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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衛生局104年度的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於5月15日至11

月30日進行診所實地訪查，為使訪查時效性及避免影響診所看

診業務，請負責醫師配合衛生局提供必要查核資料：收據、醫

療病歷(隨機)、藥袋，並請自行上網下載督導考核紀錄表，自

行填妥基本資料及檢查項目，建議會員逐一檢視，以免違反規

定被罰。針對消費意識高漲，診所務必保障病人就醫安全，及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順暢。為建構安心的醫療環境，本會皆為會員投保醫師業

務責任險，凡業務上引起的醫糾，請會員立即向保險公司承辦人連繫，維護自身權

益。

有關全民健保中醫門診業務，依健保署最新的資料顯示，台北區104年第一季

點值約為0.9438，僅高於中區，但仍低於全國六區的0.9616。而全國醫療費用點

數成長率為1.96%，台北區的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為2.8%。全區費用點數成長因

素主要為每人就醫次數(成長率1.4%)及每次就醫費用(成長率2.1%)增加所致。

全聯會鑑於近年來中醫的利用率並未提升，為加強民眾對中醫藥的認識，全聯

會於今年4月12日委託本會，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兩廳院廣場舉辦「2015台灣養

生保健嘉年華」，本次台北區中醫界的大合作，結合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及台

北市中醫師公會共同辦理中醫保健嘉年華，本次活動主軸為養生保健功的推廣及中

醫養生保健諮詢，活動熱烈超過6000位民眾參加本次的活動，為台灣中醫界有史

以來最具規模的戶外活動。

本會健康推廣委員會，繼中醫護眼操國小校園巡迴講座，舉辦社區健康推廣巡

迴講座，並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及中醫醫學會合辦「中醫藥全方位養

生健康系列講座」，今年6月起每月第一週五上午於公會會議廳舉辦「健康管理養

生保健講座」，期望多元化的健康講座，使民眾更認識中醫親近中醫，多多利用中

醫的保健優勢，使國人活出更健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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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政公文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01.29北市衛食藥字第10450467000號函：
近年來檢警調單位查獲多起地下工廠製造、供應中藥偽藥案件，請轉知所屬會員自律，不得委託
製造藥品，販售、供應或使用無藥品許可證之製劑，違者依法辦理。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02.16北市衛醫護字第10450915700號函：
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03.30北市衛醫護字第10431761802號函：
衛生局定於104.05.15-11.30進行本年度基層醫療機構實地督考，請診所配合備妥相關文件資料及督
導考核指標紀錄表以利訪查。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02.26北市衛醫護字第10450948700號函：
有關醫療機構自費美容醫療業務可否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付費機制之適法性疑義。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04.14北市衛醫護字第10451910401號函：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
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
施。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違反上開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以確保醫事人員執
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4.23(104)全聯醫總成字第0744號函：
會員應審慎開立醫事鑑定書、專業意見書或診斷證明書，以防不當醫事糾紛產生，並保障醫師人
身安全。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4.04.30北市衛醫護字第10452385000號函：
醫療機構非屬營利事業，應避免醫療行為與商業行為混淆而影響醫療作業。

◎衛生福利部104.05.12衛部中字第1041860595A、B號函公告
「民俗調理業管理規範」自104年6月1日生效。104.04.30衛署醫字第101208540A號函頒「傳統整復
推拿人員執業管理要點」自104年6月1日停止適用。

   健保資訊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1.19(104)全聯醫總成字第0609號函：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104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
案」。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4.01.27中執會台北(3)昌字第64號函：
檢送103.12.30修訂「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台北業務組中醫門診總額抽樣抽審實施方案」。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4.02.03中執會台北(3)昌字第66號函：
103年第4次「中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報告案相關事項。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3.03(104)全聯醫總成字第683號函：
檢送衛生福利部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中醫部分項目並自104年2月
1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4.04.13(104)全聯醫總成字第734號函：
向民眾收取自費項目時應主動告知：原因、費用及健保給付規定，並請院所張貼「中醫門診就診
須知」以減少民怨。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4.04.20中執會台北(3)昌字第93號函：
104.3.24修訂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台北業務組中醫門診總額抽樣抽審實施方案」。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4.05.06中執會台北(3)昌字第97號函：
104年第1次「中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報告案相關事項。

公文全文及附件請上公會網頁參閱    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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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衛生褔利部公告：

民俗調理業管理規範
                             104年5月12日衛部中字第1041860595號公告自104年6月1日起實施

一、為確保民俗調理業服務品質，保障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健康等權益，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所稱民俗調理，係以紓解筋骨、消除疲勞為目的，單純運用手技對人施以傳統整復推拿、按摩、
腳底按摩、指壓、刮痧、拔罐，或使用民間習用之青草泥、膏、液狀外敷料所為之非醫療行為。

三、民俗調理營業場所設置，如與醫療機構同一地址，應有實體區隔、且獨立門戶及市招。

四、民俗調理營業場所不得陳列藥品、醫療器材。

五、民俗調理業應加強自主管理，建立人員工作倫理守則，並將服務內容、收費情形及倫理守則，揭示於明
顯處所。

六、民俗調理業得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並得使用「傳統整復推拿」、「按摩」或
「腳底按摩」作為市招名稱。

七、民俗調理業依營業規模及經營型態，其建築、消防設施與設備，應符合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之規定。

