 ~ 15:30 中華傳統醫學會醫學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長陳濤教授

B課程／3月17日(星期日)／205會議廳／健保新制暨兩性倫理研習會

時　　間 主 講 人

10:10 ~ 11:00 中執會台北區分會執行長黃建榮醫師

11:00 ~ 11:50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法規委員會主委陳仲豪醫師

11:50 ~ 12:40 中華中醫學會理事長陳曉鈞醫師

13:30 ~ 14:20 台灣中醫師同德醫學會名譽理事長羅明宇醫師

14:20 ~ 15:10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任陳朝宗醫師

15:10 ~ 16:00 行政院衛生署性別議題專業講師

16:00 ~ 16:50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常務理事林展弘醫師

第82屆國醫節2012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大會活動回顧 . . . . . . . . 

. . . . 

本會2012年3月17~18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82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2012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出席

人數超過1500餘人有來自20個國外團體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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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建參訪活動採風錄                           文／理事  張順晶

     這次於10/21~28，由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帶團參加由福建省所舉辦的第十屆海峽兩岸中醫藥會

議，全程八天，由會前的泉州南少林寺，廈門鼓浪嶼，福建土樓，武夷山等地名勝古蹟的參觀旅

行，至27、28兩天參加會議的行程，在接待本會參訪團人員的招待及安排之下，整個過程非常順

利，很圓滿的完成全部旅程，對全程安排本次行程的吳經理及主辦單位有關人員的熱誠接待，表示

深切的感謝。

    本會在參觀廈門鼓浪嶼，福建土樓，茶鄉武夷山等地名勝古蹟的過程中，對於大陸全力發展觀

光事業所做的規劃，管理及執行能力實在非常佩服，進入所有觀光園區都必須購票才能入場，有些

熱門觀光景點的門票金額，若以相對購買力看來也不便宜，而進入園區之後，使用園區內的交通

設施，或參特別的館舍時還要另行買票，依筆者觀察，設站收票的好處值得台灣各風景區學習，因

為依使用者付費原則，使用風景區的設施本來就應該支付代價，政府要建設一個有完善設施的風景

區，以服務前來觀賞遊玩的旅客，完工之後這些設施的維護，及安全管理，在在非錢莫辦，若以目

前台灣各級政府財政匱乏的現況看來，實有參考採行的必要。再者，經過購票收費，容易控制入園

人數，才有可能進行有效的管理，也才不會讓有些公共設施有過量負荷的風險。

    在參觀福建中醫學院新校區時，由該校思邈嶺大醫亭旁之大醫亭記裡頭可以看出該校的雄圖偉

志：該校的辦校精神為「大醫精誠，止於至善」。

    由大醫亭記所勒落成日期為2009年冬至前二日，顯見完工不久，由碑文所述「春夏柳綠，幽

雅以成蔭，秋冬蛩鳴，宛轉而入韻，日課既闌，皎月初上，師生或漫步花前，覃研醫道，樂曷如

之⋯」所載，誠然，其校園之美，設施之新，氣概之大，能夠在如斯的環境中學習，該校莘莘學子

的好運，確實令人艷羨。

     新校區的位置，若從碑文所記「環眺周遭，則鼓山左峙，崔巍蔥!，旗山右聳，青黛蒼茫，前橫

烏龍江，若馳情濟世，奔湧入海，後枕溪源水，猶懸壺流祉，潺湲出壑⋯」看來，寬廣的校區原來

似為沼澤之地，建校伊始，想像從無到有的規劃宏模，建校過程中，掘土為湖，壘土為嶺的艱苦工

程，到今天，「登茲亭，覽校園，畢見明湖蜿蜒，碧波泛漾，群樓儷陳，高下掩映⋯」的現況，印

證了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歷程，沒有完善的規劃，切實的執行，就不可能有令人欣賞的成果可以

