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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公會服務功能　提升中醫的使用率
文／理事長 曹永昌

永昌3/21接任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7屆理事長乙職，即於4/14舉辦幹部訓練研習

會，邀請媒體記者中醫界先進及專家學者演講，期在公會歷任理事長奠定優良的會務基

礎上，再強化理監事團隊服務功能，加強服務會員，積極向社會民眾宣導中醫的優勢，

裨益提升公會的服務品質。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加強公會與會員互動，除

透過手機簡訊及網路e-mail快速向會員傳達重要訊息，並成立臉書粉絲團及LINE。並決

議定期舉辦記者會，提供中醫藥資訊給媒體，向社會大眾報導。規劃成立中醫校園巡迴

講座，徵求會員成為種子講師深耕基層及下一代，期能提高中醫利用率。提供會員多管

道的進修研習，成立經方讀書會及教學醫院與診所臨床病例研討會。發行會員卡(兼具悠

遊卡功能)與優質廠商簽約，提供會員優惠的工商服務。企盼全體會員能鼎力支持公會的

活動，全面提升公會的行動力，塑造中醫的優良形象，再創中醫的高峰。 

曹理事長反對針灸療程第2-6次加收病患部分負擔，對媒

體發言：

2013年4月14日本會舉辦第17屆幹部研習會邀請中央
通訊社陳清芳記者專題演講「如何與媒體互動為中
醫加分」，演講後本會曹永昌理事長致贈感謝狀。

2013年6月14日曹永昌理事長率黃建榮常務理事陳天
定監事就中醫護眼防治學童近視校園巡迴講座計畫拜
會台北市政府健康管理處林莉茹處長(左3)。

中央健保局擬對接受中醫針灸、脫臼整復，若

屬同一療程(看診六次)第二次起健保擬加收50元部

分負擔，一個療程下來，將要比現行多付250元，

受影響人數約120萬人。曹理事長於接受非凡電視

訪問時，指出接受針灸治療族群，以中高年齡及勞

動者居多，對病患每一療程加收250元，對弱勢病

患負擔加重，影響民眾對醫權益。此外，針灸屬侵

入性療法，用以價制量的方式限縮治療次數非常不

宜且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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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治療創造病患生機，由衛生署

中醫藥委員會指導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承辦：中醫

臨床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於6月2日(週日)中午

12時至12時50分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10樓會議室舉行。當天有台視、中視、華視、

公視、蘋果日報等10餘家媒體現場採訪。

參與發表的有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陳俊良

主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中醫科賴榮年

主任、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賴金鑫教授。發

表主題有「中醫輔助治療透析病患併發症之實證

研究」、「不孕症中西醫整合療法」、「五十肩

症候群針刺治療療效評估」

台灣洗腎人口節節上升，隱性尿毒症患者

不在少數，吃中藥會造成尿毒嗎？未經醫師診斷

即亂服西藥或中藥是否具有腎臟毒性?吃中藥會

改善洗腎患者副作用嗎?長庚醫院中醫內科主任

陳俊良醫師於本次研討會提出中醫輔助治療改善

透析病患併發症提出實證的研究報告。

台灣人口生育率下降，時下晚婚導致生育

率降低，不孕問題日益複雜。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中醫科主任賴榮年教授，多年來參與不

孕的中西醫結合治療，本次研討會提出不孕症中

西整合治療成功案例提出臨床報告。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賴金鑫教授領軍

的醫療團隊，針對五十肩症候群之病患進行智慧

型復健試驗，以科學融合針刺治療，以機器人輔

助科技驗證針刺治療之療效，並以磁振造影檢查

評估治療效果。本計畫可促進中西醫實證醫學的

合作，賴教授徵求中醫診所五十肩之患者至台大

醫院復健科進行影像學檢查進行療效評估。台大

醫院復健科，洽詢電話0937-097409。

中醫臨床研究發表記者會媒體出席熱烈(1020602)

曹永昌理事長主持中醫臨床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賴年教授發表不孕症中西醫整合療法

現場電視媒體採訪熱烈提問踴躍

《 相關新聞報導詳見102年6月3日公視及台灣新生報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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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代表堅決反對中藥濃縮製開放為成藥(1020516)

負責醫師訓練制度說明會暨臨床學術研討會 (1020602)

為配合衛生署推動103年1月1日起新執業

的中醫師要成為中醫院所負責醫師，需經2年教

學醫院訓練，由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辦本會承

辦負責醫師訓練制度說明會暨中醫臨床學術研討

會，於102年6月2日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

區大禮堂舉行，出席的大台北地區院所開執業醫

師300餘人出席。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102年度中醫醫療機
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指導醫師培訓營」
北區於102年8月25日(日)08:00-17:30在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台北市昆明
街100號)舉辦，免費報名請洽聯合醫院
陳小姐(02)2388-7088#3808，E-mail：
t0081@tpech.gov.tw。

執行中醫醫療業務5年以上且全程參與培
訓並測驗合格者經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審
定後由主辦單位發與103年指導醫師合格
證明書。

