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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文／理事長 黃建榮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十九屆理監事於108年3月10日改

選，建榮承蒙諸道長之厚愛，推舉當選本屆理事長一職，雖

為一份榮譽，更為一份責任，隆情高誼，毋任銘感。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1950年3月15日成立，到明年國醫

節將屆滿70週年。公會在歷屆理事長用心經營，全體理監事

群策群力團結合作，已樹立優良形象及地位。從第一屆林雲

樵理事長，歷經鄭品聰、蘇錦全、賴少魂、奚復一、吳海峰等理事長；後台北市

改制為院轄市，第一屆理事長為奚南薰，接任有張正懋、魏漢良、黃民德、林昭

庚、鄭歲宗、陳俊明、陳旺全、施純全、陳潮宗、陳志芳、曹永昌、林展弘等理

事長，以上理事長為公會建立優良的會務制度，為爭取中醫的權益，維護中醫地

位，提升中醫的服務品質，不遺餘力，會務績效卓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台北

市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評鑑」，本會被列為第一組團體會務、業務、財務評鑑為

「優等」社團。

本會第十九屆理監事會將賡續秉持歷屆理監事會的優良傳統制度，為發揮

整體功能，理監事會下設25個委員會，12個行政區群組，強化組織運作服務功

能，期能提升中醫在國際及國內的形象及地位，建構安全及合法的中醫醫療環

境，落實健保總額合理公平分配，推動社區醫療及居家照護，提高民眾就診中醫

的利用率，提供市民更優質的中醫醫療照護，結合十二年國教中醫議題向下扎

根，倡導中醫預防醫學，裨益國人的健康照護品質，並以增進會員的福祉為最大

目標，迎接公會成立七十週年．期許蛻變創新再創高峰。

黃建榮理事長出席台北市20大醫
事團體聯誼餐會(2019.04.20)

黃建榮理事長在全聯會率領下
拜會蘇貞昌院長(2019.05.02)

中國初級衛生保健基金會代表團
參訪公會(2019.04.09)



2019/06/10 2019/06/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2019/06/10 2019/06/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44 期/第 2 版理事長交接

第19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第18、19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新任理事長
黃建榮醫師接任(2019.03.18)

黃建榮理事長於交接後發表願景並
致詞感謝會員的支持(2019.03.18)

黃建榮理事長代表公會致贈林展弘理
事長紀念金盾(2019.04.14)

黃建榮理事長於院所稅務申報説明會引言
(2019.04.14)

第19屆理監事選舉採用數位化選舉作業
(2019.03.10)

新會館教育中心啟用典禮恭請黃司長黃局長等長
官剪彩

林展弘理事長致詞歡迎參會貴賓及各界人士

新會館教育中心揭牌儀式恭請公
會歷屆理事長一同揭幕

林展弘理事長代表公會致贈感謝
牌予捐款單位

新會館籌建誌及捐款壹萬元以上
熱心者名錄鐫刻和會館永垂不朽

新會館落成啟用典禮公學會理事長、藥
廠代表與會員出席盛況            

第19屆新任理監事於就職後和貴賓及歷屆理事
長合影(2019.03.18)

賀台北中醫公會教育中心落成啟用 (2019.02.24)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成立於1950年會員47人是為改制前第一屆，隨著會員人數增加，會務加重。第三屆1973年購置紹興

南街會館；第十屆1994年購置廣州街會館；第十五屆2008年購置青島西路3樓會館。第十八屆2018年會員已達1069人，公

會位於台灣中央政府所在地，為醫界交流的重要平台；辦理中醫師繼續教育，成立雲端學院服務外縣市中醫師，代辦衛生局執

業醫師異動作業，舉辦海峽兩岸及國際交流活動，召開國內外各型會議，辦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承辦全民健保中醫總

額業務，辦理會員聯誼及社團活動，民眾健康講座及長青學苑，會務蒸蒸日上，青島西路3樓會館已不敷使用。

2018年3月18日第18屆第3次會員大會通過購置新會館， 2018年8月18日增購青島西路14樓為第二會館。基於公會宗

旨以研究中醫藥學術，維護全民健康，理監事會通過第二會館為教育中心，裨益弘揚中醫藥學術，提升中醫醫療服務。

2019年2月24日舉行新會館教育中心落成啟用，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林展弘理事長邀請衛福部中醫藥司黃怡超司長、台北

市政府衛生局黃世傑局長、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旺全理事長、何志偉立委、張茂楠議員、郭昭巖議員蒞臨剪彩，

並邀請公會前輩陳俊明、施純全、陳潮宗、陳志芳、曹永昌等歷屆理事長共同揭牌。當天各公學會理事長及公會會員多人出席

落成典禮增添公會喜訊，中醫師公會又增添學術教育基地造福杏林！

(201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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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政公文  

•台北市衛生局從4/1起至11/30進行「108年度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請各診所配合辦理。請診所逕

上衛生局網站(https://health.gov.taipei/ /專業人員區/醫護管理資訊/醫事品質管理/評核督導考核業

務/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查詢下載，並填妥機構基本資料，俾利衛生局訪查人員現場核對。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8.05.18北市衛秘字第10830350693號函「台北市醫療院所暨藥局智慧用電補助

   要點」，108年6月30日截止受理申請。

•衛福部108.05.07衛部保字第1081260187號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

   保方案」。

•衛福部108.02.19衛部保字第1081260044c號函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中醫部分項目自108年3月1日起施行。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8.03.26北市衛醫字第1083111461號函轉衛福部有關開立死亡證明書時，對於