享受，更不可能有讓後人感念的豐碑可以立足了。

第十屆海峽兩岸中醫藥學術論壇
陳理事長主持研討會

陳理事長志芳應大會邀請專題演
講台灣中醫藥發展與現況

本會交流代表團全體團員於會場
大合照

福州海峽兩岸中醫藥交流會出席
熱烈

陳理事長志芳接受福州健康報記
者專訪

陳理事長代表本會致贈大會紀念
獎牌

福州海峽兩岸交流大會會場出席
盛況

陳理事長應大會邀請代表台灣中
醫界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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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參觀過程中，印象最深者，校園中道路，亭台，樓閣，池塘之命名，悉皆以歷代中醫名賢之名

為之，可見主事者認真敬業之巧思，如─大醫亭位居思邈嶺上，居最高位置，隱然有千金方作者孫

真人在大醫精誠篇中對後世習醫者深切期許的意涵。校園中有一藥圃名時珍園，園中遍植閩中盛產

藥用植物為主，每樣藥草均有立牌解說，對藥用植物之學名、拉丁名、科屬、入藥部位、性味及功

效等，均有簡單之說明，回想起筆者在學習中藥過程中，雖然手捧本草備要，甚至買了彩色藥譜作

為參照，但對於藥品之形態、氣味，只能憑空想像，學習時的效率及趣味，終究是有所不足。

     校園中之道路有修園路，似乎還有宋慈路(或湖)，所有有形設施都以歷代中醫藥界名賢命名，在

時珍園中的走廊上方兩側，遍置有歷代中醫藥界名賢事蹟的插畫，在短短的觀察過程中，也看到了

以醫術與噶瑪蘭原著民交往，成功開墾宜蘭的先哲吳沙，及台灣醫界先賢杜聰明博士救治吸食鴉片

患者的圖片，這些有功於台灣醫界的賢哲，其事蹟居然也在對岸的校園中立有一席之地，筆者站在

這些「台灣之光」的先哲圖片之前，除了有一份沾光的榮譽感之外，對比台灣的中醫藥主管單位、

台北的中國醫藥研究所、台中的中國醫藥大學等機構，似乎都沒有看到類似的構思及作為，俗諺說

「見賢思齊」，為這些有功於兩岸(尤其台灣)中醫藥界的賢哲，如何不忘先賢，以獎勵來茲，實在值

得我們業界仔細參酌思考。 

    我們參訪團剛要進入校園的時候，同時看到有附近幼稚園的老師帶領小朋友到校園參觀的隊伍，

好像是剛從時珍園藥圃看完後出來的，讓小朋友從小就熟悉傳統的藥草，對它的植株、氣味、功效

有起碼的認識，對歷代中醫界的先賢有景仰的感情，等這些人長大後，才不會以為傳統的草藥就是

落伍，要從西洋進口的才是先進，這不正是讓傳統醫藥扎根的工作嗎。

盛名的福州瑞來春堂精美藥局
陳設及工作人員忙抓藥

本會交流團與副校長劉獻祥於
校門前合影

陳志芳理事長與林源泉常務理
事等登上武夷山虎嘯岩頂峰

訪問團於福建中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前合影

陳理事長致贈福建中醫藥大學
紀念牌

福建武夷山九曲溪搭乘竹筏漂
流休閒之旅

陳理事長等參訪附設醫院與院
長合影

副校長劉獻祥代表福建中醫藥
大學致贈紀念品

本會參訪團順道觀光世界文化
自然遺產福建武夷山

本會交流訪問團於時珍園門口
合影

陳理事長率代表團拜訪福建中
醫藥大學

本會參訪團順道觀光世界文化
自然遺產福建永定土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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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流參訪紀實
     上海是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之一，素有「東方巴黎 」及「東方明珠」之美譽，交通便利、萬商雲