八、民俗調理營業場所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及安全。

九、民俗調理業刊登廣告，建議遵循以下內容：

(一) 通用用語：

1. 指壓、刮痧、拔罐。

2. 紓解筋骨、消除疲勞、促進血液循環、經絡調理、民俗調理。

3. 民俗調理相關技術士檢定合格或民間團體依法辦理之教育訓練或能力鑑定證明。

(二) 傳統整復推拿業：傳統整復推拿、民俗推拿、頭頸肩背放鬆、頭部、頸部、背部、上肢、腹、腰
部及下肢調理。

(三)按摩業：按摩、頭頸肩背放鬆、頭部、頸部、背部、上肢、腹、腰部及下肢調理(按摩)、經絡按摩。

(四)腳底按摩業：腳底按摩、沐足、潤足、下肢調理(按摩)、腳底經絡按摩。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內容。

十、民俗調理人員不得為易讓人誤認具有醫療效能之建議或宣傳。

十一、民俗調理人員不得在醫療機構招攬客人。

十二、民俗調理人員執行業務，應配戴身分識別證，並不得對消費者從事下列行為：

(一)醫療行為。

(二)以口語或其他方式提供醫療或藥物諮詢建議。

(三)自行調製藥品。

(四)販賣藥品、醫療器材。

十三、視覺功能障礙者按摩業其工作場所之設置、營業登記與市招管理，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
辦理。

十四、民俗調理業之營業衛生，建議應遵循以下規定：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營業衛生自治法規。

(二)營業場所傳染病防治衛生管理注意事項。

十五、民俗調理業應接受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

※ 衛生福利部103年11月28日衛部中字第1031880822號函提供「民俗調理人員工作倫理守則範本」參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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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健康推廣委員會主委  鄭秋霞

健康推廣委員會至今已成立一年多，這一年來總共辦了156場演

講，我們深入各社區、圖書館、各鄰里，甚至有到公司行號、各種機

構，如：扶輪社、YMCA。在中醫健康嘉年華會我們也參與了提供民眾

健康諮詢義診的服務，我們秉持著光大中醫的服務範圍，希望民眾可以

更瞭解中醫的治病理念與療效，以及我們所能提供的服務範圍，希望能

在推廣的部分更加的落實，往後我們也會朝著這個理念更加的努力，健

康推廣委員會於每月第三週的週五皆有讀書會，七月後的讀書會形式將

有些改變，除了主題報告之外也會實際開立出書目，提供給幹部群以及

醫師們充實自我的機會，近日同林源泉常務理事也將規劃舉辦：如何增

進演講以及看病的技巧、如何讓民眾跟病患可以更瞭解中醫的實質，我

們的遠程目標是希望可以運用公會的力量，將中醫深入校園以及社會各個角落，讓中醫成為民眾健康守護的

第一選擇。希望更多的同道可以參與我們、加入我們，讓更多的民眾可以多瞭解中醫的治病與內涵，以及中

醫涵蓋的範圍有多麼包羅萬象，如果有同道希望我們到您所服務的鄰里去做更進一步的拓展，我們都很歡迎

您跟我們聯絡，我們將以公會名義去做拜訪以及安排。

台北榮總張德銘總院長104年5月22日率陳
光國及劉建麟兩位副院長為中醫用藥安全
錯誤報導公開澄清。(詳右圖)

中藥安全有效
台北榮總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主任楊振昌研究指

出，從全民健保資料庫中，找出13864名腎臟病者

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有服用中醫師處方中藥的病

患，比沒有服用醫師處方中藥的病患，死亡率減少

4成。由此可證中藥之安全性經得起臨床考驗無

疑。(103年9月21日自由時報報導)

服用中藥請找合格中醫醫療院所

衛福部：市面上中藥均有高品質把關
衛福部中醫藥司司長黃怡超教授聲明，衛福部針對中藥材、中藥製劑均有定期稽查，歷年調查結果合

格率都維持在9成以上，對於健保給付的科學中藥、顆粒劑均有高度品質把關，民眾不必過於恐慌。

(104年5月17日自由時報報導)

就診中醫安全雙保障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監事陳潮宗表示，中醫使用科學中藥均經過GMP認證藥廠提供；

中藥飲片亦來自合格藥廠及中藥商，符合國家農藥及重金屬殘留檢驗合格範圍之原料；中醫診所使用

之中藥材料皆經過中醫師嚴格篩選，確定雙重保障。(104年5月23日聯合報報導)

本會呼籲民眾就診中醫時，請選擇合格之中醫醫療院所，請關心用藥安全以維護身體健康，來自路邊

攤、夜市、地下電台等販售之中藥材及製劑，多半來路不明且未經衛生機關檢驗，建議不要亂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關心您的健康

感謝蔡煌瑯立委(中)主持公道、全聯會何永成理事長(中左起)
施純全常務理事、新北市陳俊明理事長、台北市林展弘監事
長、全聯會柯富揚秘書長（最右）及中醫代表等抗議榮總發
表不當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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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26 期  MERS-CoV專欄

認識MERS-CoV中東呼吸道症候群
MERS-CoV感染症是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感染引起的急性、嚴重呼吸道疾病，2012年9月在沙

烏地阿拉伯出現首例病例，目前共24國曾通報病例。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截至5月25日，MERS-

CoV確診病例達1,139例，其中431例死亡，死亡率高達37.8%。

過去三年，MERS主要集中發生在中東地區，日前南韓發生的MERS首例，即是從境外移入，主因是病患

曾到訪中東。儘管MERS致死率高達四成，比SARS高，而WHO或疾病評估目前尚未具社區感染之風險，該

病毒似乎尚未發生變異，亦尚無持續有效人傳人之威脅，然而以此次個案，1人即傳播達14人以上之接觸者

感染，南韓保健福祉部公共保健政策官權準旭2015年5月30日表示，南韓發現第13名MERS-CoV感染症患者

「M某」，是第12名患者的丈夫，於15至17日在醫院照料配偶時被感染，已經被送往國家指定醫院接受隔離

治療。且已有接觸者脫離管制，進入中國地區,並產生第2波之社區接觸者，因此目前疫情轉為嚴峻，因此我國

亦以相對展開各項後SARS整備防疫措施。

MERS-CoV與引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冠狀病毒並不相同，其特性仍在研究中。MERS-

