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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新會徽
(101年4月29日啟用)

INDEX 發揮龍馬精神    共創中醫榮景
敬愛的中醫藥界先進，大家好：

又到了歲末年終的時間， 2013年的小龍即將要過去，

2014年的馬年就要來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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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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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敬賀

有關中醫院所醫事助理爭取案，一直是本會亟待為會員爭取的議題，本會除向全聯

會提案向主管機關爭取。並希望立法院立委能協助促成，今年11月本人特與公會幹部

拜會立法委員，期能為中醫院所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

本人自上任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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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將強化會員服務及社會服務工作。

在資訊委員會努力下公會官網已於12月9日更新公告，基於專業服務效率等原則，網頁

呈現新的風貌，希望會員能善加利用。

為加強社會服務，提升中醫在社會的形象及地位，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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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護眼操已被台北市政府公告列為

台北市學童護眼新3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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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中醫休閒日活動主軸也加入公益，除義賣家扶中心等四個弱勢

團體的物品，並捐贈經費，推動社會服務公益活動。為增加中醫在社會曝光率，本會於

6/2舉行中醫藥臨床研究發表記者會、7/11三伏貼發表記者會、10/21中醫護眼操發

表會、11/17膏方論壇記者會。使民眾更認識中醫藥，提高民眾對中醫的利用率。

2014年慶祝84屆國醫節第6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將於3月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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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奧地利等國家團體，今年南美洲巴西亦將組團前來參會，將超過1500位國內外中

醫藥界人士參會。在此感謝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指導協助，以及大會執行長楊賢鴻

常務理事及籌備會全體成員積極推動，明年國醫節慶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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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歲次甲午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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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官網：www.tpcma.org.tw更新公告

共同建構專業．服務．效率．E化會務                文/資訊委員會主委  陳月琴理事

1. 為使會員掌握中醫界最新訊息，公會將於每天下班前於網頁

登錄最新醫政公文及活動訊息，請會員每天上午到公會官網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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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可免費連結到個別診所網頁，提高中醫利

用率，請會員多多利用。

4. 網路無國界，診所可善用網路推廣醫療服務，本會將於1月

8、9日開辦網站研習課程，歡迎診所醫師及行政人員報名研

台北市政府推動學童健康起步計畫  文／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陳天定監事

中醫穴位護眼操列入台北市學童護眼新3招-定期檢查、健康用眼習慣、護眼操

臺北市政府為降低本市學童視力不良率，7月起推動「臺北市學童健康起步計畫-高度近視防治減度專

案」，結合醫療院所主動深入小學校園，舉辦「校園巡迴衛生保健宣導課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推出「中醫

穴位護眼操」，藉由「護眼新3招-定期檢查、健康用眼習慣、護眼操」，讓學童都能擁有健康明亮的好視力。

衛生局林莉茹處長表示，北市府今年補助就讀本市102學年度國小2年級學童免費專業視力檢查，總計1

萬2,664位學童受檢(77.1%)，其中近視度數大於50度之高度近視潛在高危險群高達4,917人(38.8%)，代表

10個學童將近4個為高度近視潛在危險個案。提醒家長應注意近視度數大於50度之學童，因近視一旦產生，度

數會以一定的速度增加，每年平均增加100至125度，若不及早控制，可能至小學6年級已成為大於600度之

高度近視患者。高度近視易造成視網膜剝離、視網膜黃斑部病變，罹患白內障，青光眼的機率亦較一般人高。

為配合台北市政府「高度近視防治減度專案」，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推出「中醫穴位護眼操」，曹永昌理

事長表示，依中醫經絡學說，透過9個穴位按摩(眼睛四周的睛明、攢竹、魚腰、絲竹空、瞳子髎、四白、太

陽、耳垂眼點及手上的合谷穴)，只要短短的5分鐘，即可放鬆眼睛睫狀肌，相當適合學童於下課舒解眼睛周圍

肌肉之疲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特別製作「中醫穴位護眼示範教學DVD」、「護眼操面具圖譜」及「2014年

中醫護眼精靈睛明姊姊年曆卡」，歡迎國小學校及學童免費索取，索取專線：(02)23143456轉分機9。

衛生局呼籲，平常落實「護眼新3招-定期檢查、健康用眼習慣、穴位護眼操」，每半年定期至眼科醫療

院所做視力檢查；養成良好的用眼習慣，每30分鐘要遠眺休息10分鐘，眼睛與書本距離35公分；學童多利用

下課做穴位護眼操或戶外遠眺，放鬆眼睛周圍肌肉之疲勞，每日戶外活動至少2小時，守護健康的靈魂之窗。

以上資訊摘錄自台北市政府近視防治網 (http://vision.health.gov.tw/)。

習。

5. 公會新網站增列「院所徵才服務」，歡迎醫療院所多多利用。

6. 為迎接雲端時代來臨，公會已著手建構中醫雲端學院，將提供遠地及國外人士學習中醫課程的管道。

7.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官網，歡迎會員及全國中醫藥界人士多加利用，並提供建言，期使本會網路更臻完善，共

同為提昇中醫的形象一起努力。

公會新網站每天超過250人次上網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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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不競業？—競業條款案例分析   文／法規委員會主委  陳仲豪監事