102年5月16日中醫師公會全聯會於本會會館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議，會議由全聯會孫茂峰
理事長主持，本會名譽理事長陳俊明、陳旺全、陳志芳與現任理事長曹永昌與全體出席各縣市
理事長及全聯會理監事一致反對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開放部份中藥濃縮製劑為成藥，反對不經
中醫師診治即任意由民眾於坊間藥房購買中藥成藥服用，嚴重危害國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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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2年5月9日北市衛醫護字第10232642802號函為落實及提升基層醫療機構服
務品質，定於102年5月27日至11月30日間進行本年度基層醫療機構實地督考。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102年4月3日中執會(台北)郎字第035號函，建議健
保特約院所設置押單還單登記本，以利患者門診作業之順遂，並作為押單還單之依據。

請健保特約院所轉介欠繳健保費之弱勢民眾予健保局台北業務組愛心基金

台北業務組愛心基金窗口郭愛榮專員，電話(02)2348-6779傳真(02)2370-1656；「送愛心到
偏鄉計劃」執行窗口邱淑媛專員，電話(02)2348-6752傳真(02)2370-9566。

【醫政公文】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102年5月10日中執會(台北)郎字第042號函，檢送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中醫門診總額抽樣抽審實施方案」。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中華民國102年5月10日中執會(台北)郎字第040號函
略以：健保局實地審查診所時，請診所務必配合提供資料以免違規受罰。

新任理事長曹永昌、卸任理事長陳志芳與監
交人陳俊明名譽理事長合影。

曹永昌理事長代表公會致贈卸任陳志芳理
事長功著杏林金盾乙座。

本會舉辦大台北地區公學會理事長聯誼會
研商活動協調會議(1020516)

本會召開全聯會委辦中醫保健系列手冊編
輯及公會刊物編輯聯席會議(1020506)

本會曹永昌理事長與新光保險公司詹文全總
經理共同簽訂會員醫療責任險。(1020530)

第十七屆全體理監事於三月二十一日就職後與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林秀亮副局長中央健保局
台北業務組陳明哲組長及本會歷屆理事長及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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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分類
晚報電訪為主，中午截稿，六親不認。日報注重細