CoV潛伏期2至14天，大部分病患表現是嚴重的急性呼吸系統疾病，症狀包括發燒、咳嗽與呼吸急促等。也

可能出現腹瀉等腸胃道症狀。病患胸部X光通常會發現肺炎，部分則出現急性腎衰竭或敗血性休克等併發症。

MERS-CoV目前尚無疫苗和特殊的治療方式。

MERS傳染途徑以飛沫傳染為主，初期會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至於來源，目前僅能從研究推

測，個案可能因接觸或吸入患病駱駝的飛沫或分泌物而感染，人與人之間的傳播主要是家庭內密切接觸或院內

感染，MERS-CoV通常是在無適當無防護狀態下，暴露在患者大量飛沫或「接觸其污染的環境」，以飛沫及接

觸傳染為主。基於目前疫情之嚴峻趨勢，台北市基於「料敵從寬」之原則，針對大臺北地區之疫情規劃策略，

盡力為本次MERS疫情之可能後續發展進行最佳之整備。

第一線執業醫護人員最重要的自我防護及感染管制建議如下

1. 於醫院診所掛號櫃台、服務台設立管制點，針對疑似患者(發燒、感冒或呼吸道症狀、腹瀉等)詢問疫
    區之TOCC（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群聚史）以協助發現疑似個案。

2. 於醫院門診診間門口貼示公告，針對疑似患者先行告知醫護理人員疫區旅遊史以為因應。

3. 醫師問診提示TOCC後之分流：疑似發現疑似個案後之轉診分流，可依您執業處所建議病患前往附近
    具備負壓隔離病房之指定醫院進行篩檢。

4. 醫院診所「第一線醫護人員，含掛號櫃台人員等，距離病人一公尺內請配戴外科口罩」；另外「手部
    衛生」，接觸病人前後洗手，於診間配置酒精性乾洗手液。

相關資訊可上台北市政府衛生局http://health.gov.taipei/

或疾病管制署http://www.cdc.gov.tw/「MERS Co-V專區」

查詢下載運用。

通報電話：1922、1999

T/問旅遊史

C/問接觸史

駱駝傳人(接觸傳染) 人傳人(飛沫傳染)

咳嗽                    發燒         呼吸急促及困難

O/問職業史

C/問群聚史

預防MERS-CoV 
請落實看診「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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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85屆國醫節‧創會65週年

第7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圓滿落幕
文／大會執行長  鄭振鴻

為慶祝第八十五屆國醫節，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三月十四、十五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85

屆國醫節暨創會65週年慶祝大會及第7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有來自中國大陸各省、香港、澳門、

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法國、瑞士、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14個國家及地

區，超過260位國外人士前來參會，國內中醫藥界人士超過1800餘位與會，共有2100餘位中外人士出席。

大會活動熱烈，為今年度台灣最具規模的中醫藥學術盛會，感謝全體出席人士熱情參與及協助本會辦理活動

的中醫藥團體。

三月十四日於201大會廳舉行「中醫專家學者特別演講」，大會邀請的專家學者有：美國董氏奇穴專家

楊維傑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李賽美教授、婦科主任導師歐陽慧卿教授、羅頌平教授、台北市中

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陳旺全教授、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腫瘤研究所所長許玲教授、台北市立萬芳醫院研究副

院長賴基銘教授。由於講題精采，大約800餘位人士擠滿現場聽講的大會廳。

出席論壇的國外來賓於14日晚上出席「外賓歡迎晚宴」，晚宴席開30桌，大會主席曹永昌理事長於晚

宴介紹各國出席代表團，並致贈大會紀念品，各國代表團並上台表演餘興節目。

出席大會的國外代表有:日本中醫學會平馬直樹會長、韓國首爾特別市韓醫師會朴爀秀會長、加拿大卑詩

省中醫藥管理局主席曹寶琪博士、美國中醫藥學會會長陳大志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劉燕池院長、上海中醫

藥大學何星海副校長、廣州中醫藥大學歐陽惠卿教授、福建中醫藥發展促進會鄭新清副會長、九龍總商會李

光華會長等率領各國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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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中醫藥學會等28個中醫藥團體。

三月十五日，上午9時舉行第85屆國醫節暨創會65週年慶祝大會，由台北市中醫公會曹永昌理事長主

持，衛生福利部許銘能常務次長、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黃世傑局長、全聯會陳俊明副理事長及中醫藥界來賓蒞

臨會場，開幕式由震撼管樂團演奏大會進行曲，揭開大會的序幕。大會主席曹永昌理事長致歡迎詞後，接著

邀請衛福部許銘能次長、黃怡超司長、台北市黃世傑局長等致詞，國外代表由韓國首爾市會長朴爀秀，大陸

代表由上海中醫藥大學何星海代表一一上台致大會賀詞。

大會開幕式管樂演奏大會進行曲

大會開幕式出席盛況

曹永昌理事長於大會致歡迎詞

與會各國專家學者代表與貴賓合影

衛福部許銘能常務次長致詞

論壇大會出席研究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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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大會開幕後即進行學術論壇，針對本次大會主題「傳承」、「創新」、「全球化」，共進行70

餘場精采的演講，有「大會特別演講暨經方研討會」、「針傷醫學臨床研討會」、「中醫內婦科學術研討

會」、「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健保新制與醫療法規研習會」、「各國中醫執業現況暨發展交