【案例事實】乙受聘於某甲院所為執業醫師，雙方於契約之競業條款中約定，日後若乙離職則乙終生不得

於甲院所方圓5公里內開業或受僱於其他院所擔任開執業醫師。若違反本約定須賠償甲方一定

之金額云云。其後乙欲離職……

【爭議點】      甲方主張：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乙若離職須遵約定，否則須負賠償責任！

               乙方主張：禁止年限過長且地點過廣，影響其憲法所保障的工作權，應屬無效！

前  言

隨著中醫醫療業務的蓬勃發展，同道中不乏受雇於醫療院所中擔任開執業醫師者，由於院所型態與需求

不同，有關聘僱合約的型態，連鎖型院所常以定型化契約為之，少數院所則請律師擬定之，極少部分院所則秉

持誠信原則僅以口頭約定！

在締約時，雖然白紙黑字寫明各約定條款，但受雇者為獲取工作，通常對聘僱合約各條款多只能視而不

見或草草行事先簽了再說，若勞資雙方相處融洽當然沒事，但若有所摩擦，而契約中的「競業條款」通常成為

日後雙方爭議的焦點。

一 競業條款之約定具有一定的公平合理性

所謂競業條款，原意為競業禁止條款，其後簡稱競業條款，即勞資雙方約定有關勞方於離職後一定年限內

限制其開執業地點的條款，以免資方業務受到影響，具有一定的公平與合理性。

二 競業條款中若有違反誠信原則部分應屬無效

然而締約之時雖是你情我願的，但在法界實務上仍會檢視此條款之合理性，中醫業者屬傳統產業，而其競

業禁止年限通常為2-3年，因此，日後若因競業條款之內容爭執而涉訟，法院仍會審酌產業類型等因素而

為裁判，競業禁止之內容若有違反誠信原則之部分應屬無效！

三 有關競業條款年限與地點限制的建議 

由於中醫健保實施後，民眾就醫時具有強烈的地域性，筆者建議醫療院所擬定競業禁止條款時，應秉持誠

信原則，避免勞資爭議，以促進同道關係和諧，原則上，契約中有關競業禁止之年限與地點限制，建議以

2年與2公里為宜！

專訪熱心中醫藥發展的許添財委員
文／總編輯  魏以斌理事

公會為維護會員權益，於102年11月21日」曹理事長永昌率同陳名譽理事長志

芳、林監事長展弘、林常務理事源泉、黃常務理事建榮、蔡總幹事與筆者，前往立法

院拜訪向來對中醫友好的的許添財立法委員(前台南市市長)。

民國76年7月8日中醫全聯會第一屆理事長林庚申立委任內，召集76位立委共同

連署提案修正「行政院衛生署組織法第十七條」，中醫藥委員會組織條例在立法院法

制委員會僅一讀通過，幸經本會道長江錦輝醫師連繫許添財委員幫忙始完成三讀。民國84年1月立法院能三讀

通過「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組織條例」亦是經由許添財委員協助。有關目前中醫的困境，中醫院所助理人員爭

取乙案，許委員樂意協助促成，對於中醫在養生保健預防醫學的優勢，許委員期許公會能多加宣導推動，以節

省醫療資源。許委員待人誠懇，做事腳踏實地，對於好的理念利益民眾的政策，堅持優先推動。許委員多次在

立法院為中醫仗義發聲，誠為我們中醫界的好朋友，值得託付，請大家一起對許委員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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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八十四屆國醫節慶祝大會

第六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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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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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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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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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

大會活動：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項     目

03/15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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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 19:00
101

宴會廳
大會外賓歡迎晚宴

03/16 09:00
2、3、4F 

LOBY
2014台北中醫藥現代化資訊展暨學術壁報展

03/16 09:00
201

大會廳
第六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開幕式暨特別演講

03/16 10:00
301 

會議廳
針傷醫學臨床治療研討會

03/16 10:10
401

會議廳
中醫內婦兒科臨床治療研討會

03/16 10:20
402CD
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發表研討會

03/16 11:00 1F廣場 第84屆國醫節中醫義診暨中醫養生功嘉年華會

03/16 11:00
203

會議廳
第84屆國醫節活動記者會

03/16 10:10
403

會議廳
103年健保法規倫理兩性感染管控研習會

03/16 16:30
301

會議廳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7屆第2次會員大會

03/16 18:40
201

大會廳
慶祝第84屆國醫節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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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10 2013/12/102013/12/10 2013/12/10第 5 版/第 20 期 國醫節國際論壇