   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請依法報請檢察機關相驗。

   重要訊息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2019年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7/30截止。

•為使會員即時收到醫政公文，本會各行政區已成立會員LINE通訊群組，請會員配合加入所屬行政區的群組。

•中醫師全聯會APP正式啟用，請本會會員利用手機APP入口搜尋「中醫師全聯會」，隨時收取全聯會發出

   的訊息。

※以上公文及公告全文暨附件表格請上公會網頁瀏覽www.tpcma.org.tw

黃理事長拜訪迪化商圈促進會徐
理事長(2019.04.30)

黃理事長代表公會和新光保險公司簽訂
108年度會員醫療責任瞼(2019.06.04)

日本臨床針灸研究會組團參訪公會
(2019.05.03)

黃理事長主持第一次改理監事聯席
會議(2019.04.14)

黃理事長偕長照委員會拜訪何志偉委員
(2019.04.03)

黃理事長出席林源泉監事長召開的第
一次監事會議(2019.04.14)

第 3 版/第 44 期 醫政公文

會務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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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期/第 4 版澳門之旅

行程特色您一定要知道!!

◎知名雄獅旅行社專業服務、團費包括：司機、領隊服務費。

◎搭乘澳門航空指定早去晚回完美航班(非廉價航空紅眼班次)!

◎澳門特色景點專業觀光導覽、威尼斯人五星級70平方米超大空間

  舒適住宿!

◎威尼斯人【咸豐味餐廳】自助式早餐喚醒美好愉快的早晨(800元/客)!

◎澳門旅遊塔旋轉餐廳自助午餐!

◎全程不進購物站!團費輕鬆刷，刷卡免手續費!

暑期機位有限，請於6/14下午17:00前完成報名。

6/15起威斯人住宿將調漲。

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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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44 期  澳門之旅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員2019海外自強活動
新澳門玩樂威尼斯人三日遊(2019.07.28-07.30)

暑假熱門機位
早去晚回
僅60席位

去/回 航空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去程(7/28) 澳門航空 NX9611 桃園機場 09：45 澳門 12：05

回程(7/30) 澳門航空 NX9626 澳門 21：15 桃園機場 23：00

自強活動會員旅遊優惠辦法：出席會員常年會費須繳清至108年6月30日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主辦之自強活動，會員本人親自出席，一年可使用一次優惠

2019年會員本人親自出席活動補助款為$3,500，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人員

費用均以實際團費全額計費。暑期機位有限，請於6/14下午17:00前完成報名。

6/15起威斯人住宿將調漲。報名請填具報名表傳真：02-23140577。電洽：02-

23143456#3湯小姐確認報名成功。    ◎報名後請掃碼加入澳門旅遊群組→

皇室套房(一大床，兩人一室) NT$20,700元/人
大人及小孩佔床

套房面積 70 平方米
床尺寸約寬180公分/長200公分

貝麗套房(二大床，兩人一室) NT$21,590元/人 大人及小孩佔床
套房面積70 平方米

床尺寸約寬150公分/長200公分
貝麗套房(二大床，三人一室) NT$19,500元/人

貝麗套房(二大床，四人一室) NT$18,200元/人

   未滿2歲之嬰兒 NT$5,000元/人
至回國日期（7/30）當日未滿2歲

(不佔機位、床位、餐食)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連絡人：湯靜儀小姐 
服務專線:02-23143456分機3     傳真專線:02-23140577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連絡人：湯靜儀小姐 
服務專線:02-23143456分機3     傳真專線:02-23140577

D-1 (7/28-星期日)
桃園機場→澳門機場→午餐→世界文化遺產半日遊《議事亭前地(大三巴牌坊、民政署、仁慈
堂、玫瑰堂、大堂、郵政總局、盧家大屋) ─澳門博物館─大砲 台》→媽閣廟→晚餐~晚宴
和九龍總商會.澳門中醫生協會及澳門中醫藥學會交流聯誼→飯店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粵式料理   晚餐／萬豪軒 中式風味餐 住宿／澳門威尼斯人

D-2 (7/29-星期一)
澳門全日自由活動 (全日不派車)

早餐／威尼斯人咸豐味餐廳早餐 午餐&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自理 住宿／澳門威尼斯人

D-3(7/30-星期二)
沒有morning call的早晨+上午自由活動→ 【回歸紀念館、望海觀音】→ 澳門【澳門旅遊塔
 (加贈每人澳門旅遊塔58及61層觀光門票及旅遊塔 旋轉餐廳自助午餐)】→晚餐【龍環葡
式建築─澳門老街(豬扒包+奶茶+蛋塔】→澳門機場 →桃園機場

早餐／威尼斯人咸豐味餐廳早餐  午餐／澳門旅遊塔自助餐  晚餐／豬扒包+奶茶+葡式蛋塔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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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期/第 6 版聯誼活動 

加強服務會員功能促進行政區交流聯誼

為了建構安全安心的醫療環境，本屆會員服務委員會將以提升會務效率，增進會員福利，促進會員間

交流為主軸，為大家服務。本委員會今年有二大工作。

一、電話訪談

自本年度5月起針對開執業醫師的執業環境、台北市衛生局「108年度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及