集、實業興盛，是西太平洋地區重要的國際港口城市，在陳志芳理事長的邀約下，於十一月十五日

帶著愉悅的心情，與中國醫藥大學副教授賴東淵醫師，一同前往大陸最繁華的城市－上海，參加

『2012上海中醫葯國際論壇』與上海龍華醫院的參訪行程。

    十六日早上先前往上海龍華醫院參訪，上海中醫學院附屬龍華醫院創建於1960年，是一所以中

醫為主的綜合性醫院，1993年被國家批評定為三級甲等中醫醫院，特色專科有呼吸內科、腫瘤科、

膽道科、風濕科、腸道病專科、心腦血管專科、脊椎病專科、男性泌尿專科等；值得一提的是，隨

著立秋後天氣轉涼，進補的時機來到，不同於台灣薑母鴨燒酒雞的風行，上海人特別喜愛用膏方

調養身體，膏方歷史悠久，起於漢唐，在《黃帝內經》中就有關於膏劑的記載，現代膏方則在上

海、江浙及廣東廣泛使用，尤以上海為甚，成為上海人冬令進補的最夯養生時尚品，在上海，膏方

的購買一般有兩種管道。一是去傳統的中藥房，第二種管道就是去中醫院的膏方門診，就像台灣也

會開立三伏貼、三九貼特別門診，不過上海膏方風氣盛行，膏方門診每年都能開立數月之久，特別

的是，在上海的醫院並非所有醫師皆能開立膏方，一般以執業十年以上或資深的老中醫才能開立處

方，患者也並不僅侷限於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尤其大陸經濟起飛，隨著政府大力推廣，民眾進

補觀念深植，膏方進補已蔚為風潮，通常一甕膏方的服用時間約是一個月至一個半月，收費則因處

方而不同，少則二千人民幣，多則五千以上都有，對上海的中醫師而言，實在是個豐收的好時節。

    下午前往上海國際會議中心參加上海中醫藥國際論壇，上海中醫藥國際論壇已邁入第五屆，

2012年上海中醫藥國際論壇的大會主題為『中醫臨床、健康生活、國際化發展』，設立了四個專

題論壇，分別為「中醫醫家思想研究與臨床實踐」、「民間特色診療技術及驗方研討」、「世界自

然醫學實踐－脊柱健康保健」、「中醫藥防治慢病研究進展」四個專題，與會有來自國內外中醫專

家，包括英、美、德及亞洲多國的專家，研討中醫藥在現代臨床的發展。

陶罐裝置的膏方久放容易發霉所
以有真空定量小包裝

陳理事長等一行聽取簡報後與龍
華醫院書記合影留念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龍華醫院放
置待取膏方的鐵架子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龍華醫院掛
號大廳門庭若市人多

第四季是膏方門診時候龍華醫院
今年估計配二三萬甕

陳理事長等參訪上海中醫藥大學
附屬龍華醫院聽簡報

上海中醫藥國際論壇主辦單位嚴
世芸會長致說歡迎詞

龍華醫院的治未病中心預約膏方
門診的民眾相當之多

文／常務理事  林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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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海峽兩岸中西醫男科學術論壇活動剪影

2012台閩名老中醫學術研討會活動剪影

本會於9月23日於台大景福館，舉辦2012海峽兩岸中西醫男科學術論壇，邀請台灣男性醫學會秘書長劉詩彬教
授、世界中醫男科學會主席曹開鏞教授及台灣中醫男科學會理事長陳志芳等演講，與會專家學者合影(左圖)，
曹開鏞主席頒發副主席聘書予陳志芳理事長(中圖)，大會出席研討熱烈(右圖)。

本會與台灣中醫歷史文獻學會、閩台中醫藥文獻研究中心，於11月11日於台大景福館，舉辦2012台閩名老中醫
學術研討會，大會演講人合影(左圖)，大會主持人中國醫藥大學林昭庚及張永賢教授(中圖)，陳理事長致贈紀
念獎牌予福建中醫藥大學肖林榕教授(右圖)。