第八十四屆國醫節

第六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1. 中國黑龍江省中醫研究院院長WHO非物質

    文化針灸代表性傳承人張縉教授

2. 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吳勉華教授

3. 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王中越教授

4. 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黃煌教授

5. 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談勇教授

6. 天津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院長應森林教授

7. 安徽中醫藥大學臨床醫學院王莖院長

8. 南京市中醫藥學會腦科委員會主委李繼英教授

9. 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孫光榮教授

10. 福建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林久茂教授

11. 福建中醫藥大學針灸學院院長吳強教授

12. 韓國首爾市韓醫師協會理事長朴爀爀秀教授

13. 韓國端雅顏韓醫院總院長鄭仁皓教授

14. 日本中醫學會會長平馬直樹教授

15. 日本東京平成大學針灸科王曉明教授

16. 美國中醫藥學會名譽會長李永明教授

17. 美國佛州中醫學院校長韓羅維教授

18. 加拿大安大略中醫學院院長吳濱江教授

19. 加拿大卑詩省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

      鍾政哲醫師

20. 加拿大國家中醫藥學會前會長張長森醫師

21. 馬來西亞中醫師公會理事長陳期發教授

22. 巴西聖保羅市針灸學會會長吳督行教授

23. 奧地利頭皮針專家莊義興博士

1.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黃怡超教授

2. 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林昭庚教授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孫茂峰教授

4. 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張恒鴻教授

5.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中西結合委員會召集委員

    孫維仁教授

6.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義大醫院中醫部主任

    蔡金川教授

7.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陳俊明博士

8. 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旺全教授

9. 台灣中醫醫學會理事長高宗桂教授

10.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會理事長施純全教授

11. 台灣基層中醫師協會理事長陳潮宗教授

12.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理事長陳志芳博士

13. 佛光大學生命學院教授呂萬安院長

14. 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林源泉博士

15. 台北市名老中醫董延齡院長

16.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傳統醫學科主任

      黃中瑀醫師

17.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泌尿科主任

      陳證文醫師

18.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針傷科李科宏醫師

19. 新竹市名老中醫丘應生院長

20. 董氏奇穴專家曾天德院長

21.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主任委員蔡三郎理事長

22. 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科王志嘉醫師

── 大會邀請演講的國際專家學者 ──

── 大會邀請演講的台灣專家學者 ──

* 大會演講主題及場次請上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網站參閱
* 歡迎全國中醫師踴躍報名出席一年一度的國際論壇盛會，並歡迎中醫
  藥界廠商參加台北中醫藥現代化資訊展及學術壁報展，報名請上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網站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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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草寺 雷門合影留念

出發前於松山機場合照 於東京街頭著名地標LOVE合影 參觀東京帝京平成大學

2013日本中醫學術大會活動報導
文／理事 熊偉程

第三屆日本中醫學會學術總會於9/14~9/15於日本東京盛大召開，本會由曹永昌理事長親自率

隊熱情與會；大家提前一日出發，抵達羽田機場後，由王曉明教授親自接機，並接待前往東京市區

觀光旅遊，我們夜宿在新宿京王飯店，東京都廳就近在咫尺，都廳45樓觀景台是值得一去的景點，

可以鳥瞰整個東京市區，晚上的夜景更是美不勝收。

第二日清早包車前往築地，享用新鮮的壽司之後，先後參觀了上野公園的國立東京博物館，

以及東京的信仰中心淺草寺，深入了解日本當地文化及信仰。下

午王教授特別安排參觀帝京平成大學附屬針灸中心以及接骨院，

去的時候剛好有位足球選手正接受治療，據說他比賽前後都會來

針灸推拿。晚上參加日本中醫學會的歡迎宴，大家於會場內四處

交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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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是第二天的學術大會，由理事長親自介紹

「台灣中醫與健保的現況」，在會場引起極大的迴響並獲得一致

的好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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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跟日本友人一一道別之後，隔日一大早就飛回台灣了。

短短四天三夜的行程，讓我們充分感受到日本友人的熱情，

非常感謝王曉明教授的盛情招待，還有帝京平成大學的真秀以及

理莎惠同學為我們導遊，台日中醫師之間的友誼，經過本會多年

來的交流已經相當穩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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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帝京平成大學前留影 日本中醫學術大會懇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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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芳名譽理事長於學術大會開
幕時致詞

台灣代表團團員與曹開鏞會長等貴賓合
影留念

代表團團員於澳門旅遊塔旋轉餐廳享用
午餐

曹永昌理事長會後發表賀詞並邀請參加
明年國醫節大會

澳門國際中醫男科第八屆學術大
會出席盛況

澳門中醫師協會彭向強會長致贈紀念牌

陳理事長（右三）獲頒世界中聯男
科專委會副會長證書

會後團員心情愉悅於晚宴聯誼合影留念

陳理事長代表台北市公會頒贈
紀念牌給曹開鏞會長

學術大會後晚宴聯誼專家學者前合影留念

澳門國際男科學術大會參與記    文/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委林源泉常務理事

國際第八屆中醫男科學術大會於今年10月26日假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山頂醫院）」召開，

同時舉行的尚有「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男科專業委員會第六屆學術年會」及「第三屆海峽兩岸中

醫男科學術論壇」，共有來自於中國、香港、澳門、美國、日本、泰國、新加坡及台灣等國家地區

之專家學者共二百餘人參加，我國台灣代表團由陳名譽理事長志芳帶領團員17名參會。

這次相關論文共發表213篇，是中醫男科臨床心得分享與研究成果報告的巨著，其科學性與參

考性相當高，台灣代表團有陳理事長等五位提供了論文。專家論壇方面，廖桂聲醫師還發表演說

「男性更年期情志致病中醫治療」，獲得滿堂掌聲。曹永昌理事長亦於會後發表祝賀感言，並邀請

與會者參加明年國醫節在台北市舉辦的第六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大會前一晚假中國珠海粵海酒店召開「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男科專業委員會換屆大會」，