節，愈晚愈忙，深夜不睡。電視畫面是王道，高成

本限制，新聞常不新。廣播聲音是一切，電訪為

主，高時效性。網路媒體隨時更新凡走過必留痕

跡，覆水難收。數位匯流各種媒體新聞都上網，所

有記者都變成網路記者。

新聞壽命
日報半天壽命，晚報一天壽命，電視每小時循環，

廣播訊息子彈，網路google永流傳。

借來的新聞
有網路谷歌真棒：blog、twitter、plurk、ptt，鄉

民不爆，新聞不報。有畫面就有新聞：facebook就

地取材、沒有畫面就沒新聞。媒體互相罩一下：電

視撿平面媒體現成新聞，平面媒體看畫面跑新聞。

免錢的新聞
送上門的新聞，像爆料、投書、投訴。買廣告送新

聞：收費新聞只對精英的胃，廣告才是王道。到處

抄的新聞像網路媒體大家抄，個人新聞任引用 。

叫賣的新聞
置入性行銷：例如政府媒體採購 ，進展到事前新聞

審核。編業合作像美食、商品、醫藥、旅遊、選舉

新聞。

真的是新聞
很花時間精力金錢：天災人禍，如凡那比颱風、

九二一地震。政經要聞如大選、兩韓開火、金融海

嘯。影響廣泛或深遠的新聞：如油價、電價、水

價、天氣、交通路線；基本工資、勞健保費率。很

多人想看的新聞：針對讀者胃口不同：有娛樂、體

育、旅遊。苦命的勞工：責任無限上綱；靠跳糟加

薪。職涯綜藝化：記者轉型名嘴，名嘴轉型政客。

沒落的行業：入行門檻低，容易被取代。

記者新面貌
全民狗仔：光靠筆和電腦是不夠的，照相手機與監

視錄影蒐獵素材。速成記者：會寫稿、會拿麥克

風 、會連線，就能當記者，有文字、有聲音、有畫

面，也能算新聞。多功記者：單機記者搞文字，文

字記者做影音，編採寫攝影剪接過音，一手包辦，

及時截稿，還經營部落格。

醫藥新聞來源
主項：記者會、活動、醫學會議。社會新聞：

醫療糾紛。網路社群：社交網站、部落格貼

文。口語傳播：爆料叩應、投書投訴。其他媒體：

政論節目外電、醫學期刊。

新聞的梗在哪裡
名人：鐵娘子柴契爾病逝與中風預防，駙馬爺的人

         魚線怎麼練出來的。

時事：H7N9禽流感與中藥板藍板防治，後宮甄嬛

         傳 與阿膠、紅花等。

節氣：年節大吃大喝與針灸減肥，春季養肝。

事件：中醫與民俗調理不在同屋簷下，大陸進口中

         藥怎麼管？ 

如何跟記者打交道
第一步：先了解媒體性質、作業方式／電視：要畫

面，1分鐘新聞要剪接20個後製需要，1

小時，不包括車程、採訪時間。晚報：中

午截稿，前天需要先拿到新聞稿。日報：

每篇報導要3個受訪者，以示完整多元。

廣播：受訪者要口條清楚，沒有廢話。網

路：就是搶快，隨時更新，完整倒在其

次。

第二步：了解媒體的截稿時間／晚報：通常中午，

最晚不超過下午1點。日報：最重要、頭

版新聞可到半夜2、3點。電視台：午間

12點、晚間7點前的1.5小時。廣播：午

間及晚間前的1小時，可隨時插播。網

路：隨時更新新聞。

第三步：找出新聞的梗／請記者吃飯，不如餵記者

新聞，注意時事、熱門話題，試著用局外

人立場思考，不一定要找公關公司。

第四步：主動出擊／提供新聞稿，平日準備參考資

料或背景資料，提供諮詢專家名單，提供

病患親身體驗資訊或電話。 

第五步：保持聯絡／別讓新聞訊息成為孤兒，留下

聯絡人，電話要暢通。 

如何不上新聞
先問清楚是什麼負面新聞。被拍到拉下鐵門、尿

遁，更傷形象，不在沒有準備下，就面對鏡頭與麥

克風，別跟記者吵架對罵，風度，風度，還是風

度。

如何與媒體互動為中醫加分
資料提供/中央通訊社記者 陳清芳

《本資料摘錄自陳清芳記者於本會舉辦幹部研習會演講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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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屆國醫節慶祝大會第五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文／大會執行長 曹永昌理事長

　　為慶祝第八十三屆國醫節，由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及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辦，台北市中醫

師公會承辦，於三月十六、十七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2013第83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第5屆

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活動有慶祝大會、學術論壇、健保新制與法規研習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7屆第1次會員大會、大會歡迎晚宴、國醫節聯歡晚會、中醫藥博覽會。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

奧地利、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香港及中國大陸等12個國家及地區、25個醫學團體，超過260位國外人

士前來共襄盛舉，包括國內中醫藥界人士超過1600餘位與會，參展廠商高達50餘家。大會活動熱烈，為今年

度台灣規模最大的中醫學術盛會，感謝全體出席人士及協助本會辦理活動的中醫藥團體。

三月十六日於301、401會議廳舉行「中醫專家學者特別演講」，大會邀請的專家學者有:旅居美國前中

華民國中醫學說學理學會理事長楊維傑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陳明教授、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監事長

陳俊明博士、常務理事陳旺全博士、常務理事丘應生資深中醫師、本會顧問董延齡資深中醫師等。由於講題精

采，大約800餘位人士擠滿現場演講的301會議廳及同步視訊的401會議廳。

出席大會外賓第一天完成註冊後出席學術活動，並於晚上出席於101宴會廳舉辦的「大會外賓歡迎晚

宴」，歡迎晚宴席開25桌，晚宴開幕式有鼓樂表演，由於本次出席大會有甚多來自海峽對岸中國各省的中醫

藥界人士，財團法人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林中森董事長特別重視本次大會，蒞臨晚宴致詞歡迎參會的外賓。大

會邀請國立知名樂團4位大中小提琴手於會場演奏具有台灣特色的民謠，在輕鬆的音樂中，各國代表進行交流

活動。

本次大會出席的國外代表有:日本中醫學會平馬直樹會長、韓國韓醫全聯會金正坤會長、首爾特別市韓醫

師會金榮權會長、加拿大卑詩省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鍾政哲博士、美國董氏奇穴專家楊維傑教授、美國頭皮針

專家朱明清教授、奧地利頭皮針專家莊義興博士、北京中醫藥大學陳明教授、世界中醫聯合會體質專業委員會

王琦主委、河北中國工程院吳以岭院士、天津中國工程院石學敏院士、世界中醫男科學會曹開鏞會長、上海市

中醫藥學會嚴世芸會長、南京市中藥學會黃潔秘書長、福建中醫藥促進會會長福建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劉獻祥教

授、晉江市中醫藥學會郭為汀會長，還有來自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北京中華中醫臨床醫學會、北京華夏基金

會及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中醫藥學會等25個中醫團體。

第五屆台北國際論壇大會開幕式鼓樂表演

孫理事長代表全聯會致贈承辦單位台北市中
醫師公會感謝牌

大會主席陳志芳理事長致歡迎詞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林煌
大會致詞

總統府吳敦義副總統大會致賀詞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孫茂峰理事
長大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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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與會各國專家學者代表與總統府吳敦義副總統、衛生署邱文達署長合影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陳志芳理事長接受媒體採訪 曹永昌執行長於記者會示範針灸臨床應用

針對本次大會主題「傳承」、「創新」、「全球化」，共進行65餘場精采的演講，有「大會特別演講

暨腫瘤研討會」、「針傷醫學臨床研討會」、「中醫內(男)婦科學術研討會」、「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

會」，演講者皆為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大會手冊厚達730餘頁，共收錄超過二百篇論文，涵蓋:典籍研究、臨床

案例、實證研究、中醫藥基礎研究、中醫藥科技研發、中醫健保法規及院所經營管理等。

大會進行到下午4時30分，201大會廳召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十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今年度大

會頒發醫療奉獻獎、會務貢獻獎、中醫學術講座獎、優良學術著作品獎、會員子女獎學金、國醫盃優勝獎盃，

大會後進行第17屆理事、監事選舉。會後席開50桌招待與會國內外來賓及公會會員。晚會由聯誼活動委員會

主委呂文智主持，在大會主席陳志芳理事長舉杯向全體與會人士致意，即宣布晚會開始，晚會有公會健身舞蹈

社的舞蹈表演及登山社歌唱表演，並有各國經典的歌曲表演，最後由理監事及來賓合唱「感恩的心」，整個晚

會熱烈賓主盡歡。

晚會在陳志芳理事長宣布第17屆理監事當選名單及得票數，在大家鼓掌聲恭賀曹永昌等27位當選理事、

林展弘等9位當選監事後，結束本次大會，也為第五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畫下圓滿的句點。本次大會承