      除了科學研究及中西醫研究發展之外，本次論壇特別將民間驗方及特診療納入，體現了臨床療

效的重要性，而非一味的科學研究分析。

    『走出台灣，放眼國際』，台灣是寶島，食衣住行樣樣好，繁榮的經濟與穩定的治安更令對岸稱

羨，但不同的是中西醫壁壘分明的執業環境，一方面讓純中醫在台灣扎根茁壯，另一方面也對中醫

的執業環境多所限制，尤其近年來中醫風波不斷，有內耗也有外患，導致台灣中醫執業環境實在不

如過往，自費市場如減重市場、穴位敷貼等近年來也不若往常的熱絡，與本次上海之行感覺更有明

顯的對比；近年來我勤走國際參訪，從藥材採買管控深入源頭，有機會就多參與各國的中醫學術活

動，看到對岸及韓國的中醫發展迅速，常覺得惋惜！其實我們並不比別人差，但缺乏的是中醫界的

團結與政府的支持，大家都說二十一世紀是中醫藥的世紀，當歐美對中醫藥趨之若鶩的時候，希望

當政者也能重視中醫這塊寶，這塊寶不僅能帶動經濟，更能促進國人健康，何樂而不為呢？

上海中醫藥國際論壇陳理事長講
演頭痛中醫辨證論治

上海中醫藥國際論壇林源泉常務
理事演講望診臨床醫案分析

陳志芳理事長等與嚴世芸會長尚
力秘書長合影

賴東淵教授演講中醫藥對放化療
後患者體質改善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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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中醫休閒日暨九九重陽敬老聯誼會  
文／體育活動委員會主委 陳文戎

     本年度中醫休閒日於101年 11月4日舉行，並以圓山風景區為主要活動區域；同時，欣逢九九

重陽，公會特別舉辦敬老聯誼餐會，設宴於圓山飯店款待年長資深會員。

此次活動於早上8點半開始報到並領取紀念品，9點準時由理事長陳志芳帶領大家宣讀健康宣言及健

康養生操，隨後熱熱熱鬧的展開。秉持以往傳統，中醫休閒日仍舉行健行登山及沿途草藥辨識以鼓

勵會員們多多活動四肢、接觸大自然，同時也舉辦寫生及攝影比賽。特別的是，此次增加了圓山飯

店的古蹟導覽，讓會員同道有機會認識傳聞中的逃生秘道、頂樓的國際會議廳及飯店內大大小小總

共有二十二萬隻龍，嚇人吧!