我方代表有七名獲選進入理事會，其中：陳志芳榮任副會長，曹永昌、林展弘榮任常務理事，林源

泉、陳鐵誠、陳宜華、林文彬等榮任理事。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可以說是台灣中醫界正式進入世界中

聯合會專業委員會理事會的團體（應該是第一個），可喜可賀！

    2014年的國際中醫男科第九屆學術大會，原訂於泰國曼谷舉行，經陳理事長積極爭取的結

果，世界男科學會理事會決定改由台灣承辦。屆時將有海內外的中醫男科專家學者雲集於台灣台

北，將是我台灣中醫界的盛事，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2013/12/10 2013/12/102013/12/10 2013/12/10第 20 期/第 8 版 第 9 版/第 20 期膏方論壇報導 聯誼活動專欄

台灣首屆膏方熱烈舉行           文／大會執行長林展弘監事長

立冬開始是「生機潛伏、陽氣內藏」時節，要講究"養藏之道"，此觀念為中醫治病、養生保健的重要元素

之一；冬三月合宜的調養，為來年強壯體質奠定厚實根基，即「三九補一冬，來年少病痛」。近年來每臨冬季

在大陸中醫院，湧現大排長龍的民眾，掛膏方專家門診求取膏滋方調養；冬天服膏方調養，已成為養生保健的

新時尚，尤其在江、浙及上海等地盛行。2009年10 月施純全、陳潮宗名譽理事長與本人受邀參加南京首屆金

陵膏方論壇，時值膏方門診旺季，考察當地膏方應用、製備的流程。

中醫膏方紀載最早出現於《黃帝內經》，可見膏方應用已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優質膏方是一種具有高級

營養滋補和治療防病綜合作用的藥劑，能袪邪治病，扶正補虛，是中醫獨有的調補方式。發揚中醫藥治病防病

的特色，膏方應用的推廣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曹理事長對此有深刻的使命感，將膏方推廣列為任內重點活動之

一，指示本人籌劃、執行“台灣首屆膏方高峰論壇“為期四天。

此次活動為使參與的醫師能對開立膏方及製備工藝有全盤的認識，四天活動中分三大部份進行：理論講

授、臨症帶教、分組膏方熬製實作；邀請台灣、大陸兩岸專家共襄盛舉，其中臨症帶教由上海龍華醫院周端教

授指導、分組膏方熬製實作由南京市立中醫院雷茂華教授示範並監製學員操作；膏方熬製實作場地，於味全文

教基金會的烹飪教室進行，讓每位學員有實作的機會；會後參與醫師表示經過此的學習，對膏方應用製備就更

加熟悉，對此後推展膏方更加有信心！

常 用 滋 養 膏 方

一、龜鹿二仙膠(醫宗必讀)：
鹿角十斤、龜甲五斤，兩味先熬膏，再加入甘杞卅兩、人參十五兩，熬膏和用，每服一匙，早
晨溫酒下。治肝腎虛、精氣不足、瘦弱短氣、頭昏眼花、夢遺精極。

二、瓊玉膏(壽世保元)：
人參360g(研末)、茯苓450g(研末)、蜂蜜2500g、生地汁5000g、先將地黃煎汁和蜜煎沸，再加
入人參、茯苓二末，熬成膏，每服一匙，開水調服。治虛勞乾咳。

三、調肝和胃膏(慈禧光緒醫方選議)：
黨參三錢、生白芍四錢、金釵石斛四錢、桑葉四錢、竹茹三錢、焦三仙九錢、廣木香(研)八
分、枳殼(炒)二錢、橘紅一錢半、生甘草一錢、生白朮三錢，以水熬透，去渣，再煎濃汁，兌
煉蜜收膏，每服一匙開水調服。治肝陰虛脾胃不和之證。

四、扶正固表膏：
生北耆150g、防風60g、炒白朮200g、法半夏100g、陳皮100g、茯苓120g、桂枝50g、炒白芍
100g、白芷30g、製殭蠶100g、蟬蛻30g、松節150g、淫羊藿150g、炙甘草100g、生薑150g、龜
板膠100g、鹿角膠50g、阿膠50g、蜂蜜100g、飴糖100g，每服一匙，開水調服。功效：補益脾

肺，調和營衛。適用於脾肺兩虛之感冒，免疫功能低下之人群。

五、益精固本膏：
熟地黃100g、蘇淮山100g、山茱萸100g、牡丹皮100g、雲茯苓100g、澤瀉100g、枸杞子100g、
淫羊藿120g、何首烏120g、炒白朮100g、杜仲100g、桑寄生150g、砂仁(後下)30g、肉桂(後
下)30g、生薑150g、龜板膠120g、鹿角膠30g、阿膠50g、蜂蜜100g、冰糖100g。每服一匙，開
水調服。功效：補益精血，固本培元。適用於腎精不足之精力欠佳，性生活質量差之人群。

主持及主講人與出席人士合影 首屆膏方論壇大會出席盛況 膏方熬製現場實務教學研習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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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中醫經驗傳承暨重陽敬老聯歡會報導