流座談會」、「海峽兩岸中醫藥臨床發表座談會」，演講者皆為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會場並進行學術壁報展

及比賽。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本次論壇與美國中醫藥針灸學會簽訂交流合作協議書。

本次論壇為服務來自海內外中醫人士，特開辦八個場次特別講座課程，計有「楊維傑教授董氏奇穴及

特效療法特別講座」、「吳漢卿教授水針刀特別講座」、「羅頌平教授婦科特別講座」、「王麟鵬教授針灸

特別講座」、「劉燕池教授婦科特別講座」、「鄭仁鎬院長微針醫美特別講座」、「李賽美教授經方特別講

座」，提供來自國內外的中醫師研習進修。

下午5時於301大會廳召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十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今年度大會追認台灣第一

位女中醫師已故莊淑旂博士為公會榮譽會員、表揚行醫超過50年以上資深會員道長，頒發優良學術著作品

獎、會員子女獎學金、國醫盃優勝獎盃。大會後於宴會廳席開40桌招待與會國內外來賓代表及公會會員。

晚會由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呂文智主持，在大會主席曹永昌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舉杯向全體與會人士致意，

即宣布晚會開始，晚會有女中醫師群的合唱表演、震撼管樂團的演奏，Remix樂團精彩演出，最後由理監事

及來賓合唱「讓愛傳出去」，為第七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畫下圓滿的句點。

本次大會承蒙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中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指導及經費補助，外交部、陸委

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等贊助，國內外各醫藥團體，各教學醫院協辦支持，衛福部

及台北市政府長官及中醫藥界先進蒞臨指導，大會籌備會執行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鄭振鴻院長

感謝全體委員及各工作小組合作，還有全體會務人員的努力，使本次大會能圓滿順利，將台灣的中醫推上國

際舞台，在世界杏林發光發熱，謹致上萬分的感謝。

各國外賓代表歡迎晚宴合影

曹理事長致贈加拿大曹寶琪會長獎牌 曹永昌理事長與參會國外人士合影 研討會出席盛況

曹永昌理事長主持國醫節記者會

表揚行醫50年以上資深會員

大會晚宴女醫師合唱團演唱

本會與美國中醫藥針灸學會簽訂MOU

大會晚宴理監事及來賓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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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會執行長　陳文戎

為向民眾倡導上工治未病「預防勝於治療」，中醫在養生保健治療的優勢，增加社會大眾對中醫的認知，

由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辦，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四個公會共同承辦「2015養生保

健嘉年華會」，4月12日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廣場熱烈登場。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特於春天生機蓬勃的季節，辦

理本次活動。當天參加民眾超過5000人，為台灣中醫界辦理民眾活動歷年來最具規模的盛會。

大會前幾天雖然陰雨綿綿，惟天公作美，當天上午晴空萬里，大會報到的民眾排了好幾條長龍。上午9時

台北市曹永昌理事長、新北市陳俊明理事長、基隆市林月慎理事長、宜蘭縣劉德才理事長已在會場接待與會貴

賓，有台北市副市長周麗芳、衛生局陳正誠副局長、新北市衛生局林奇宏局長、全聯會何永成理事長、常務理

事陳旺全、常務監事陳潮宗。還有遠從南部上來的前高雄縣理事長葉重順醫師、財團法人立夫醫藥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林穎曾。大會主席曹永昌理事長致詞歡迎與會來賓後，即邀請全聯會何永成理事長致詞，邀請台北市政

府周麗芳副市長、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林奇宏局長、台北市張茂楠議員致詞，大會除帶領全體民眾宣讀健康宣言

外，並邀請貴賓共同簽署健康宣言。

大會主席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曹永昌理
事長致歡迎詞

2015台灣養生保健嘉年華活動民眾熱
烈報到

曹永昌理事長與周副市長及大會貴賓
共同簽署健康宣言後合影

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理事長王
剴鏘教授「八段錦」

大會貴賓一同引領與會民眾一起做穴
位拍打功

出席民眾現場熱烈學習中醫養生保健
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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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開幕式後進行千人中醫養生功大會操，首先登場的為健康經國健康管理學院休閒系林怜利教授的「穴

位拍打功」、中醫抗衰老醫學會理事長王剴鏘醫師的「八段錦」、恩主公醫院中醫部莊敬仁醫師推動的「搖滾

八段錦」、中華民國玄牡太極健康導引學會的「五禽戲」、莊淑旂基金會的「防癌宇宙操」、台北市經絡氣功

研究學會李坤城理事長的「華陀五禽經絡功」、新北市公會洗髓功研究會莊豐源總教練的「少林八段錦易筋經

洗髓功」。

會場同時進行養生保健的園遊會超過80個攤位，本次活動承辦單位動員了將上百名中醫師義診，為民眾

的健康把脈，提供養生保健諮詢服務，會場並有中醫藥成果展、認識養生藥材、中醫體質檢測、癌症篩檢、養

生推拿等服務及養生食品展示推廣。

大會並邀請弱勢團體如兒童家扶中心、伊甸基金會、唐氏基金會等弱勢團體現場義賣物品。本次活動結

合養生保健與社會公益，使參加嘉年華的民眾，平時都能注重養生保健，多從事中醫養生功，期望人人健康久

久，社會愛心滿滿。

大會活動參與民眾的熱烈，可見中醫受到普羅大眾的肯定，中醫醫療要進步深耕社會基層，有賴全體中醫

師的共同努力。本次養生保健嘉年華順利舉辦，特別感謝台北市及新北市政府、國民健康署的指導、中醫師公

會全聯會經費補助、承辦單位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公會的團結合作，及所有參與本次活動的團體

及義診醫師、志工及辛苦的會務工作人員，有您們真好!