全民健康保險費申請、抽審等議題進行電話訪問活動，深入瞭解會員期待的醫療環境。

二、為加強公會與會員之間的互動與溝通聯繫，將定期於公會舉辦各行政區聯誼座談會，誠摯邀請大家

一起參與。會中將報告公會近況，同時，對於執業或院所管理遇到的問題皆可在座談會上交流，

提出建言。

各行政區慶生座談在公會會館舉辦

108年8月04日11時至14時 士林區、南港區、內湖區 108年9月01日11時至14時 北投區、文山區、大同區

108年8月25日11時至14時 信義區、中正區、中山區 108年9月29日11時至14時 萬華區、大安區、松山區

本委員會組織架構如下

主委 陳文戎 委員/士林區 陳曉鈞 委員/文山區 陳天定

副主委/聯絡召集 林佩蓁 委員/南港區 熊偉程 委員/大同區 楊正成

副主委/監督執行 徐維偵 委員/內湖區 沈瑞斌 委員/萬華區 陳贊文

副主委/活動規劃 羅逸文 委員/信義區 林恭儀 委員/大安區 歐乃慈

副主委/資訊管理/中山區 吳建東 委員/中正區 方志男 委員/松山區 賴柏志

委員 林源泉 委員/中山區 吳建東

委員 蔡令儀 委員/北投區 羅明宇

公會是大家的，維護會員權益、增進會員福利為公會的宗旨。有任何對中醫對公會的建言，歡迎大家

隨時提出!俾使會務更臻周延，期能為大家提供更優質服務!謝謝大家!

台北區108年度中醫師卡拉OK歌唱大賽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執會台北區分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合辦單位：基隆市中醫師公會．宜蘭縣中醫師公會

二、比賽時間：108年8月4日(星期日)下午1時至5時30分（12：30分佈置）

三、比賽地點：台北市大同區慶安社區發展協會／台北市敦煌路92號

四、比賽辦法：報名參賽醫師請準備二首歌曲；第一階段初賽，經由評審老

　　　　　　　師評比，依積分高低取前10名進入複賽。複賽經評審老師評

　　　　　　　比出名次，進入複賽十名選手也將代表台北區參加 108 年度

　　　　　　　全國中醫師歌唱大賽。※因伴唱帶版權問題，伴唱帶一律以

　　　　　　　現場為主，請提早到場確認，現場抽籤決定演唱序。

五、評審老師、評分項目：邀專業人士擔任，依評審老師公布評分項目標準。

六、報名辦法：請填具報名表於7月25日前傳真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傳真：(02)2314-0577／電話：(02)2314-3456#3／湯小姐

全國中醫師歌唱大賽台北區預賽即將開鑼了!!

要成為中醫界的超級偶像，正是您展現歌藝的大好時機。

快快把握機會踴躍報名!星光大道的MVP就是您!!

台
北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社
團
活
動

登山社 桃源谷大草原、草嶺古道......健走

羽球社 國醫盃比賽

歌唱社 歌友會2月國醫盃比賽成果照

文/會員服務委員會主委陳文戎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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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醫在國際大放光采
為慶祝第八十九屆國醫節，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三月九、十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辦「第89

屆國醫節第11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活動有：國際學術論壇、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9屆第1次會

員大會、外賓歡迎晚宴、國醫節聯歡晚會、中醫藥博覽會及和國外醫藥團體簽署交流合作協議。出席論壇有來

自中國大陸各省、港、澳、美國、加拿大、巴西、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砂撈越、印尼、紐西蘭、

澳洲、德國、法國、瑞士等18個國家及地區、40餘個醫藥團體，超過350位國外人士前來共襄盛舉，國內中

醫藥界人士超過1800餘位與會，參展廠商高達50餘家。大會活動熱烈，為今年度台灣最具規模的國際中醫學

術盛會。

經方專家特別演講座無虛席
三月九日於201大會廳舉行「經方論壇」，大會邀請的國內外專家學者有:美國世界董氏奇穴針灸總會會長

楊維傑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原院長博導傅延齡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經方研究室主任博導李賽美教

授、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特診中心蔡長友副主任中醫師專題演講。由於講題精采，大會廳座無虛席。

各國代表熱烈參會冠蓋雲集

本次大會出席的國外代表有:日本中醫學會平馬直樹會長、韓國首爾特別市韓醫師會洪周義會長、加拿大卑

詩省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鍾政哲教授、馬來西亞中醫總會楊偉雄總會長、馬來西亞中醫經典學會會長黃更華、

廣州中醫藥大學李賽美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陳秀華教授、中華中醫藥學會國際中醫微創聯盟主席

吳漢卿教授、香港中國中醫特色療法研究院院長劉恩明教授、天津醫科大學吳雄志教授、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

大學副校長吳奇教授、香港九龍總商會李鳳翔會長、歐洲中醫藥學會副會長Michel  Weber教授等30餘個中醫

團體。

國醫節慶祝大會祥獅獻瑞
三月十日，上午9時舉行國醫節慶祝大會，由台北市中醫公會林展弘理事長主持，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

長、黃怡超司長、全聯會陳旺全理事長、中國醫藥大學董事林昭庚講座教授、慈濟大學林宜信主任、中國醫藥

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所長張恒鴻教授、義大醫院中醫部蔡金川部長、長庚大學中醫系系主任楊賢鴻教授、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許中華院長、台灣大學食品衞生研究所沈立言教授、各縣市中醫師公會、各醫藥學會理事長及中