今年重陽敬老活動於10月20日(星期日)假台北市延平南路142號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活動分為兩大主

軸，一為經驗傳承課程，近百位65歲以上的道長參加，百歲人瑞凌嶺先醫師也親自到場，並餽贈剪紙一幅，

喜獲瑰寶為88歲的蘇八達醫師。課程有陳淼和醫師主講:「河洛語與漢代醫學」；董延齡醫師主講：「銀髮族

養生之道」；陳欽銘教授主講：「帶狀泡疹皮疹愈後疼痛依舊的中醫療法」；陳秋輝醫師主講：「皮膚科疾病

用藥體驗」；戴吉雄醫師主講：「頭皮針的新針法」，更播放名醫陳春發道長及已故名老中醫張步桃道長的臨

床精彩回顧DVD，大家毫無保留，拿出壓箱真傳，實我中醫永傳不朽之象徵。

一為晚宴聚餐，美味佳餚，壽桃美酒齊備，資深道長一一上台受獎，節目精采多樣，有理監事們演唱由董

延齡道長作詞的「中醫真偉大」鏗鏘有力，聲勢震天；有陳鐵誠醫師、李秀美夫人賢伉儷和陳文戎醫師更來上

一段「戲鳳」笑聲不斷，好不熱鬧，名譽理事長鄭歲宗高歌「榕樹下」丹田有力，英姿如松，鄒貴文醫師演唱

「永恆的回憶」扣人心弦，王清福醫師「九月九的酒」音色音準絕佳，台風更是穩健，最終由全體理監事合唱

「感謝你的愛」，並在理事長曹永昌致感謝詞中為今年重陽敬老，永續傳承畫下完美的驚嘆號。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2年歲末電影欣賞會 
本會為提昇會員身心健康，調劑身心，舉辦102年度電影欣賞會，本次活動特

選公益影片以饗會員及眷屬，並於今日秀泰影城包下場地，提供會員欣賞，歡迎會

員攜眷欣賞。

片名：看見台灣(榮獲今年度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地點：今日秀泰影城／台北市峨眉街52號（昆明街口）

時間：102年12月29日（星期日）下午2時

※ 線上報名登錄名單及正確進場時間公告於公會網站首頁。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3年新春音樂欣賞會       

時 間：103年02月16日(星期日)農曆正月十七日下午14:00－16:00

地 點：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演 出：張春發老師暨西蓮兒童樂團

張春發老師／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研究所畢業，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班，自幼喜愛美

術、音樂、文學，近年來將詩書畫、文學、音樂、古琴、吟唱融入創作中，將傳統與現代結合，創造

新的美學生活，在日本與臺灣策演茶會、音樂會備受肯定，西蓮兒童樂團為張老師指導的國樂團。

01 新年樂   05 躍馬中原－紙藝體驗DIY   10琴簫吹奏－陽關三疊
02 青春之曜   06 武術表演－少林拳   11曲笛吹奏－新年好 
03 春聯佳句現場揮毫  07茶會聯誼    12小麻雀
  ／贈送參會人士   08新春詩句揮毫、古詩吟唱  13.青蛙跳進水中央
04 馬到成功/現場畫馬   09古琴彈唱－月出、鐵骨冰心醉  14.閃亮如如大地情

音樂欣賞會茶敘時間備有精緻點心，歡迎本會會員攜眷參加。請於1月30日前傳真報名。

服務專線：(02)2314-3456．傳真號碼：(02)2314-8181。

文／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呂文智常務理事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84屆國醫盃聯誼比賽

．桌       球／1月12 日(星期日)中午12:30報到台大婃合體育館B1桌球室  ／承辦：陳朝宗醫師、蔣振陸醫師

．高爾夫球／1月14日(星期二)上午06:40報到AM07:00開球新淡水高爾夫球場

                    (新北市淡水區八勢路300號/02-28092466） ／承辦：鄒政虢醫師

．圍       棋／1月19 日(星期日)下午13:30公會貴賓室青島西路11號3樓／承辦：柯品豪醫師、陳文戎醫師

．歌       唱／2月23日(星期日)下午1時北市民權東路3段136號2樓之1佳盈名商聯誼會／承辦：陳文戎醫師、陳志芳醫師

歡迎同道踴躍報名參加各種聯誼活動比賽，以棋、球會友，增進交流。欲報名者，請向公會報名，

報名專線：2314-3456，或逕向各活動負責醫師報名。http://www.tpcma.org.tw

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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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2013中醫休閒日
樂活．養生．公益．健康嘉年華