蒙主辦單位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華民國中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指導及經費補助，外交部、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等贊助及協助、國內外各醫藥團體，各教學醫院協辦支持，以及吳副總統、邱署

長、廖會長及中醫藥界先進蒞臨指導，並承蒙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志芳理事長卓越領導以及全體委員及

各工作小組全力合作，還有全體會務人員的努力，使本次大會能圓滿成功，謹致上萬分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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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會長李光華率團拜訪本會理事
長曹永昌及監事長林展弘、顧問董延齡等
合影。(1020430)

韓國山清世界傳統醫藥會參訪團蒞會拜訪
本會與曹永昌理事長、林源泉常務理事等
合影(1020426)

黃煌經方醫學研究中心推廣部主任詹利輝
率湖北省中醫師與本會羽球社中醫師舉辦
聯誼活動(1020525)

國際中醫男科學術大會暨

澳門珠海中山三日遊
主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灣中醫男科學會
時間：2013年10月25-27日(三天二夜)
團費：大約新台幣15,000元(含機票及二晚雙房

           單人住宿，不含交通餐飲費用。)

日  期 行  程

10/25
星期五

由桃園機場航班：GE 351（0945-1125）出發抵達澳門機場。

拱北關進入珠海／來魅力假日酒店check in。

澳門國際中醫男科學會學術大會報到。

參觀梅溪牌坊、楊氏大祠堂、灣仔海鮮街。

夜遊蓮花路逛街、情侶路海灘看澳門夜景。

10/26
星期六

過拱北關回澳門／參加「國際中醫男科學術大會」開幕典禮。

接著參與學術研討會或澳門景點參觀（澳門旅遊塔、大三巴牌坊、澳門博物館、

媽閣廟、議事亭前地）。

參加大會閉幕式暨大會晚宴／過拱北關再進入珠海。

※本行程主要是參加「國際中醫男科學術大會」，所以一定要參加開幕典禮。

   之後可留下繼續參與學術研討會，或選擇自由行（澳門景點參觀）。

10/27
星期日

參觀漁女雕像、中山故居、海濱公園、景山公園、白蓮洞公園。

過拱北關回澳門，趕到機場報到航班：GE 356（1020-2350），返回台灣。

★ 1.澳門酒店較貴，故選擇過關到珠海住宿。因需二次進出關口，所以台胞證

     要辦一年多次簽，費用2800元，約需3至4週作業天，不辦多次簽

     亦可，但需於26日自行抽空到澳門機場中旅社櫃台加簽。

2.報名請洽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電話：(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或洽   全龍旅行社：(02)2752-1212。

國際交流活動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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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登山社活動
集合時間：每月第三週星期日上午8：3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樓中庭／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

說　　明：◎ 費用：加入登山社成為會員每年2,000元，

                   非會員每次活動酌收費用200元。

               ◎ 當日請自備相機及悠遊卡

登山地點：

日  期 登山步道名稱 日  期 登山步道名稱

102.06.16 狗殷勤古道 102.12.15 劍南山大崙尾山縱走

102.07.21 九份基隆山 103.01.19 更寮古道

102.08.18 雪山 (團費如下) 103.02.16 汐止大尖山

102.09.15 二子坪面天池步道 103.03.16 千湖島．永安景觀步道

102.10.20 獅球嶺炮台劉銘傳隧道 103.04.20 金字碑古道大粗坑步道

102.11.17 小粗坑九份步道 103.05.18 三貂嶺瀑布

敬邀全國中醫師同道攜伴攀登 雪山主東峰〈兩天兩夜〉

雪山主峰－臺灣第二高峰標高 3886公尺，一等三角點，日本人稱為『次高山』。白木林、冰斗、

峭壁…，景色原始壯觀，充滿大自然啟示，多少喜愛攝影者的強手路線。

※ 全程聘請「協助員」事先揹負公糧、公器。連睡袋都不用自己揹。

◎ 8/17 第一天

18:30 遊覽車
→

19:30 遊覽車
→

20:30 遊覽車
→

21:30 遊覽車
→

22:30 遊覽車
→

23:00 健行
→

24:15

台北 雪山隧道 員山 中橫支線 武陵農場 登山口 七卡山莊

住宿：七卡山莊（通舖）晚餐：×自理

◎ 8/18 第二天

08:00 盥洗
→

08:30 用餐
→

09:00 健行
→

11:30 健行
→

12:15 健行
→

12:20 健行
→

12:30 健行
→

14:00

起床 早餐 出發 哭坡下 東峰口 東峰 東峰口 三六九山莊

住宿：三六九山莊（通舖）早餐：高山野炊 (稀飯醬菜) 午餐：西點餐盒（健行途中）晚餐：高山野炊 (中式合菜)