中華民國玄牝太極健康導引學會劉淑
美教練「太極健身氣功-五禽戲」

台北市經絡氣功研究學會理事長李坤
城醫師「華陀五禽經絡功」

新北市三峽恩主公醫院中醫部推廣
「搖滾八段錦」

新北市中醫公會洗髓功研究會莊豐源
總教練「少林八段錦易筋洗髓功」

財團法人莊淑旂基金會董事長莊壽美
女士「莊淑旂防癌宇宙操」

2015台灣養生保健嘉年華中醫藥諮詢
大會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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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一日遊：8月2日(星期日) / 二日遊：8月2~3日(星期日~星期一)
集合時間：104年8月2日(星期日)上午06:00集合／06:15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第一天 台北 → ➠烏石港 → ➠➠龜山島繞島+賞鯨➠ → ➠頭城農場➠ → ➠基隆 → ➠回台北 

06:00-08:00
【一日遊團員請擇一集合地點乘車】
06:15準時快樂出發～營養早餐+說說唱唱+卡拉OK歡唱～經雪山隧道國道風光

08:00-10:30

【烏石港】~龜山八景+賞鯨豚
龜山島屹立在太平洋，為宜蘭縣天然地標，因外貌酷似浮龜而得名，為目前台灣唯一確定

的活火山。龜山島海域為台灣三大漁場之一，是鯨、豚回游必經之路，龜山島賞鯨之旅不

只能欣賞鯨豚在海中跳躍的壯觀奇景，更能近距離欣賞龜山島的美麗佳景！

12:00-13:30 【頭城農場】鄉土料理~自助式午餐

13:30-17:00

【頭城農場】～農特產品DIY
葉拓T恤或環保袋，利用樹葉等天然材料，加入自己的創意巧思，就可以創作出獨一無二，

屬於自己風格的T恤(或環保袋)喔！

位於東北角海岸線上的頭城農場，讓每一位有緣千里來相聚的大小朋友，感覺像回到鄉下

的外婆家。佔地一百多公頃的農場，可以讓你有置身農村的感覺，可說是台灣的「桃花

源」...。頭城農場是宜蘭縣第一個民營機構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結合農業生產、

農村生態、農民生活實現『永續農業，三生與共』的宗旨。將「三生」－生產、生活、生

態－融合在一起，提供外界山林生態體驗與親子旅遊。希望孩子們來到農場，可以接觸一

切有生命的事物，吃的、玩的都來自大自然。

17:00-19:00 東北角風光~歡唱時光

19:00-21:30 一日遊團員晚宴~帶著滿滿的回憶結束歡樂假期，返回甜蜜的家。 ~期待下次再相會~

用   餐 早  餐：早安營養餐盒         午  餐：自助式鄉土料理           晚  餐：基隆港海產樓     

一日遊團員結束行程返北

18:00-19:30 二日遊團員長榮鳳凰酒店checkin + 自助式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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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長榮鳳凰酒店➠ → 宜蘭三星蔥之旅➠ → 國道5號 → ➠回台北甜蜜的家

08:30-11:30

【長榮鳳凰酒店】
享受沒有Morning call睡到自然醒的早晨，享用美味早餐，盡情使用飯店設施。
飯店的歡樂製造廠工廠，位於三樓健康休閒中心、球類娛樂室、KTV視聽室等多樣設施，讓
所有的貴賓們開心放鬆享受FUN假趣。1500坪親水空間,五項主題慢活SPA（自備泳衣、泳
帽），讓您以泉水的氤氳蒸開每一寸細胞，洗去每一分疲憊，享受每一秒的舒壓。

09:30-11:30 午餐~風味合菜

14:30-17:00
【三星蔥農夫青蔥體驗】
三星蔥可以說是「蔥中極品」，擁有獨特的風味與口感，稱霸全國，佔據每個美食家的胃。
宜蘭三星蔥之旅~蔥農體驗、導覽、下田拔蔥趣、洗蔥、DIY蔥油餅

17:00-19:30 羅東海鮮餐廳

19:30-21:30 國道5號~歡唱時光~結束歡樂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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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味午餐               晚  餐：羅東海鮮餐廳

活動行程：

8/2(日)
一日遊
費   用

團費 每位2,700元(含遊覽車、船票、門票、保險、早、午、晚餐)

會員參加免費；同行配偶（無配偶優待直系家屬1位）優惠價:2,400元；

其他眷屬、親友每位2,700元。3~6歲兒童每位2,000元(含車、船、門票、餐位)；

3歲以下兒童每位1,000元(佔車、不佔船、不佔餐位)。

【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人員每位費用為2,700元】

8/2~3
(日~一)
二日遊
費用

團費（含遊覽車、船票、門票、住宿、保險、早、午、晚餐）

　 2人房，會員本人優惠價：4,500元；眷屬團費每人：7,500元

　 4人房，會員本人優惠價：3,800元；眷屬團費每人：6,800元

       加人→6-10歲5,800元（含：車、船、餐位、加床，限加一位超出與大人住宿同價）

       6-10歲5,000元（含：車、船、餐位、不加床）

       3~5歲兒童：3,000元（含：車、船、餐位、不加床）

       3歲以下嬰孩：1,000元（含：車、不佔餐位、不加床）

報名方式

【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人員依團費全額收費】
　　房數有限，請儘速報名以免向隅，請以正楷詳填報名表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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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0577或E-mail: tinaanna3689@yahoo.com.tw