醫藥界來賓多人蒞臨會場，開幕式由台北市龍騰舞獅隊表演，祥獅獻瑞論壇中醫光耀全球，精采的表演，獲得

全場來賓如雷的掌聲，揭開大會的序幕。

衛福部長致詞嘉勉
大會主席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林展弘致歡迎詞介紹各國代表團，接著由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理事長陳旺全致賀詞，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大會致詞祝全國中醫師國醫節快樂，並期勉中醫在臨床研究發

揮創新的技術，呼應蔡總統「5+2」產業，創新中醫的生物科技產業，共同造福國人的健康。黃怡超司長致詞

宣揚中醫藥的優勢亙古長新，最後由國外代表致詞，大韓民國首爾韓醫師會長洪周義、加拿大中醫藥管理局前

主席鍾政哲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傅延齡教授及馬來西亞中醫總會會長楊偉、日本中醫學會平馬直

樹會長、馬來西亞黃更華會長分別代表上台致詞祝賀，最後慶祝大會在全體各國代表團團長及參會嘉賓合影下

禮成。

論壇研討大會熱烈成功
慶祝大會開幕後即進行學術論壇，針對本次大會主題「中醫實證與全球化」，共分六個會場進行56場精

采的演講，有「經方學術暨臨床應用特別演講」、「針傷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中醫內婦科臨床應用學術

研討會」、「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負責醫師訓練課程「108年健保法規暨感染性別研習會」。演

講者皆為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大會手冊收錄論文涵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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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臨床研究成果等。

第89屆國醫節第11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文／大會主席林展弘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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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台灣能見度
為推動國際交流及合作，公會每年皆和國外來的中醫團體簽訂交流合作協議書，歷年已簽訂的國家有美、

加、日、韓、巴西、馬來西亞、歐洲、大陸各中醫學會，繼去年和希臘針灸學會、阿根廷針灸學會、國際針灸

聯盟、巴西針灸學院簽訂MOU，今年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和日本第一藥科大學、日本藥科大學、日本橫濱藥科

大學、馬來西亞中醫經典協會簽訂交流合作MOU。台北國際中醫藥論壇不僅成國際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更

提升台灣在國際的地位。

聯歡晚會賓主盡歡圓滿落幕
於201大會廳召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十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今年度大會頒發第四屆中醫杏林獎、

優良學術著作品獎、會員子女獎學金、國醫盃優勝獎盃。接著進行第十九屆理事監事選舉，出席會員憑出席證

領取選票選27位理事及9位監事。大會會後分別於201及101宴會廳席開60桌宴請與會國內外來賓及公會會

員，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黃怡超司長、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黃世傑局長、台北市議員張茂楠、郭昭巖、立委

何志偉蒞臨晚會致詞指導。晚會主持人由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郭威均及呂顧問文智率俊男美女等中醫師群分別

在2及1樓宴會廳主持節目。

國醫週專家特別講座研習熱烈
3/8至3/15國醫週大會邀請董氏奇穴.特種針法.醫學美容.雷射針灸.傷科手法及經方應用教授專家進行19

個主題特別講座，反應熱烈。

本次大會承蒙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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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各縣市中醫師公會、各醫藥團體，各教學醫院協辦

支持，以及中央政府首長陳時中部長、黃怡超司長及健保委員會周麗芳主委、全聯會陳理事長及中醫藥界先進

蒞臨指導，並承大會籌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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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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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宏昇中醫診所院長 薛宏昇教授

[摘   要]：《針灸大成》歷來備受推崇，但要將精華醫理應用於臨床，必須掌握《內經》、《難經

                  》，鑽研楊氏臨證要素，才能將其治法隨證變通靈活運用。

[關鍵詞]：針灸大成、楊繼洲

[本   文]：

《針灸大成》歷來備受推崇，對於初學者，卻顯得資料龐雜深奧，是一部傳說有眾多好評，卻又

難窺其奧秘所在的有字天書。筆者2007年邀請大陸張縉教授來長庚紀念醫院講學，張教授是針刺手

法名家，他以《針灸大成》為講授核心，深入傳授針灸名著，現藉此機會為大家做簡要介紹。

《針灸大成》作者為明代針灸學家楊繼洲，成書於1601年，是楊氏在其家傳《衛生針灸玄機秘

要》基礎，又匯集明以前諸家重要針灸經典之精華論著所編寫而成，是針灸文獻寶庫中最為突出的

一部珍品，其流傳之廣，影響之深，聲譽之高，意義之大，在各針灸專著中是無與倫比的[1]。

《針灸大成》明刊本分為十卷，其各卷內容綱要概括如下[1]：卷1：為《內經》、《難經》摘

錄，可約略窺見醫經中有關針灸之論述。卷2~3：為針灸歌賦，卷3後附楊繼洲考卷(策)四則，議論

精深，為楊氏早年之經驗總結。卷4：為針法，繼《內經》、《難經》以後發展的各家補瀉手法。還

有楊氏『經絡迎隨設為問答』三十餘則，為楊氏晚年之經驗總結。卷5：為子午流注及靈龜飛騰八

法。卷6~ 7：為經絡、經穴及經外奇穴，卷8：為諸症治法，主要集用《神應經》，卷9：為名醫治

法及灸法等，楊氏的151條『治症總要』及『東垣針法』（同經導氣），簡明而又切合實用。尤其

所附『楊氏醫案』30條，有論有法，脈症俱備，情節分明，為針灸書中之不可多得者。卷10為陳氏

《小兒按摩經》。

要將《針灸大成》精華醫理應用在臨床，必須掌握《內經》、《難經》，鑽研楊氏臨證要素，才

能看懂楊氏如何將各家精華巧妙融會貫通，楊繼洲對針灸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幾方面：1)針灸藥