文／活動執行長  陳曉鈞常務理事

一年一度的台北巿中醫師公會中醫休閒日，在公會召開多次的籌備會議後，終於在11/3(日)盛

大舉行，本次的活動有別以往；第一、加入了二手物品及跳蚤巿場義賣，並將其所得全數捐作公益

之用。第二、國健局的四癌篩檢，為大家的健康把關，第三、有正積極推廣的中醫護眼防治近視穴

位保健按摩教學，第四、邀請家扶中心的小朋友一起參加我們一整天的活動。

工作人員在早上7點，便開始陸續進駐植物園博愛路入口準備；8:30迎接會員報到，在會員同道

們與工作人員的親切互道早安聲中，我們以歡樂，愉快的心情，展開今天的活動。

首先登場的活動是植物園的藥用植物導覽，及植物園11月主題「竹」的導覽解說。在會員及眷

屬等陸續報到後，活動於9點正式開始，首先由曹永昌理事長介紹今天與會的貴賓並邀請本會陳志芳

名譽理事長及林展弘監事長致詞，並一一介紹負責導覽的講師：北醫的張憲昌教授，韓傳孝老師，

本會理事陳天定醫師，及植物園的吳富旺、游紘一、喻金籃及林瑞詠等四位志工老師，並代表公會

頒贈感謝狀。隨後登場的依七個分組各自帶開，在輕鬆及悠閒的氣氛中漫步在植物園中，展開導

覽。11點結束後，大隊人馬移師南門國中享用午餐。用餐期間永遠的主持人呂文智醫師為大家獻唱

「追追追」，曹理事長演唱「堅持」，和公會幹部表演的「中醫真偉大」等歌曲，本會美麗動人的

洪麗妃醫師所領銜的健舞社帶來勁歌熱舞，為大家用餐助興。

下午１點健康公益園遊會大會正式開幕，由曹理事長帶領大家宣讀「中醫健康宣言」，衞生局

長官、郭昭巖巿議員、秦慧珠巿議員、張茂楠巿議員及台北巿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鄭振鴻院長、長

庚醫院中醫部楊賢鴻部長、前國立中醫藥研究所陳介甫所長及台北巿中藥商公會連俊英理事長及各

中醫學會理事長及本會理監事共同與會，另外有經國健康管理學院健康休閒系老師帶大家作健康養

生操，隨後由理事陳天定醫師，曹永昌理事長，及公會閃亮三姐妹（吳姐，湯妺妺，珮茹），帶領

曹理事長帶領會員進行植物園樂活知性之旅

曹理事長代表公會贊助台北家扶中心捐贈儀式

公益健康園遊會開幕式健康養生操活動

曹理事長致贈熱心公益給全聯會張景堯監事長

公益健康園遊會開幕式後公會幹部與來賓合影

公會資深中醫陳鐵誠醫師為民眾的健康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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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戎理事主持二手捐贈物拍賣的熱烈情況

休閒日活動進行緊張刺激的拔河比賽

熱心理監事認購張步桃老師生前典藏的老窖酒

楊賢鴻常務理事帶領長庚醫師隊勇奪拔河冠軍

園遊會陳天定監事向民眾宣導中醫穴位護眼操

曹永昌理事長與全體幹部於大會閉幕式合影

大家作中醫穴位護眼操。開幕式揭幕後，各攤位同時進行義賣及園遊會闖關活動，有美食區的爆米

花、豬血糕、九宮格、四癌篩檢、中藥材展示、手工肥皂、香包DIY及跳蚤巿場義賣等，而操場也

同時進行踩氣球、三分球投籃、男女混排及拔河等趣味競賽，讓會員同道及眷屬大顯身手，獻技同

樂。其中曹理事長為此次中醫公益活動，捐出其祖父名書法家曹容的書法墨寶義賣，最後以6萬元由

全聯會張景堯監事長標得，為本次活動帶來另一波高潮。拔河是本會每年比賽的重頭戲，各隊同心

協力，眾志成城，也成為競賽活動的高潮。最後拔河比賽由長庚聯隊奪冠，男女混排及投籃比賽則

由巿中聯隊掄元。賽後勝利各隊接受大會表揚，並與理事長合影留念。在陳文戎及陳贊文醫師高水

準的配合義賣下，生動有趣的帶動現場氣氛，將所有義賣品清空，一件不留，並將愛心所得由曹理

事長代表公會捐出，致贈家扶中心、自閉兒基金會、唐氏症基金會、台北市私立自立社區學園等單

位，現場氣氛溫馨感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張步桃老師遺愛人間，師母一聽到公會要辦公益活動，二話不說，便將老師所

珍藏的限量金門老窖酒，及特窖酒各5瓶，加上張老師親筆所抄錄之心經，提供給公會作義賣，捐作

公益。由張雲鵬醫師、楊仁鄰醫師、黃建榮常務理事及臨床醫學會理事長溫崇凱醫師，及中華中醫

學會理事長陳曉鈞醫師及各醫學會理事長認講。

最後，大會高潮是豐富的摸彩，大家帶著期待、愛心、驚喜、歡笑，享受中醫休閒日的活動，

在陰時多雲偶陣雨的天氣下劃下句點！感謝默默付出的工作，及感謝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員，公會的

蔡總、吳姐、湯妹妹、佩茹、妙妙、小廖、林姐、賴姐、靜怡、小志工們…。特別感謝永遠的主持

人呂文智醫師，副執行長楊正成醫師，陳月琴理事長，柯品豪醫師，蔡德豐醫師，陳文戎醫師，陳

贊文醫師，及楊仁鄰醫師，黃建榮醫師，健舞社全體美女及所有參加的會員同道及眷屬。

感謝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長庚紀念醫院、台北市中藥商公會、台北醫學預防醫學部、