【報名參加自強活動之會員，行前敬請繳清104年1~6月常年會費$3,600元】

備　　註

1. 會員報名一日遊請預繳保證金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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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前15天通知無法參加，每位人員扣除行政費500元後，退剩餘款項。

‧出發日前7天到14天，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團費40％，退剩餘款項。

‧ 出發日前6天到前一日，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團費70％，退剩餘款項。

‧出發當日，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請恕無法退費。

   取消報名，滙退剩餘款項之手續費用另計。

◎ 小小叮嚀：參加者當天請著輕便休閒服裝、布鞋、休閒帽、攜帶防曬用品及輕便雨具

◎ 表格若不敷使用，敬請自行影印。謝謝您

◎ 集合上車地點請參閱公會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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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皮膚科外用藥

三黃軟膏製作及臨床使用
摘要

中醫師可依據病人情況需要，依據專業知識，開立處方藥物，依特定患者製作丸散膏丹，給與患者使用，這是合法

的，當然收費方面必須以服務病人為出發點，依收費標準收取工本費，畢竟醫師看病收取診療費，藥價必須合理化。醫師

給與藥物處方品項必須公開透明，保障病人權益。本文提供臨床中醫師，於調劑法令範圍內，門診時可依據病情需要，適

當調配外用藥膏，供特定患者使用，提高中醫治療的效果。古方藥膏製作方法繁雜，常使用具有重金屬成分的藥物，依據

現代醫學觀點並不是理想的治療方式，本文特介紹我常用的三黃軟膏製作方法。     關鍵詞：三黃軟骨、中醫外用製劑

前言
目前國內，礙於法令限制，中藥外用皮膚科製劑很少，大部分為傷科用藥及蚊蟲咬傷，主要原因GMP中藥藥廠必須遵

照古方的配方提出申請，或者依照先前通過食藥署登記的成方製作，只要稍微更動劑型及成分，便認定為新藥，中藥新藥

申請必須檢附安全性評估，花費大量成本及時間，台灣市場有限，藥廠不願意製作僅供中醫師使用的皮膚科軟膏，經查詢

中醫藥司目前藥品核准品項，中醫師處方使用的軟膏只有一種，且為傷科藥膏，其餘45種中藥軟膏皆為成藥。

中醫診所對於皮膚科軟膏的選擇性少，常有中醫診所聽信藥廠業務人員，推銷使用具有西藥主成分的皮膚藥膏，宣稱

藥物非醫師處方用藥，大包裝分成小盒裝，給予患者使用，或用於防止傷科藥膏所致皮膚過敏，這些西藥藥膏包括使用於

藥物疹的類固醇軟膏Fluocinolone 或Triamcinolone、抗黴菌藥物Econazole 及抗過敏藥物Diphenhydramine，雖然這些西

藥藥物主成分，可見於藥局為製劑分為醫師處方藥品、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民眾可依據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購買，

不需醫師處方；部分為開架式櫥櫃的皮膚科軟膏(成藥) ，民眾可自行購買，但是畢竟是西藥的主成分，中醫師使用含西藥

主成分軟膏，未告知患者，會有觸法之疑慮，臨床中醫師必須避免為之。

法規依據
依據目前藥事法中醫師具有調劑權，藥事法第37條規定：「藥品之調劑，應具有調劑之處所及設備。˙˙˙中藥之調

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由中醫師監督為之。」台灣如果要建立獨特的中醫藥文化，中醫師調劑權一定要保留下來，如

此才可以發展以病人為中心的個別化治療模式，醫師依據病人病情需要，調整處方藥物，包括藥物劑量及劑型，劑型包括

科學中藥粉末、湯劑、製作丸散膏丹劑及外用製劑，給與特定病情需求的病人使用，中醫師才可以發揮全能的治療模式。

本文
以下介紹常使用的三黃乳膏San-Huang Cream (30%) 製作方法及臨床使用。

【組成藥物】 【製劑成分】製作總量400g

大黃 Rhei Rhizoma 10 % 金瘡乳膏基劑 Wound-used Hydrophilic Base 368 g

黃連 Coptidis Rhizoma 10 % 三黃抽出物 Extractes of San-Huang 28 g

黃芩 Scutellariae Radix 10 % 精製梅片Purified Borneol 4 g

精製梅片 Purified Borneol 1 %

【預先製備抽出物、基劑及精製梅片】

三黃抽出物備製：
大黃 600g、黃連600g、黃芩600g 打粗粉後，加入95% 酒精 2000ml 浸置7天，過濾，再加入95% 酒精 2000ml 

浸置7天，過濾，合併濾液，殘餘流浸膏約100ml，加入PEG400 定量到400g，攪拌均勻。

 1g抽出物浸膏含大黃、黃連、黃芩生藥各1.5g 。無減壓濃縮設備時，簡易濃縮可使用隔水加熱，將酒精趕走；如

果藥物成分高溫容易分解時，可使用大的方形不鏽鋼盆（器械滅菌用），將濾液倒入上面用紗布覆蓋，防止昆蟲進入及落

塵，放置室溫，使酒精自然揮發，剩下約400ml濃縮液時，水浴濃縮，完全趕走酒精，倒入瓶中秤重，冰箱冷藏。

精製梅片備製： 

300g香港百昌堂梅片，加入500ml 95%乙醇溶解完全，濾紙過濾雜質，濾液緩慢加入1400ml冰水，使

再結晶，靜置，布氏漏斗過濾，抽乾，取出室溫晾乾，回收率約90%。使用時研玻中研磨均勻，過120目篩網

備用。

文／中醫師 呂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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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昌堂梅片（未純化）