並重。2)迎隨「乃針下予奪之機」：「迎而奪之」、「隨而濟之」是《靈樞》提出的補瀉總則，楊

氏認為迎隨「乃針下予奪之機」。3)榮衛為中外之主：(i)中外之病與榮衛相關，(ii)陰陽失調所造成

疾病，也與榮衛有關。4)欲調榮衛須假呼吸：針刺補瀉配合呼吸，不僅調局部之氣，也調整整體機

能。5)刺有大小：將補瀉法分大小。6)徐疾「兩解」說：圓滿解釋兩種說法的側重點不同。7)十二

字分次第手法、下手八法：結合《內經》、《難經》、《針經指南》，提出爪切、持針、口溫、進

針、指循、爪攝、退針、搓針、捻針、留針、搖針及拔針十二法，並歸納為「揣、爪、搓、彈、

搖、捫、循、捻」的「下手八法」。8)灸有「其要」。9)觀會得要取穴：經絡為穴之綱要，眾多腧

穴又有主要、次要之分。10)以奇輔正：奇穴配合經穴起補充作用。11)治法隨證變通：「變通隨乎

症，不隨乎法，定穴主乎心，不主乎奇正之陳跡」，運用之妙，在於一心[2]。

鑽研楊繼洲、竇漢卿、泉石心的針刺手法時，深感必須先掌握其“三玄三要”，才能從《衛生針

灸玄機秘要》中，抽離出“衛生針灸機秘”，並以楊繼洲的溯源窮流、匯同考異、博采眾長精神，

介紹《針灸大成》屬於臨床應用的精華部分，藉以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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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榮理事長邀請，講授繼續教育課程，選《針灸大成》臨床系列為

研習課程之綱要：

1) 針道-刺道：臨床取效選穴及針法：從《針灸大成》歸納、配合內經觀念的取穴規律，早

    已成為許多名家的“獨”門或家傳之“秘”，筆者將配合針法作闡述。

2)「治症總要」、「接氣通經」針法臨床應用：介紹楊繼洲的取穴思路與針法。

3)「治病要穴」、「八脈八法」針法臨床應用：介紹李梴、竇漢卿的取穴思路與針法、

4)「同精導氣」針法臨床應用：介紹李東垣的取穴思路與針法，以及“龍虎交戰”“子午補

     瀉”針法臨床應用。

2014年03月16日，台北市第86屆國醫節
研討會，張縉教授再度來台教學，筆
者幫張縉教授演示『過眼熱』。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針灸大成臨床系列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上課時間：108年7月7日起每月第1週日下午14:00-17:30 (共4堂)

日期 主　題 講師 / 簡歷

7/7
針灸大成-臨床系列1
針道-刺道：臨床取效選穴及針法 薛宏昇 教授

。薛宏昇中醫診所院長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針傷/針灸科前科主任

。長庚大學中醫系兼任助理教授

。世界針聯傳承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UNESCO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醫針灸

    傳承人~張縉教授，首屆親傳弟子

8/4
針灸大成-臨床系列2
「治症總要」、「接氣通經」針法臨床運用

9/1
針灸大成-臨床系列3
「治病要穴」、「八脈八法」針法臨床運用

10/6
針灸大成-臨床系列4
「同精導氣」針法臨床運用

報名說明：1. 報名費10,000元 (6/15前8折優惠；6/30前9折)

2. 中醫(含學士後)在校生6/15前繳費報名費6,000元

3.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可申請16點)    課程注意事項: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參考文獻：

1. 張縉，針灸大成校釋‧2版‧2009，北京 : 人民衛生出版社. 

2. 高希言，論楊繼洲對針灸學的貢獻‧中醫雜誌，2007(07) : p. 66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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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我們與中醫的距離系列課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3樓會議廳 

上課時間：108年7月14日起每月第2週日下午13:30-17:30 (共6堂)

日期 課　程　主　題 講　師

7/14
．需要轉介的婦科疾病
．婦癌精準醫療趨勢

張幸治 醫師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婦產科部婦科癌症學科主任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副教授

8/11
．癌症治療現況
．中藥抗癌方藥研究

陳裕仁 醫師

馬偕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 / 馬偕醫院生醫發展中心主任
陽明大學傳醫所教授

9/8
．需要轉介的肝膽消化道疾病
．肝膽消化道疾病的中藥研究

劉家源 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內科部副主任 / 馬偕醫學院助理教授兼內科學科主任

10/13
．腫瘤應用質子治療新趨勢
．腫瘤免疫治療

謝忱希 醫師
亞東紀念醫院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 /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11/10
．應轉送急診的常見疾病
．急診醫師的眼睛

龔律至 醫師 /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急診部主治醫師

白永嘉 醫師 /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急診醫學科部急診外科主任

12/8
．需要轉介的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與中醫

方俊凱 醫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 /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與護理系助理教授

報名說明：1. 報名費12,000元．6/15前繳費主辦單位會員7折、非會員8折．6/30前繳費主辦單位會

                       員8折、非會員9折．7/1後繳費主辦單位會員9折、非會員原價

                  2. 中醫系（含學士後）6/30前繳費5折      3.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灣傷科名家臨床手法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上課時間：108年7月14日起每月第2週日上午09:00-12:30 (共5堂)