     中午，在圓山大飯店富貴廳，舉辦敬老聯誼餐會。餐會中，陳志芳理事長一一介紹並頒獎與會的

資深中醫師，場面溫馨感人，其間穿插歌唱舞蹈節目，充分展現會員同道的音樂天份及才能。在節

目進入後半段時，團康遊戲豋場了，活動包含按脈診字(摸麻將)、行針天下(針刺柚子)、女人我最大

(打領帶)等單元，是理監事們集思廣益下的產物。由於遊戲設計有趣，加上節目主持人的幽默串場

下，全場笑聲不斷，為餐會帶來最後的高潮。接下來，在摸彩的歡呼聲中，為本年度的中醫休閒日

劃下完美的句點。

     感謝參與中醫休閒日的會員同道、家屬們，及各相關人員如理監事、公會工作人員、藥廠朋友

等，你們的熱情投入，才讓本次活動能圓滿落幕。中醫休閒日已籌辦多年，此次活動是本屆理監事

會籌辦的最後一次，接下來將由下屆理監事擔綱。至於中醫休閒日這否延續或轉型，敬請期待！！

公會於圓山大飯店舉辦101年度中
醫休閒日活動

休閒日公會舉辦圓山大飯店古蹟
導覽活動

會員聚精會神進行按脈診字摸麻
將測字活動

陳理事長志芳與參加活動幹部會
員及眷屬合影

台北市政府衛生局林奇宏局長蒞
臨致詞指導

會員進行針刺柚子寫字展現針刺
功夫比賽活動

休閒日活動大會開幕式後舉行健
康養生操

林奇宏局長及陳理事長與全體人
員舉杯慶祝活動圓滿

緊張刺激活動進行女人我最大幫先
生打領帶競賽

於圓山風景區舉辦本土藥用植物
辨識研習課程

敬老聯誼餐會陳理事長頒發資深
會員獎後合影

陳理事長代表大會表揚會員子女
寫生比賽優勝



2012/12/10 第 16 期/第 12 版登山&歌唱聯誼預告

歡迎一起登「九五峰」          
    登山社的活動總是受到老天的眷顧，前一天還寒風細雨，11月25日當天卻意外的晴空萬里，讓我們的象山

之旅輕鬆順利，從永春岡公園出發，一路上鳥語花香，看到了藍鵲和許多美麗的蝴蝶，象山的視野開拓，令人

心曠神怡，更有許多奇特的巨石景觀。讓我們留下動人的倩影和美好的回憶。

歌唱聯誼會誠摯邀請您來聯誼歡唱 
一、時間：101年12月30日（星期日）下午1時至6時

二、地點：台北市民權東路3段136號2樓／佳盈名商聯誼會

             《捷運“中山國中＂站出口步行5分鐘／屈臣氏樓上》

      從一開始接任後就著手舉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1年國醫盃歌唱比賽的第一個活動開始，以及7/22舉行

的北區中醫師歌唱比賽，接著就是12/30的會長交接，就這樣，每經過一個活動，都是我經驗的累積，也因

為有這樣的過程，才會有現在的我，我覺得我成長很多，非常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而一直在我身旁的好友

    下次登山社的年度重頭戲就是南港山縱走，途經有名的「九五峯」，

沿途風景怡人，美不勝收，是值得一去再去的郊山，登過九五峯才能稱

得上是真正的「台北人」哦！

    下次適逢12月30日，登山社與歌友社預備合辦歲末聯歡，盼望您的

參加，讓我們成為健康的表率，身心靈都要「養生」哦！別忘了，12月

30日早上8:30，我們在公會門口等你！要來哦！

們，我更由衷的感謝妳們陪伴了我整整一年，因為有妳們熱情的相

挺和踴躍的參與，讓我更有原動力，而無數的歡唱盡在心頭，心中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在12/30日這一天新會長陳文戎醫師就要上任，他是一位能歌

（唱歌）能動（運動）的會長，希望好友們能秉持著對台北市中醫

師歌唱聯誼會的熱愛，給予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勵，讓會務能推動更

順利，讓新會長能激發更多的創意為會員們謀歡樂。

 文/歌唱聯誼會會長  洪淑英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成立陳理事長談
台灣中醫男科願景

全聯會會員代表大會孫理事長、陳
監事長頒發百萬積分貢獻獎給公會

陳理事長應阿曼王國駐華代表之邀
參加其國慶日酒會

文／登山社社長 曹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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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邀請／ 蔡明亮

台      北／ 倪蔣懷、劉錦堂、黃土水、陳澄波、張秋海、郭柏川、廖繼春

                李梅樹、彭瑞麟、陳植棋、李澤藩、楊啟東、葉火城、李石樵

                蘇秋東、鄭世璠

東      京／ 石川欽一郎、小原整、藤島武二、小林萬吾、岡田三郎助

                田邊至、吉村芳松

MONTUE 北師美術館序曲展參觀活動
一、緣　　起：本會為提昇會員生活品質，倡導藝文休閒活動，舉辦102年MONTUE北師美術館序

曲展參觀活動，將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系主任郭柏卅教授親自導覽解說，歡迎

會員攜眷踴躍報名參加。

二、活動名稱：102年MONTUE北師美術館序曲展參展活動(僅有80位名額)