◎ 8/19 第三天

02:00 盥洗
→

02:30 用餐
→

03:00 健行
→

03:30 健行
→

04:30 健行
→

05:15 健行
→

06:30

起床 早餐 出發 黑森林 水源區 冰斗入口 雪山主峰

健行
→

09:30 健行
→

13:00 健行
→

15:00 遊覽車
→

15:30 遊覽車
→

18:00 遊覽車
→

19:00 遊覽車
台北三六九山莊 七卡山莊 登山口 中橫支線 宜蘭用餐 雪山隧道

早餐：高山野炊(稀飯醬菜)午餐：泡麵（登山口）晚餐：中式合菜（餐廳）

費　　用：4500元包括來回專車、兩宿五餐、甲種入山證、高山嚮導、 500萬旅行責任險（含 10萬意外醫療）僅有20個

               名額。（依保險法規定：14歲以下及 65歲以上，最多投保金額為 200萬）。

說　　明：活動需辦「雪霸生態入園許可證」及「甲種入山證」，請繳身分證影本，並儘早報名。

攜帶裝備：(1)寒衣 (2)雨具 (3)手套 (4)帽子 (5)水壺 (6)頭燈或手電筒及備用電池備用燈泡 (7)登山鞋 (8)登山背包及登頂

               小背包 (9)預備乾糧一餐 (10)個人碗筷 (11)漱洗用具 (12)身份證正本。

集合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館 /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號中庭

承      辦：野訊國際登山旅行社電話：(02)2368-1883傳真：(02)2368-3284 交觀甲 6723  http:// www.yx.com.tw

主      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電話：(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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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2年觀光列車

花蓮海洋公園之旅《一日遊》
時 間：102年8月4日(星期日)上午6:30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集合搭7:00觀光列車

第一天 台北火車站 → 花蓮火車站 → 海洋公園 → 花蓮火車站 → 台北火車站

06:30-07:00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集合，已取車票之會員可逕至月台候車。

08:00-10:50
搭乘觀光列車前往花蓮展開愉快的旅程，沿路風光明媚的東北角海岸，穿越鬼斧神工的北迴

鐵路，海闊天空的景色讓人心曠神怡，享受悠閒的假期。

11:00-11:30 前往花蓮海洋公園，期待與海洋生物的美麗相會。

11:30-16:00

花蓮海洋公園享用午餐。

【花蓮海洋公園】呈現給遊客的是一座結合遊樂與教育意義的休閒園區。共有八大主題區、

四大主題表演，結合慧黠的海豚精靈、逗趣海獅表演、美人魚海牛生態解說、遊樂設施、水

晶城堡百老匯式歌舞高空特技秀、吉祥物迎賓遊街等，並有多項互動體驗，可觸摸、餵食海

洋動物等等活動。

16:30-17:00 阿美麻糬

17:30-19:40
搭乘觀光列車，列車上享用可口的鐵路便當，帶著滿滿的回憶結束假期，返回甜蜜的家。

~期待下次再相會~

用   餐 早  餐：西式餐盒                     午  餐：餐券                           晚  餐：鐵路便當     

費　用

團費每位2,500元(含觀光列車車資、門票、保險、早、午、晚餐)

會員參加免費；同行配偶優惠價1,500元（無配偶優待直系家屬1位），眷屬、親友每位

2,500元。100~115公分幼童每位800元，二歲(100年8月4日以後出生)100公分以下之幼

童不佔車位每位300元。

【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人員每位費用為2,500元】

報名方式

本次活動以240人為限，為免向隅請儘早報名繳費。請以正楷詳填報名表7月5日前電傳繳費

單據及報名表。繳費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本會傳真專線：(02)2314-8181，

或E-mail: tinaanna3689@yahoo.com.tw

【報名參加自強活動之會員，行前敬請繳清102年1~6月常年會費$3,600元】

備　　註

1. 為利於車票訂位作業，會員報名請先交保證金1,000元，活動當日上車即退回。

2. 繳交團費後因個人因素而無法參加活動，退費標準如下：

A. 出發日前15天通知無法參加，扣除行政費200元後，退剩餘款項。

B. 出發日前7天到14天，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團費的40％，退剩餘款項。

C. 出發日前6天到前1日，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團費的70％，退剩餘款項。

D. 出發當日，未克參加活動者，請恕無法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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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福容飯店小天祥之旅《二日遊》
時間：102年8月4、5日(星期日、一)上午6:30

第二天 花蓮福容飯店慕谷慕魚楓林步道花蓮火車站台北火車站

06:30-09:30 自行享用美味早餐，享受沒有Morning call的早晨。

09:30-11:30

飯店內自由活動，享受，行李集中。設施介紹

【健身房】開放時間：07:00 ~ 22:00

               健身房設置完善健身器材，多加利用舒展筋骨，有益健康。

【游泳池】開放時間：夏季6月~9月 07:00~22:30

面向太平洋的廣闊視野，讓您享受海天一色的美妙風光，放鬆心情，度過一個

愜意的池畔時光。

【三溫暖】開放時間：夏季6月~9月 07:00~22:30

三溫暖內設有冷池、SPA熱池、烤箱、休息室。能活化全身細胞、促進血液

循環、提昇免疫力，放鬆身心，增進身體健康。

11:30-13:00 前往櫻之田野→享用美味午餐。

13:00-16:00

【慕谷慕魚(Mukumugi)】是緣自太魯閣族的譯音。描述當初最早遷徙到這裡的太魯閣族人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地區與榕樹部落），用他們的語言頌讚這片世外桃源。這裡有豐富的自

然資源，有柔情似水的秀麗風景，長久以來就有『小天祥』的美稱。著名景點：銅門電廠、

楊清橋、夫妻瀑布、水濂電廠、小天祥健行、清水溪、賞魚區、親水區...