南門國中、植物園、家扶中心、自閉兒基金會、唐氏症基金會、台北市私立自立社區學園參與，及

參與義診及表演的醫師們，並感謝各醫學會及各大藥廠熱心協助，除提供豐富摸彩品及工作同仁支

援，使本次的樂活養生公益健康嘉年華會熱烈圓滿，使大會洋溢愛心滿滿人人健康久久。



2013/12/10 2013/12/102013/12/10 2013/12/10第 20 期/第 12 版學術活動通告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兒科常見疾病中西醫診治進修課程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上課日期：自102年12月15日(星期日)起每月第一、三週日(14:00-17:40)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12 / 15
14:00~15:40 小兒胃腸肝膽疾病西醫診治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小兒科主任       李銘峻醫師

16:00~17:40 小兒胃腸肝膽疾病中醫診治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鄭宏足醫師

1 / 19
14:00~15:40 小兒泌尿與腎臟疾病西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內科部        曾敏華主治醫師

16:00~17:40 小兒泌尿與腎臟疾病中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內兒科       陳俊良主任

2 / 16
14:00~15:40 小兒內分泌與免疫性疾病西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內科部           歐良修主治醫師

16:00~17:40 小兒內分泌與免疫性疾病中醫診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兒科        顏宏融主治醫師

3 / 2
14:00~15:40 小兒常見傳染病與寄生蟲西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內科部       郭貞孍主治醫師

16:00~17:40 小兒常見傳染病中醫診治 三稜中醫診所院長       蘇三稜醫師

4 / 20
14:00~15:40 小兒呼吸系統疾病西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內科部              賴申豪主治醫師

16:00~17:40 小兒呼吸系統疾病中醫診治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鄭宏足醫師

5 / 4
14:00~15:40 小兒皮膚系統疾病西醫診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           楊靜宜主治醫師

16:00~17:40 小兒皮膚系統疾病中醫診治 三稜中醫診所院長        蘇三稜醫師

上課報名費：$6,000元(含上課講義)，全程出席本課程之中醫師，可申請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24點

(積分申請費2,400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過敏性疾病中西醫診治研討會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2號/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日 期：103年4月13日(星期日)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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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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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30 茶　敘

16:3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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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1,000元(3/30前報名繳費優費9折，現場報名加收100元行政費)，

積分申請費800元 (教育積分8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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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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公告
網      址：http://www.tpcma.org.tw/index.php?id=593401&id2=1475

申請資格：申請研究計畫資格為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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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年1月31日以前電傳申請書，書面審查後通知口頭簡報，經審查委員會審定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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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年度國醫節學術大會公開發表，其研究論文發表於醫學期刊，登錄於國際醫學期刊(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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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八十四屆國醫節中醫藥著作獎甄選
網    址：http://www.tpcma.org.tw/index.php?id=593401&id2=1475

類    別：1. 醫藥學術類　2. 學術論文類　3.臨床醫學類　4.通俗醫學類  5.醫經醫史類

◎參加甄選著作品以100年1月以後出版之中醫藥書籍（具有國家圖書館登錄ISBN編號）以尚未入選者為限，

學術論文類以登錄於國際《SCI雜誌》之論文或登錄於國內醫策會審定通過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期刊：《中醫

藥雜誌》、《北市醫學雜誌》、《中醫藥研究論叢》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本會會員為限。為利於審查作

業，請於103年1月15日前填具登記表，連同著作品壹本寄回公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3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申請
網    址：http://www.tpcma.org.tw/index.php?id=593401&id2=1475

◎鼓勵會員子女研究中醫學術，傳承中醫醫學，增進國民健康，凡就讀國內大學中醫學系(含後中醫)會員子女

為獎助對象。經本會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者，於103年3月16日（星期日）國醫節大會上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壹萬元正，請會員子女親自出席受獎。(申請獎學金之會員子女以表揚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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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2311-064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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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與台大醫圖

DOI合作，凡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文章即上傳DOI數位期刊登錄，增加文章下載及被引

用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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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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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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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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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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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國醫節慶祝大會頒發論文登錄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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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卷第2期於103年9月30日出刊於10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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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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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課 堂                           課  程  主  題

11:00-11:40 大會演講 針刺手法治療運用與取效關鍵

13:30-17:30 特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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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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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6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特別講座
一、張縉教授針刺手法特別講座
上課地點：3/16大會論壇及特別講座／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上課日期：103年3月16日(星期日)

二、黃煌教授經方特別講座
上課地點：3/15-16大會論壇及特別講座／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17-20特別講座／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上課日期：103年3月16-20日(星期日至四) 

日期 時間 課 堂                           課  程  主  題

3/15(六) 11:00-12:30 大會演講 經方的魅力

3/16(日) 14:00-17:00 第一堂 經方家的醫學與臨床應用

3/17(一)
09:00-12:00 第二堂 附子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一)

14:00-17:00 第三堂 附子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二)

3/18(二)
09:00-12:00 第四堂 人參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

14:00-17:00 第五堂 二苓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

3/19(三)
09:00-12:00 第六堂 黃連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一)

14:00-17:00 第七堂 黃連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二)

3/20(四)
09:00-12:00 第八堂 地黃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

14:00-17:00 第九堂 其他類方的臨床應用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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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鄭仁皓院長微針醫美特別講座
上課地點：3/16大會論壇／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17特別講座／YWCA 台北市青島西路7號9樓 902教室
上課日期：103年3月17(星期一)