布氏漏斗抽氣過濾

梅片溶解於乙醇中

抽氣過濾乾燥  

濾紙過濾掉不溶物及雜質

白色梅片精製粉末

濾液加入大量蒸餾水

三黃乳膏

金瘡乳膏基劑備製：

1000 g 甘油 Glycerol 50 ml

鯨蠟醇 Cetyl Alcohol 80 g Tween 20 25 ml

硬脂醇 Stearyl Alcohol 60 g Methyl Paraben 2.4 g

G.M.S. 50 g Propyl Paraben 0.8 g

白蠟油 Liquid Paraffin 100 ml 無菌水 Pure Water 450 ml

span 80 10 ml

製作方法

水相（Glycerol、Tween20、M.P.、無菌水）隔水加熱至85度融化，油相（鯨蠟及硬脂醇、G.M.S.、白蠟油、

span80、P.P.）隔水加熱至85度融化，溫度保持85度，油相緩緩加入水相中，同一方向攪拌，溫度維持82-83

度，攪拌約 5 分鐘乳化。置入水浴中冷浴，不斷沿同一方向攪拌均勻，至黏稠狀，溫度降至室溫時，裝進厚塑

膠帶內，裝瓶備用。

【三黃乳膏製作步驟】製作總量400g

三黃抽出物 28g加入4g精製梅片粉末混和均勻，取金瘡乳膏基劑68g，研玻中研磨均勻，再加入150g金瘡乳

膏基劑，第二次研磨均勻，最後加入剩餘的150g金瘡乳膏基劑，研合均勻便可。

【臨床使用】一般急性濕疹急性期皮膚顏色紅滲出物多輕微癢感、藥物性皮膚炎、脂漏性皮膚炎、化膿性青春痘。

【使用注意事項】 本乳膏為土黃色，容易沾染衣物，使用時少量薄塗，一天3次。

【處方及製劑解說】
三黃膏的來源為驗方三黃膏，由黃連、黃芩、大黃各等分，加入凡士林調配而成，用於清熱解毒消腫脹，加入黃柏稱

為四黃膏，功用相同。元朝世醫得效方中記載四黃散治燙火燒，熱瘡腫痛，大黃黃連黃芩黃柏白芨各等分，右為末水調成

膏，以雞羽時刷，是四黃膏的最早來源，使用白芨為黏合劑加水調成膏使用，治療燒傷及熱瘡應該是相當有效的方法。

【文獻回顧】
黃連、黃芩等製成乳劑黃連皮炎膏，對於乾性濕疹皮炎、銀屑病、神經性皮炎、皸裂、痤瘡等病例，進行臨床觀察，

有效率達95％。外用治療紅斑、丘疹、結痂、鱗屑、乾燥、皸裂、苔蘚樣病變有明顯療效，對於風團、小水泡、輕度滲

出性糜爛及感染性皮膚病亦有療效。黃芩經過酒炙後取15％，大黃酒炙後取10％，甘草5％，共同研成細粉，加入冰片

1％，用水包油型乳化劑基質製成乳膏。治療濕疹、帶狀泡疹、膿泡、癰腫瘡瘍、瘡癰潰破、皮膚炎症、皮膚過敏性疾病

及皮膚真菌病均有療效，共治療600例。

0.01%黃連抽出物具有強的antilipogenic effect比0.01% retinoic acid 效果強，黃連對於預防及治療青春痘有幫助。 

【參考文獻】1. 焦東海、杜上鑒主編：大黃研究，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2000；p226,230,249,292。

2. 王本祥主編：現代中藥藥理與臨床，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天津，2004；p1381,1365。

3. Nam C, Kim S, Sim Y, Chang I. Korea. Anti-acne effects of Oriental herb extracts: a novel screening

   method to select anti-acne agents. Skin Pharmacol Appl Skin Physiol. 2003 Mar-Apr;16(2):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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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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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週年紀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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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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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開幕式 ／ 談古(張仲景)論今(張步桃)話中醫－醫聖張仲景專輯

09:15~ 10:15 台灣醫家張步桃脾胃學術思想的研究 新竹縣中醫師公會榮譽理事長／鄭阿乾院長

10:15～11:15 臨床應用經方的治療經驗 董延齡中醫診所院長／董延齡醫師

11:30～12:30 張步桃老師傳授活用經方治百病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曹永昌醫師

13:30～14:30 張步桃老師學術思想探究-非經方部分 東華中醫診所院長／曾文俊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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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17:30 解析常見中藥材及臨床應用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李世滄教授

說明：報名費500元(6/30前繳費優惠價400元)，申請中醫師教育積分8點(積分申請費800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傷寒論》讀書會
《郝萬山傷寒論講稿》、《傷寒論選讀》、《郝萬山傷寒論》等書讀書心得暨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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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兒科主任

時        間：9月3日起每月第一週星期四上午10:00-12:00(共10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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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萬山傷寒論理論與臨證》
本書作者：郝萬山教授為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基礎專業博士生導師，北京中

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傷寒教研室主任，研究傷寒論三十餘年。在臨床方面，精於辨證

論治，用方藥簡效佳，運用傷寒論經方治療各種疾病及難治病症，以及心理因素所導

致的奇病怪症和精神躁狂抑鬱症，皆有豐富經驗。

讀書會採用《傷寒論理論與臨證》等書是郝教授於講授傷寒論的基礎知識和基本

內容：從傷寒論的辨證思路，治療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證之理、法、方

、藥，藉由研習本書，可習得郝萬山教授辨證用方思路與方法。

讀書會主講鄭宏足醫師，清大博士班候選人，曾任市立中醫醫院兒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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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中醫同道踴躍參加研討。