16:00-16:30

【楓林步道】位於花蓮市近郊，是吉安鄉的休閒新景點，沿途種植各類花卉，沿著山路蜿唌

而上，沿線3.5公里，隨著地勢一路向上，站在楓林步道上，更可眺望阡陌縱橫的吉安鄉全

景，更可俯瞰整個花蓮平原及海岸山脈北側，視野相當遼闊，是一處難得幽靜景點，可以享

受森林浴、芬多精，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16:30-17:00 前往花蓮火車站

18:06-21:18
搭乘觀光列車返回台北，列車上享用可口的鐵路便當，帶著滿滿的回憶結束假期，返回甜蜜
的家。~期待下次再相會~

用     餐 早  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  餐：櫻之田野               晚  餐：鐵路便當

費　  用

團費(含觀光列車車資、住宿、門票、保險、早、午、晚餐)

□4人房，團費每人5,600元(會員本人優惠價收：2,100元)

□ 2人房，團費每人6,000元(會員本人優惠價收：2,500元)

【註：100~115公分以下之幼童，不佔車、床位每位：1,000元。二歲(100年8月4日以後

出生)100公分以下之幼童每位500元】

【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人員費用以團費計，恕無優惠】

報名方式

為免向隅請儘早報名繳費。請以正楷詳填報名表7月5日前傳真繳費單據及報名表。繳費請

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傳真專線：(02)2314-8181，或E-mail: tinaanna3689@yahoo.com.tw

【註：報名參加自強活動之會員，請於行前繳清102年1~6月常年會費$3,600元】

備　　註

繳交團費後因個人因素而無法參加活動，退費標準如下：

A.出發日前15天通知無法參加，扣除行政費200元後，退剩餘款項。

B.出發日前7天到14天，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除活動總費用的40％，退剩餘款項。

C.出發日前6天到前一日，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除活動總費用的70％，退剩餘款項。

D.出發當日，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請恕無法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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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氏頭皮針臨床應用實務進修課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上課時間：102年6月16至9月15日每月第1、3週日下午14:00~17:30共6堂    

日期 課  程 師　資

6/16
各家頭皮針國內外研究概況
頭皮針穴名國際標準方案

戴吉雄醫師
【經歷】
．美國美洲中國醫藥文化大學中醫碩士
．廣州中藥大學中醫博士
．美國加州針灸醫師15年
．廣州婦幼醫院針灸醫師1年
．長庚醫院中醫針灸科兼任醫師4年
．國暉中醫診所院長
．靳三針療法弱兒童治療中心主任
．1997北京世界針灸大會論文比賽獲得金牌獎
．台灣中醫臨床技能學會課程講座

【著作】
．頭皮針顱骨縫刺激區針刺作用及其肌理的研究
．戴氏針灸臨床數位搜尋輯
．戴氏頭皮針刺激區命名新方案

7/7
頭部經絡與穴位
戴氏頭皮針刺激區命名新方案

7/21
中風後遺症、視神經萎縮及其他眼疾、青光
眼、腦外傷失明等頭皮針臨床應用

8/18
三叉神經痛、顏面神經麻痺、帕金森氏症、耳
源性眩暈(梅尼爾氏症)、過敏性鼻炎等頭皮針
臨床應用

9/1
老人癡呆、健忘、記憶力減退、弱智兒童、學
習障礙等頭皮針臨床應用

9/15
最常被誤診誤醫的頸椎病、肩周圍炎、坐骨神
經痛、風濕性膝關節炎等頭皮針臨床應用

 ◎ 6堂報名費7,000元 (單堂報名費1,200元)
 ◎ 全程上課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24點 (積分申請費2,400元)

本會與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共同舉辦男科中
西醫研習泌尿科陳證文主任授課接受公會
感謝狀

本會與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共同舉辦男科中
西醫研習課程由三軍總醫院中醫部林高士
醫師授課並接受公會感謝狀。

本會資深中醫師陳鐵誠道長主講「婦科
月經週期轉盤與複診臨床運用」研討會
中醫師研習熱烈

本會舉辦「十四經絡針灸治療實務研習課
程」，由理事梁文深醫師代表公會致贈感
謝狀予講師潘隆森醫師。

本會舉辦傷寒論臨床診治研討會傷寒貫珠集
讀書會邀請理事鄭宏足醫師授課學員出席研
討熱烈。

本會舉辦「戴氏頭皮針臨床應用實務進修課
程」，由曹永昌理事長致贈感謝狀給講師戴
吉雄醫師。

學術活動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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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102年度中醫教學醫院與診所臨床病例6月份討論會
上課時間：102年6月30日(星期日)              地  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時間 主　題　／　主講人

14:00~14:10 引言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曹永昌醫師

主持人：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顧問田安然醫師、監事薛宏昇醫師

14:10~14:50 類風溼性關節炎中醫臨床治療床病例報告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主治醫師／戴子穠醫師

14:50~15:10 討論(一)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鄭宏足醫師

15:30~16:10 鎖骨中段骨折中醫臨床診治病例報告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針傷科住院醫師／陳兆暐醫師

16:10~16:30 討論(二)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針傷科主治醫師／李科宏醫師

16:30~17:00 綜　合　討　論

 ◎ 報名費200元 (會員免收報名費)
 ◎ 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4點 (積分申請費400元)

男科疾病中西醫診治研習進修課程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日期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7/14