日期 課　程　主　題 講　師

7/14
傷科上肢部臨床病例及治療手法
(肘、腕、手) 黃蕙棻 教授

。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
    第4、5屆理事長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副教授
。台北慈濟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

8/11
傷科下肢部臨床病例及治療手法
(大腿、膝、小腿、踝與足部) 

9/8 傷科頭頸部臨床病例及治療手法

10/13 傷科胸背脊部臨床病例及治療手法

11/10 傷科腰臀髖部臨床病例及治療手法

黃建榮 理事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立法院特聘中醫師
。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前秘書長

報名說明：報名費10,000元．6/15前8折優惠、7/1後9折，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

課程注意事項：1. 課程僅限30人報名      2. 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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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專線:(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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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與科學檢驗的距離－

臨床中醫檢驗與實驗室診斷快速入門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上課時間：108年8月18日起每月第3週日下午14:00-17:30 (共8堂)

日期 課　程　主　題 講　師

8/18
臨床診斷性檢驗與醫療決策:院所如何建置開立檢驗?
重要臨床與實驗診斷流程

 林恭儀 醫師
．頌讚中醫診所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傳統醫學科前內科主任

    前臺北市立中醫醫醫院資深教學主治醫師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常務監事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常務理事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醫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

9/22
醫療照護與臨床鏡檢學、血液學檢驗、與臨床生化學
檢驗

10/20 腎臟泌尿系統疾病、心臟血管系統的實驗室檢查

11/17 血液腫瘤疾病、免疫過敏骨關節疾病實驗室檢查

12/15 內分泌新陳代謝疾病實驗室檢查

1/19 消化系統疾病實驗室檢查

2/16 中醫危險值與法定傳染病通報

4/19 解讀金匱傷寒急重難罕臨床檢驗案例

報名說明：1. 報名費8,000元．6/15前繳費主辦單位會員7折、非會員8折．7/15前繳費主辦單位會

                      員8折、非會員9折．7/15後繳費主辦單位會員9折、非會員原價

                  2.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每堂4點，可申請32點) 

課程注意事項：1. 課程僅限40人報名    2. 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藥飲片臨床應用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黃庭醫學會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14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教育中心

上課時間：108年9月22日起每月第2、4週日上午09:00-12:30 (共6堂)

日期 課　程　主　題        講　師

9/22
如何開立水藥及中草藥材辨
識藥理臨床應用分析

林源泉 醫師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及客座教授、林

源泉中醫診所院長、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監事長、台灣中醫男

科學會副理事長、台灣中醫師臨床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黃庭醫學會創

會理事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及仁愛院區中醫科特約醫師。林醫師

行醫超過30年，累積多年治療經驗，在診療及水藥的臨床用藥有獨特技

巧。

．著作：鼻病望診與治法、望診之鑰／十字面形診治法、男科常見疾病臨

               床治療彙編、看相養病等中醫專書。

．學醫不學藥，治療無成效，不論經方或傳統煎劑，臨床應用心得及藥材

真偽鑑別，將是醫療最重要的環節，林源泉老師是傳統水藥的專家，以

醫帶徒的理念傾囊相授，謹以小班制授課名額有限，敬請把握機會。

10/13 心血管系統疾病診治水藥篇

10/27 腦部系統疾病診治水藥篇

11/24 腎臟系統疾病診治水藥篇

12/8 肝臟系統疾病診治水藥篇

12/22 脾胃系統疾病診治水藥篇

報名說明：1.報名費7,200元 (7/10前8折優惠；8/10前9折)   課程注意事項： 1. 課程僅限40人報名

                   2.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可申請24點)                              2. 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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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專線:(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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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2019繼續教育課程一覽表

請Ｖ選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時數 積分數 報名費
積　分
申請費

□
W 本經疏證第3期練

    功坊

3/24、4/28、5/26、

6/23、8/25 

(週日) 13:30-17:30  

公會會議廳

20
□

5,000元

□
100元/點

□

108-01

潘隆森臨床針灸治療與 

14 經 361 穴研習課程

(二)

6/16、7/21、8/18、

9/22、10/20 

(週日) 09:00-17:00  

公會會議廳

40
□

12,000元
(4/15前8折)

□
100元/點

□
108-02

台灣中醫傷科名家手法

研習課程

7/14、8/11、9/8、

10/13、11/10

(週日) 09:00-12:30   

公會會議廳

20
□

10,000元
(6/15前8折優惠)

□
100元/點

□
108-03

我們與中醫的距離課程

7/14、8/11、9/8、

10/13、11/10、12/8 

(週日) 13:30-17:30  

公會會議廳

24

□
12,000元

(6/15前早鳥會員
7折優惠)

□
100元/點

□
108-04

針灸大成臨床應用課程

7/7、8/4、9/1、10/6

(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

10,000元
(6/15前8折優惠)

□
100元/點

□

108-05

中醫與科學檢驗的距

離－臨床中醫檢驗與實

驗室診斷快速入門研習

課程(共8堂)

108.8.18至109.4.19

(第三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21

□
8,000元

(6/15前早鳥會員
7折優惠)

□
100元/點

□
108-06

中藥飲片臨床應用研習

課程(共6堂)

9/22、10/13、10/27、

11/24、12/8、12/22

(週日) 09:00-12:30

公會14F教育中心

24
□

7,200元
(7/10前8折優惠)

□
100元/點

※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註記課程名稱】

※ ATM轉帳代號：700 帳號:0001331-0475504【請務必回傳報名表】
    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或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官網
   www.tpcma.org.tw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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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學院課程 第 44 期/第 14 版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www.tpcma.org.tw   TEL: +886-2-23143456