洽詢電話：(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說明：報名費會員4,000元，非會員5,000元，上課用書籍450元。報名全程可申請積分20點，
        積分費2000元(每堂積分2點) 台北市公會會員8/15前繳交全程報名費，免費送20點積分。

104年 9月3日 10月1日 11月5日 12月3日
105年 1月7日 3月3日 4月7日 5月5日 6月2日 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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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7年 6年 5年 4年 3年

500萬 65798 75701 89578 110407 145142

一通電話 行員親辦   
給您最專業的服務

本會僅提供廣告刊登之空間，不代表本會之立場及有任何背書之責。

2015台灣傷寒經方名家特別講座
本系列講座特別敦請：長期致力傷寒論經方研究、臨床與教學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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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時       間：9月20日起每月第三週日下午13:30~18:00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9/20

13:30-15:40
桂枝湯&白虎湯證：
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副教授

／林伯欣醫師                

15:50-18:00
麻黃湯&葛根湯證：
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慶祥中醫診所院長

／鍾箴禮醫師

10/18

13:30-15:40
附子湯&真武湯&苓桂朮甘湯證：
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副教授

／林伯欣醫師

15:50-18:00
五苓散&豬苓湯證：
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主任

／柯建新醫師          

11/15

13:30-15:40
陷胸湯&承氣湯&抵當湯證：
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主任

／柯建新醫師

15:50-18:00
諸瀉心湯&黃連湯證：
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鄭宏足醫師

12/20

13:30-15:40
柴胡湯&梔子湯證：
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慶祥中醫診所院長          

／鍾箴禮醫師

15:50-18:00
四逆湯&理中湯證：
方證條文解析與案例分享

田安然中醫診所院長

／田安然醫師

說明：4,000元(8/30前報名8折，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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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點)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劃撥單請註記課程名稱】洽詢電話：
(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或 洽中醫肝病醫學會(02)3765-1191

專業貸款

●專案額度最高500萬元

●利率1.5%起+指數(一段式計息)
●免保人 免綁約
●手續簡便 審核快速 全程保密
●可投資 可代償 (償還保單貸款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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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期/第 16 版通訊課程教育試題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26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簡答題：(課程內容詳見第12、13版)
                 1.三黃軟膏使用哪幾味中藥? 其製作步驟為何?
                 2.三黃軟膏臨床使用之適應症為何?

◎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通訊課程2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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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前回傳公會，傳真：(02)2314-8181  E-mail：tp.cma@msa.hinet.net。

※ 積分申請費2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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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中藥皮膚科&外用製劑應用及製作研習會
主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日期：104年8月9日(日)14:00-17:30      地點：台北市公園路15-2號．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時　間 課 程 主 題

14:00～15:00 中藥軟膏製作基本知識、管理法規．軟膏基劑製作方法

15:00～16:10
抗黴類製劑製作：（大蒜乳膏、硫磺乳膏、硫磺軟膏、蓖麻子酊、羊蹄軟膏、鮮羊蹄酊
                          、羊蹄根散、抗黴栓劑 ）
抗菌及抗病毒類軟膏製作：（三黃乳膏、三黃軟膏、蘆薈乳膏、丁香軟膏、連柏栓劑）

16:20～17:30

傷口類軟膏製作：（金瘡三黃膏、生肌玉紅膏、金瘡紫雲膏、金瘡血竭膏、金瘡五倍膏
                           、金瘡牡丹膏）
皮膚炎及濕疹類製劑製作：（黃柏乳膏、黃柏軟膏、黃芩乳膏、丹皮酚乳膏、紫草乳膏
、青黛軟膏、顛倒乳膏、五倍子膏、甘草安膚乳液、黃柏痱子膏、白鮮皮乳膏） 
扭挫酸痛：（舒筋膏、黃玉消腫膏、白玉止痛膏、琥珀行血膏、紅玉溫經膏）
耳鼻喉科類及其他類軟膏製作：（冰片滴耳劑、黃柏滴耳劑、神效噴喉散、青黛口內膏
、當歸潤膚膏、苦茶乳膏、苦茶護唇膏、當歸苦茶油膏、消痔軟膏、消瘤軟膏、六神膏）

講師／呂志宏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畢、醫學士、藥學士、藥學碩士

．碩士論文研究範圍:生藥學及中藥抗癌分子生物學機轉

．著作《中藥外用製劑便方》ISBN : 978-957-43-2346-3 A4彩色黑白混合印刷

   平裝190頁

．聖德慈善中醫診所負責醫師，從事中醫臨床工作超過15年

說明：報名費1,000元(含講義)，(8/1前申請積分報名費600元)。積分申請費400元(中醫師教育積分4點)

國際論壇講座
◎2015第四屆海峽兩岸暨第九屆國際中醫男科學術論壇暨6/28於台北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福華會館卓越堂舉辦。
◎6/29、30於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舉辦2015國際中醫男科泰斗學術論壇特別講座。
    大會活動訊息：www.tpcma.org.tw

國際交流活動
◎山東中醫藥參訪交流暨泰山旅遊7/24至7/31舉辦(分5日遊及8日遊)，歡迎中醫同道報名參加，6/30截止報名。
◎2015日本中醫學術大會9/12-13於日本東京舉行，歡迎會員參加。

專業訓練課程
◎中醫及藥膳療法於失智症照護應用課程於7/21(二) 8:30-16:00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6樓 第一會議
    室舉辦，課程免費，可申請7點教育積分(請洽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報名網址：http://www.cfad.org.tw
◎104年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培訓計畫－指導醫師培訓營7/26 8:30-17:20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
    區8樓會議室舉辦。報名網址：http://taiwan-cme.blogspot.tw/

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