14:00~15:40 男性更年期症候群之西醫診治
邱逸淳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泌尿科主治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泌尿科兼任助理教授

15:50~17:30 男性更年期症候群之中醫診治
陳志芳醫師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台灣中醫男科
學會理事長

7/28

14:00~15:40 男性皮膚病與性病之西醫診治
賴昱維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泌尿科主治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泌尿科住院醫師

14:00~15:40 男性皮膚病與性病之中醫診治
林高士醫師
三軍總醫院中醫科前主任、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顧問

 ◎ 單堂報名費1,000元
 ◎ 全程上課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8點 (積分申請費800元)

※劃撥繳費請註明課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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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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傷寒論研討會
《傷寒貫珠集》讀書心得暨臨床應用研討會〈會員讀好書送積分〉

主  講 人：鄭宏足醫師／台北市中醫師公會理事，前台北市立中醫醫院教學主任

研討時間：7月4日起每月第一週星期四上午10:00-12:00(共10堂)

研討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本會會員參加讀書會一年上課10次報名費3500元，贈送教育積分20點；

◎非會員報名費每堂500元(繳交全程優惠收5,000元)，積分申請費每點100元。

《傷寒貫珠集》
作者尤怡，字在涇，號拙吾，別號飼鶴山人，清代長洲人，清代醫家。《傷寒貫珠

集》對張仲景《傷寒論》原書做了逐條注解和闡發，並對《傷寒論》原書的有些內容次

序做了重新的編排歸類。《貫珠集》對張仲景的原著頗多闡發與提示，是後人研讀《傷

寒論》與《金匱要略》的重要參考書。 

傷寒論滾瓜爛熟，仲景方倒背如流；偏偏就缺那麼一點兒心領神會，靈犀相通的感

覺？疾病變化多端，盤根錯節，千頭萬緒；初診不知如何分清先後主次，複診不知如何

掌握變化轉歸？遍覽古籍，滿腹經綸，博引旁徵，卻難以穿越時空回到現在，與西方醫

學融會貫通，藉力使力，相輔相成？

本系列讀書會主講人鄭宏足醫師，清大博士班候選人，曾任市立醫院教學主任。十餘年不間斷讀經方、

用經方、教經方；更嫻熟西醫西藥與最新科技，好學不倦，與時俱進，中西醫療無縫接軌，悠遊自得。小至輕

症太陽初起，大至危症厥陰勝負，都有非常豐富的實戰經驗；熱愛分享與討論，不藏私不秘傳，授課邏輯清

晰，條理分明；淺顯易懂，活學活用，穿插現代醫理，精彩可期！絕對讓您醍醐灌頂，耳目一新，臨診不再猶

疑躑躅，處方立藥胸有成竹，勢在必得！

※劃撥繳費請註明課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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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仲景學術思想研究與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
-創辦人張步桃國醫逝世週年紀念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102年7月7日(星期日)  
地　　點：台北市羅斯福路2段136號4樓/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會議廳

時   間 主　題　／　主 講 人

09:00～09:15 紀念會開幕式

09:15～10:15 傷寒與溫病證治體會 董延齡中醫診所院長 ／董延齡醫師

10:15～11:15 經方與時方合用的臨床體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陳旺全醫師

11:30～12:30 恩師張步桃傳授的活用經方治百病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曹永昌醫師

13:30～14:30 恩師張步桃國醫臨症經驗之學習體會 佳禾中醫診所院長／羅明宇醫師

14:30～15:30 張步桃老師的學術思想與臨床思維 慈聲中醫診所院長／鄭清海醫師

15:50～17:30 三黃瀉心湯研究回顧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李世滄教授

 ◎ 報名費800元 
 ◎ 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8點 (積分申請費800元，申請積分免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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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醫藥大學傅延齡教授傷寒經方臨床應用
學術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7/28(日)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2號．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7/29(一)～8/1(四)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日  期 時  間 課程主題

7/28 (日) 09:00-17:30 經方中藥臨床用量及療效/經方時代運用特色演變

7/29 (一) 09:00-17:30 經方桂枝劑的臨床應用經驗

7/30 (二) 09:00-17:30 經方瀉心劑在胃腸內科的臨床應用經驗

7/31 (三) 09:00-17:30 經方柴胡劑臨床應用經驗

8/01 (四) 09:00-17:30 論脈象的形成、影響因素及其診斷意義

課程報名說明

□ A.7/28報名費3,000元

□ B.7/29-8/1報名費8,000元(報名一天3,000元)

□ A+B 7/28-8/1全程五天報名費10,000元

    (以上三種任一課程，7/5前繳費報名費8折，7/15前繳費9折)

□ 單日課程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8點(積分申請費800元) 

□ 可代訂住宿一天1,500元(兩人房/雙床) 

※劃撥繳費請註明課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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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講座謝絕旁聽及錄影，以維持教室秩序】