編 號 課程名稱 時 數 報名費

E5 2016 許中華教授脈學12講(含脈的禮讚精裝本) 12 $  4,200 

E6 2017 許中華君臣佐使臨證思辨用藥講座 12 $  4,200 

E7 2016 台灣傷寒經方名家講座 (3) 20 $  3,000 

E8
2017 蘇三稜老師常用80顯效方劑經驗傳承講座
(含知音出版社方劑學精裝本 / 750元)

12 $  4,000 

E9 2017 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整合療法講座 12 $  4,200 

E10 2016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徒手療法 12 $  4,200 

E11 2017 盧文瑞老師軟組織及骨傷徒手療法 12 $  4,200 

E12 2016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 24 $  14,000 

E13 2017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在各科疾病應用 24 $  14,000 

E14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外用製劑 (A) 7 $  1,800 

E15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酸痛五官製劑 (B) 7 $  1,800 

E16 2016 呂志宏老師滑石中藥製劑 (C) 4 $  1,000 

E17 2017 華山論劍名家講座 20 $  3,000 

E18 2018 李蔡榮老師伏邪溫病臨床醫案分享 21 $  4,200

E19 2018 本經疏證練功訪講座 15 $  3,500

E20 2018 鄭振鴻院長妙用科學中藥臨床應用講座 6 $  2,100

E21 2018 曾天德院長董氏奇穴針傷科臨床應用講座 12 $  5,600

E22 2018 中醫社交及會議英文研習課程 18 $  2,400

E23 2018 常見疾病致病機轉及西醫用藥課程 9 $  2,100

E24 2018 常見疾病西醫用藥機轉及中西藥併服宜忌課程 9 $  2,100

E25 2018 賴榮年教授婦科雜病中西醫療法臨床講座 15 $  4,200

E26 2018 黃大宜主任臨床影像判讀課程 20 $  4,200

E27 2018 譚仕馨、陳譽仁傷科徒手療法課程 20 $  6,300

E28 2018 陳旺全重大疾病中醫治療經驗講座 6 $  2,100

E29 2018 中醫門診英文研習課程 8 $  2,100

E30 診所多媒體服務暨行銷E化課程 8 $  2,100

E31 賴榮年婦科常見疾病中西結合治療特別講座 3 $  1,800

E32 安徽蔡長友六經辨治婦科急難症特別講座 6 $  3,500

E33 廣州李賽美六經辨治兒科急病特別講座 6 $  3,500

E34 河南田延院長小兒推拿常見病操作手法特別講座 3 $  3,000

E35 廣州陳秀華嶺南陳氏針法在內婦骨傷應用特別講座 7 $  7,000

．免費體驗課程影片可上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官網或網路搜尋 TPCMA【雲端學院】-->

    【首頁 / 體驗區】試看課程影音。

．報名2個課程9折優惠、報名3個課程8折優惠，報名繳費完成後，公會電傳通知雲端

    網址及登入帳號密碼，並郵寄課程講義開通課程上課期間60天可多次複習研修。

   台灣地區／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請註記課程編號代碼)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像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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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 簡　介 售 　價

金匱大論壇

˙精裝本（21公分x30公分）1套2冊附典藏盒

˙1012頁(高級書面紙)
˙金匱大論壇》為台灣經方大師張步桃教授生前於《金匱要略36講》之授課錄音整理

而成。是書按原文之序，逐條解析。內容豐滿，如臨堂面授，倍感生動親切。內外
婦兒科，無所不覽；中醫、中藥，識證處方用藥，精準快捷，爐火純青。張醫師臨
證心得毫無保留，無私分享，絕筆之作彌足珍貴，是書倍當珍惜典藏。

定價3,000元
特惠價
一套1,800元

傷寒大論壇
(修訂再版)

˙精裝本（19.5公分×26.5公分）一套三冊附精緻典藏盒
˙1,214餘頁（高級書面紙）
˙台灣當代研究傷寒論專家張步桃醫師，30年融會貫通仲景學說，講授傷寒論及個人

臨床體悟精華實錄，為古今中外最為豐碩的一部傷寒學說論集，為研究傷寒論必備
案頭專書。

定價4,000元
特惠價
一套2,200元

*台灣中醫婦
  科臨床治療
  匯編

˙精裝本（15公分×21公分） 270頁（高級書面紙）
̇ 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創會理事長徐慧茵博士積臨床多年來治療婦科在公會40小

時課程精華課程著作成專輯，本書涵蓋經病、不孕、不育、婦科炎症、妊娠、產後
、更年期症候群臨床治療珍貴講義值得參考應用。

定價500元
特價400元

*中醫婦科一
把抓月經週
期轉盤及腹
診臨床運用

˙平裝本（17公分×23公分） 200餘頁（雙色印刷高級書面紙）
̇ 資深中醫陳鐵誠醫師累積婦科臨床40年經驗，將不易掌握的辯證法則，變化為一簡

易的轉盤《月經週期轉盤》，可依患者來經天數按圖索驥，快速診斷提供方劑處方
及食療保健。 【另購課程影像DVD一套二片800元。】

定價700元
特價500元
(附專利轉盤)

*中醫師臨床 

影像診斷手冊
  (附影像光碟)

˙平裝本（13公分×19公分）
̇ 340餘頁（高級書面紙）（傷骨科影像光碟專書）
̇ 本會敦聘放射科主任級醫師講解X 光判讀應用技巧講義，從骨折、脊椎、四肢關節