三、活動地點：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34號

捷運文湖線科技大樓站下車，往和平東路2段走2分鐘即可到達。

四、活動時間：102年1月6日（星期日）下午2時，14:05逾時不候。

 ※登錄名單及正確進場時間於1月3日後公告公會網站首頁。

五、登記辦法：請於12月20日起至31日前至公會網站登錄(www.tpcma.org.tw) 務必留下手機和

E-mail俾利通知，免費招待本會會員及眷屬。

七、洽詢電話：本會(02)2314-3456 ext 9 林小姐

八、MONTUE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序曲展－

臉書http://www.facebook.com/MoNTUE2011

     北師美術館是教育的先鋒，藝術的前衛。本次展覽展示台灣近代美術史的畫家的作品，除了

展出現存於東京藝大台灣前輩畫家的自畫像外，也同時展出其師承畫家如小原整（Obara Sei）、

吉村芳松（Yoshimura Yoshimatsu） 的作品，以及岡田三郎助(Okada Saburosuke)的林布蘭特

(Rembrandt)自畫像模寫，加上畫家們於畢業後陸續完成的自畫像，及彭瑞麟的自拍攝影作品共二十

幅。

    自畫像的歷史，可追溯到十五世紀中葉文藝復興時期，達文西主張藝術家並非工藝職匠，而是思

想家，是詩人。這樣的思維，確立了藝術家的主體地位。有了主體才有了自我，自畫像於是成為藝

術家自我凝視的過程，再將自我凝視的「我」表現、刻畫出來；藝術家的自我凝視，其實就是創作

的原點，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是。在這個展區裏，讓純粹的創作精神在此交會，蔡明亮導演的

「自畫像」和前輩畫家們的「自畫像」形成一個小宇宙、一個沒有時空的分界、一個沒有歷史與當

下區隔的小宇宙。

!報名登錄網站：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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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第5屆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
楊維傑教授董氏奇穴特別講座通告

主辦單位：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3/17／台北市徐州路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B會議廳
                   3/18／台北市中正區公園路15-2號．台大景福館會議廳
上課日期：3月17-18日(星期日至一)

日  期 時  間 課程主題

03/17 (日) 13:30-16:30 十四經穴與董氏奇穴匯通、董氏奇穴的配穴要訣

0318 (一)
09:00-12:30 董景昌老師醫案研究、常見難病奇穴治療

3:30-17:30 董景昌老師醫案研究、常見難病奇穴治療

主講：楊維傑老師

     楊維傑為針灸泰斗董景昌之嫡傳弟子，中醫泰斗劉渡舟及易學泰斗朱伯昆之博士門生。擁有北京大學

博士，北京中醫藥大學博士，中西醫科大學博士等學位。二十餘歲即為台灣當代名畫家張大千，國會議

長余俊賢，副總統李元簇，台灣巨賈富商及台灣影帝影后，國手國腳等診病，當時即有「國醫」之稱。

多次在台灣之山地、漁村、離島舉行義診，並曾前往西藏、緬北、吉爾吉斯等 山地高原地區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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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教授曾受邀在中國北京、上海、南京等中醫藥大學，及其他國家知名大學講課及大學博士班授課 ，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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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本會第5屆台北

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特敦請來台北演講及授課。

《楊維傑教授董氏奇穴特別講座》報名表

姓 名 中 文

報名說明

□ 3/17課程報名費8,000元

□ 3/18課程報名費16,000元

□ 兩天課程報名費22,000元

( 1/31前繳費9折，2/15前繳費9.5折 )

劃撥繳費請註明課程項目

手 機

中醫師證書字號

身 分 證 字 號

午 餐     □ 葷             □ 素

代 訂 住 宿

□ 是(2天3,000元)    □ 否

※可代訂16、17二天住宿

    共3,000元(1房雙床，可住2位)

【特別講座謝絕旁聽及錄影，以維持教室秩序】

報名專線：(02)2314-3456．傳真電話:(02)2314-8181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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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各界中醫師踴躍投稿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102年國醫節《中醫藥研究論叢》徵稿
一、中醫藥研究論叢書寫規範：

1. 專題論述：含(1)摘要，關鍵字。(2)前言。(3)本文。(4)參考資料等格式書寫。

2. 病例報告：含(1)摘要。(2)病例之相關症狀、症候。(3)中醫之辨證論治理法方藥或

                   理學檢查。(4)結果。(5)參考資料。

3. 研究報告：含(1)背景資料。(2)摘要。(3)方法。(4)結果。(5)參考資料。

二、參考文獻（在本文引用時須加註角碼）書寫範例：

1. Yang HY, Tan JP, Chen CF. Central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five Chinese  

    herbs. Chin Med J 40：193-200,1987.