主講：傅延齡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院長 

1990年榮獲通過為傷寒大師劉渡舟的學術經驗繼承人，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

國際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歷任中華中醫藥學會張仲景學說分會常委、方藥量

效研究會副會長；發表過論文120多篇，著作《傷寒論研究大辭典》、《張仲景

醫學全集》等30多部，從事臨床診療20多年，擅長治療內、婦、兒科疾病，對長

期發熱、食道、胃腸、肝膽和胰腺等器官的病變，變態反應性疾病，各種慢性疼

痛及痤瘡等美容方面等疾病有特殊的治療經驗。

長期從事中醫教學、臨床及科學研究，提出“胃腸源性肝損傷”、“胃腸源

性眩暈”、“血液分佈失調綜合征”學說、〝從文獻及臨床挖掘中醫方藥劑量理論研究〞。成功研製開發

多種保健食品榮獲多國專利。

傑出學術成就享譽國際，多次接受歐美亞洲各國邀請前往演講、講學50多回。擔任哈佛大學醫學院與

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中醫天然藥計畫中方負責人。本會這次特別邀請傅延齡教授來台授課講學。

※歡迎加入傅延齡北京中醫藥大學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FuYanLingTCM

2013年仲景學術思想研究與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
-創辦人張步桃國醫逝世週年紀念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102年7月7日(星期日)  
地　　點：台北市羅斯福路2段136號4樓/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會議廳

時   間 主　題　／　主 講 人

09:00～09:15 紀念會開幕式

09:15～10:15 傷寒與溫病證治體會 董延齡中醫診所院長 ／董延齡醫師

10:15～11:15 經方與時方合用的臨床體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陳旺全醫師

11:30～12:30 恩師張步桃傳授的活用經方治百病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曹永昌醫師

13:30～14:30 恩師張步桃國醫臨症經驗之學習體會 佳禾中醫診所院長／羅明宇醫師

14:30～15:30 張步桃老師的學術思想與臨床思維 慈聲中醫診所院長／鄭清海醫師

15:50～17:30 三黃瀉心湯研究回顧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李世滄教授

 ◎ 報名費800元 
 ◎ 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8點 (積分申請費800元，申請積分免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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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台灣首屆膏方高峰論壇
大會議題

為發揚中醫膏方在治病及防病的特色，結合海峽兩岸中醫專家學者，共同探討膏方的科學性
，創新中醫藥的臨床療效，促進中醫藥事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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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單位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台灣中醫膏方醫學會．台灣各中醫藥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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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時間 2013年11月17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 台北市公園路15之2號/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與會人員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專家學者及中醫藥界人士。

註冊費用

※報名參加註冊費新台幣3,000元(含大會論文集、8點教育積分申請費、午餐)。
   10月15日前報名優惠價新台幣2,000元。(10人以上，優惠1位)。
※住宿可安排住台北市中心凱撒大飯店http://www.caesarpark.com.tw，亦可安排入住商務
   旅館，以上住宿費用自理。

繳費方式

※台灣：請利用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國外：請使用銀行匯款，款項匯至：Bank Name：CHANG HWA COMMERCIAL BANK 

LIMITED ATTN WAN HUA BRANCH／Swift Code：CCBCTWTP／Bank address：
304,KANG TING ROAD,TAIPEI,TAIWAN,R.O.C／Bank Tel：886-2-2306-0201．
Fax：886-2-2306-4761／Beneficiary Name：Taipei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Account No：5029-01-262168-80

大　　會
論文徵文

膏方的文化與理論研究、膏方臨床應用研究，膏方在養生及治未病的優勢、膏方制作研究及
推廣等主題。

大　　會
徵文格式

論文字數不超過4,000字，包含(1)400字以內中文摘要(2)關鍵字(3)附上作者姓名、學歷、
工作單位、職稱、通訊位址、電子信箱，(4)經錄用的論文(全文或摘要)收入大會論文集，並
通知作者出席大會(5)截稿日期：2013年9月30日。

論文口頭
報告發表

口頭報告時間為每位20分鐘，有意口頭報告者請於2013年8月30前報名，並於2013年9月
30日前電傳報告論文內容；口頭報告論文須先經大會籌備會審查通過後，具有創新者將優
先依論文類別安排報告次序。

參加展覽
展示桌規格：桌面長度150公分，寬度60公分。
配備：公司看板、插座、桌巾、椅子2，每一展示位新台幣：8,000元。2013年9月30日
前繳清費用九折優惠。

大會手冊
廣告刊登

規格：A4，彩色雪銅紙100磅印刷，每一頁收費新台幣8,000元，封底外頁，彩色雪銅紙
200磅印刷新台幣15,000元，封底內頁新台幣10,000元。2013年9月30日前繳清費用九
折優惠。

大會E-mail tp.cma@msa.hinet.net 大會訊息 http://www.tpcma.org.tw

報名地址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郵編10041)

報名電話 886-2-23143456 

大會議程：

11月17
(星期日)

09:00～09:10 台灣首屆膏方高峰論壇開幕式
09:10～12:10 膏方的特點及在各科的應用
12:10～13:30 午餐
13:30～16:30 膏方在各科臨床應用及膏方制作
16:30～17:40 膏方臨症經驗交流討論
17:40～17:50 大會閉幕式

◎ 會後安排台北市特色景點觀光，中醫藥大學、教學醫院及台灣GMP中藥廠參訪。

‧大會秘書處：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TEL:886-2-23143456‧FAX:886-2-23148181‧Mobile：+0975-500975
E-mail:tp.cma@msa.hinet.net     http://www.tpcma.org.tw

‧代辦旅行社：全龍旅行社 吳人熙經理   (代訂飯店住宿、代辦大陸人士入台許可申請，
請於9月15日前提出申請，會後旅遊參訪行程，可規劃個別行程)  TEL：886-2-27521212　　
Mobile：+0919-314015  E-mail:wujenshi@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