日期 時間 課 堂                           課  程  主  題

3/16(日) 12:20-13:00 大會演講 面癱後遺症針灸美容治療

3/17(一)

09:00-12:00

特別講座

韓國美容針基礎講解、韓國美容針的臨床應用

韓國美容針進階應用、端雅顏針刺療法操作技

巧與注意事項、臉部埋線介紹、除皺緊實整顏

針、現場示範教學13:30-16:30

主講：鄭仁皓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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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仁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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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課程一律嚴禁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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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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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6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特別講座報名表

姓  名 電   話

身分證
字  號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一、張縉教授針刺手法特別講座
       □ 3/16特別講座6,000元(1/31前繳費8折，2/15前繳費9折)。 □ 針灸醫學會學分5點500元。

二、黃煌教授經方特別講座通告(3/16-3/20共9堂)
□ 全程報名費16,000元(1/31前繳費9折14,400元，2/15前繳費9.5折15,200元)。

□ 單堂2,000元(1/31前繳費9折，2/15前繳費9.5折)共計    堂          元

□ 每堂積分3點，最多可申請24點(每點100元）。    共     點          元

三、鄭仁皓院長微針醫美特別講座
□ 3/17特別講座12,000元(1/31前繳費8折，2/15前繳費9折)。

□ 每堂積分3點、最多可申請6點(每點100元）。共      點        元。

請利用郵局劃撥繳費(請註記課程名稱)，戶名 :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帳號:00195927 
TEL：(02)2314-3456．FAX:(02)2314-8181．E-mail：tp.cma@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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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八十四屆國醫節慶祝大會第六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通告

大會議題
為慶祝第八十四屆國醫節，特結合海峽兩岸及國際的中醫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中醫的科學性，確立實證醫學地位，裨益中醫
藥文化傳承，創新中醫藥的臨床療效，推動中醫全球化，促進中醫藥事業蓬勃發展。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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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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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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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夏文化基金會

大會時間 2014年3月15~16日（星期六、日）會期兩天

大會地點 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http://www.thcc.net.tw

與會人員 中國大陸、韓國、日本、東南亞、美國、加拿大、巴西、歐洲與台灣的專家學者及中醫藥界人士將有1,500餘人出席。

註冊費用
◎ 報名參加3/15、16註冊費新台幣4,000元(含大會論文集、兩天午餐及30點繼續教育積分)。2013年12月 
    31日前報名3000元優惠，2014年1月31日前報名3200元。(發表演講者註冊費優惠收新台幣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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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藥基礎理論、中醫經方典籍探討、中醫藥實證研究、中醫藥臨床研究或裨益中醫藥文化傳承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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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4)附上作者姓名、學歷、工作單位、職稱、通
訊位址、電子信箱。徵文截稿日期：2014年1月31日。經大會審查通過錄用的論文(全文或摘要)收入大會論文集，若要口頭
發表者請務必註記。

大會壁報
論文發表

壁報尺寸為寬90cm高140cm，牆報紙的刊頭包括論文標題、作者及工作單位，自行張貼壁報免收費用，請於1月1日前報
名。若欲參加壁報展比賽請於1月31日前電傳口頭報告內容，向大會秘書處登記，經大會評審錄取優秀前三名獎金分別為新
台幣3,000元、2,500元、2,000元公開表揚。大會代為輸出壁報酌收製作費用新台幣800元。

論文口頭
報告發表

口頭報告時間為每位10~15分鐘，有意口頭報告者(含摘要)請於2013年12月31日前報名，並於2014年1月31日前電傳報
告論文內容；口頭報告論文須先經大會籌備會學術組審查通過後，具有創新者將優先依論文類別安排報告次序。

參加展覽
攤位規格：面寬度3m，深度2m，高度2.5m。
配備：公司看板、照明投射燈、插座、接待桌、桌巾、椅子X2、地毯，每一展示位新台幣：30,000元起。2014年1月31日
前繳清費用九折優惠。  特別展示位費用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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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元，封面內頁，彩色雪銅紙200磅印新台幣30,000元，封底
內頁新台幣20,000元。2014年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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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郵編10041)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報名電話 886-2-23143456

A
3月15日(六)09:00～18:30
第六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一) / 中醫經方論壇/中醫專家特別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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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日)09:00～16:50
第六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二)
內婦兒科、針傷醫學研討會、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1/301
401/402CD

會議廳

醫學課程14點
報名費500元／積分費1,400元

C
3月16日(日)10:10～16:50
103年中醫健保法規倫理兩性感染研習會

403
會議廳

醫學倫理感染與性別議題課程7點
報名費500元／積分費700元

姓　名
電話

用      餐 爀□ 葷食　      爀□ 素食
傳真

通訊地址
爀爀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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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星期六) 爀 □ A 醫學課程 16點

3月16日(星期日)
爀 □ B1醫學課程 6點(上午)  爀□ B2 醫學課程 8點(下午)

爀 □ C1品質法規課程 3點(上午) 爀 □ C2 倫理感染性別課程 4點(下午)

※大會報名繳費請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户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註記繳費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