2. 何秀文，徐湘江，蘇秀海，藍素華：糖尿病從瘀論治的研究進展，北京中醫雜誌， 

    1991；6：47-50。

3. 明，李時珍：本草綱目，國立中國醫藥研究所，台北1981；41：1035

三、惠稿所有專有名詞依教育部頒訂或國立編譯館新編各科名詞為準。

1. 度量衡一律採用公制單位。數字請用阿拉伯字（英文句首除外），單位一律用國際

公認之標準符號，如：cm、mm、μm、L、dL、mL、μL、kg、g、mg、μg、

ng、pg、kcal、pH、ppm、%、∘C、min、hr等。另外物質分子量用mol，濃度用

mol/L或M，亦可用mg/100Ml或mg/dL。吸光率（absorbance）以A表示，放射能

量單位Curie用Ci，振率單位用Hz（hertz）。原子量寫在符號之左上方。

2. 中藥單位請統一註明，水藥以“錢＂為單位，藥粉以“克＂為單位，劑量數字全部

使用國字（如：一.二.三.四⋯），藥味請說明炮製，如炒用，未註明即為生用，中

藥藥名請用正體字（繁體字，勿使用簡體字或俗名）。

四、文內如須分段或分條敘述者，其符號中文稿請依一、(一)、1、(1)、A、(A)、

a、(a)、...次序採用，英文稿請依Ⅰ、(Ⅰ)、1、(1)、A、(A)、a、(a)、⋯

次序採用；須加註腳處以指定符號註明之，依次為a、b、c、d⋯；*、**、

***、⋯等。

五、經採用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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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教育積分積分；發表醫學原著論文者，每篇第一作者15點；第二作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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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國醫

節慶祝大會頒發論文登錄證書。(原著類獎金一萬元，非原著類獎金五千元)本

雜誌業經衛生署審定為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六、第16卷第1期於102年1月15日截稿(102年3月17日國醫節大會出刊)，

惠稿請電傳或郵寄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論叢編審委員會收，E-Mail:tp.cma@msa.hinet.net

連絡電話：02-23143456

傳真專線：02-23148181。



2012/12/10 第 16 期/第 16 版第八十三屆國醫節台北國際論壇報名

第八十三屆國醫節第五屆台北國際中醫藥學術論壇
繼續教育活動通告報名表
大會時間：2013年3月16日（星期六）、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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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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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國醫藥研究所‧台灣中醫臨床醫學會‧中華中醫學會‧中華黃庭醫學會‧

台灣中醫師同德醫學會‧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林森中醫
院區‧林口長庚紀念醫院中醫部‧義守大學義大醫院中醫部‧慈濟醫院中醫部‧
台灣基層診所協會‧台灣各中醫藥學會

A
3月16日(六)09:10∼17:50

第五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一)

301

4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6點

報名費500元／積分費1,600元

B

3月17日(日)09:00∼16:30

2012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二)

腫瘤、男婦科、針傷醫學研討會 

201

301

401

402

會議廳

醫學課程14點

報名費500元／積分費1,400元

C
3月17日(日)09:30∼16:00

102年中醫健保制度法規倫理研習會

205

會議廳

醫學倫理感染與性別議題課程14點

報名費500元／積分費1,400元

姓　名
電話

用      餐 □ 葷食　      □ 素食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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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項目
請勾選

3月16日
(星期六)

 □ 醫學課程 16點

3月17日
(星期日)

 □ B1針傷醫學課程 8點(上午)  □ B2 醫學課程 6點(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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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第83屆國醫節，舉辦國際中醫藥論壇、健保法規暨感染性別議題講習會、中醫藥博

覽會。出席中醫師3月16日可申請16點積分、3月17日可申請14點積分，報名費兩天共

1,000元。於2月28日前劃撥申請30點積分報名費僅收500元(1月31日前申請30點積分免

收報名費)及積分費3000元《贈送大會論文集、102年度精美中醫師日誌、兩天午餐餐盒、

論壇大會紀念品》。

TEL：(02)2314-3456．FAX：(02)2314-8181。

E-mail:tp.cma@msa.hinet.net．  http://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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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註申請積分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