及腔胸內科常見誤診判讀案例影像。

定價500元
特價400元
（附影像光碟）

戴氏頭皮針-
顱骨縫刺激
區的研究及
臨床應用

˙精裝本（19.5公分×26.5公分） 240餘頁（高級雪銅紙彩色印刷）
̇ 本會為資深中醫師戴吉雄博士積其多年研究各家頭皮針學說及臨床研究開發戴氏頭

皮針刺激區命名新案及臨床應用常見疾病如中風、氣喘、顏面神經麻痺、坐骨神經
痛等31種疾病的應用及頭皮針三針療法應用。

定價1500元
特價1100元

中西醫併治
好孕不遲到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 416餘頁（書面紙．雙色印刷）
̇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婦科主任中西醫師賴榮年教授精心著作，本書涵蓋不孕原因
    中醫看基礎體溫及解密、常見不孕用藥及針灸治療，習慣性流產、不孕體重管理。

定價320元
特價300元

*針刀疼痛治 
  療學思路

˙平裝本（17公分×23公分）380餘頁（高級書面紙雙色印刷）
̇ 中西醫師蔡德祥博士，鑒於針刀療法治療軟組織損傷和骨關節損傷具有獨特療效，

投入針刀疼痛治療領域並常應聘針刀治療研習會擔任講師，為推廣針刀醫學，特著
作本書提供醫師學習針刀醫術參考應用。

定價800元
特價640元

*中醫急性創
  傷傳統徒手  
  治療

˙平裝本（17公分×23公分）240餘頁（全彩）

˙中醫傷科名家盧文瑞中醫師，集結多年傷科實務，編者急性創傷徒手臨床診斷與治
療手法專書，內容涵蓋門診常見上下肢骨關節、軟組織症狀疾病類別，運動傷害處
理，本書為實用性傷科手冊

定價700元
特價500元

以上出版品特價優惠，訂購特價後金額加總未滿1,000元，另加掛號郵資80元；選購〝 * 〞出版
品三本以上，特價金額加總再95折。請電洽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服務專線：(02)2314-3456 # 3．湯
小姐。書款請利用郵局劃撥：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備註欄註明購買
書名)。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www.tpcma.org.tw   TEL: +886-2-23143456

編 號 課程名稱 時 數 報名費

E5 2016 許中華教授脈學12講(含脈的禮讚精裝本) 12 $  4,200 

E6 2017 許中華君臣佐使臨證思辨用藥講座 12 $  4,200 

E7 2016 台灣傷寒經方名家講座 (3) 20 $  3,000 

E8
2017 蘇三稜老師常用80顯效方劑經驗傳承講座
(含知音出版社方劑學精裝本 / 750元)

12 $  4,000 

E9 2017 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整合療法講座 12 $  4,200 

E10 2016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徒手療法 12 $  4,200 

E11 2017 盧文瑞老師軟組織及骨傷徒手療法 12 $  4,200 

E12 2016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 24 $  14,000 

E13 2017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在各科疾病應用 24 $  14,000 

E14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外用製劑 (A) 7 $  1,800 

E15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酸痛五官製劑 (B) 7 $  1,800 

E16 2016 呂志宏老師滑石中藥製劑 (C) 4 $  1,000 

E17 2017 華山論劍名家講座 20 $  3,000 

E18 2018 李蔡榮老師伏邪溫病臨床醫案分享 21 $  4,200

E19 2018 本經疏證練功訪講座 15 $  3,500

E20 2018 鄭振鴻院長妙用科學中藥臨床應用講座 6 $  2,100

E21 2018 曾天德院長董氏奇穴針傷科臨床應用講座 12 $  5,600

E22 2018 中醫社交及會議英文研習課程 18 $  2,400

E23 2018 常見疾病致病機轉及西醫用藥課程 9 $  2,100

E24 2018 常見疾病西醫用藥機轉及中西藥併服宜忌課程 9 $  2,100

E25 2018 賴榮年教授婦科雜病中西醫療法臨床講座 15 $  4,200

E26 2018 黃大宜主任臨床影像判讀課程 20 $  4,200

E27 2018 譚仕馨、陳譽仁傷科徒手療法課程 20 $  6,300

E28 2018 陳旺全重大疾病中醫治療經驗講座 6 $  2,100

E29 2018 中醫門診英文研習課程 8 $  2,100

E30 診所多媒體服務暨行銷E化課程 8 $  2,100

E31 賴榮年婦科常見疾病中西結合治療特別講座 3 $  1,800

E32 安徽蔡長友六經辨治婦科急難症特別講座 6 $  3,500

E33 廣州李賽美六經辨治兒科急病特別講座 6 $  3,500

E34 河南田延院長小兒推拿常見病操作手法特別講座 3 $  3,000

E35 廣州陳秀華嶺南陳氏針法在內婦骨傷應用特別講座 7 $  7,000

．免費體驗課程影片可上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官網或網路搜尋 TPCMA【雲端學院】-->

    【首頁 / 體驗區】試看課程影音。

．報名2個課程9折優惠、報名3個課程8折優惠，報名繳費完成後，公會電傳通知雲端

    網址及登入帳號密碼，並郵寄課程講義開通課程上課期間60天可多次複習研修。

   台灣地區／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請註記課程編號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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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44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1.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9版) 試題：關於楊繼洲對針灸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哪些？

◎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等課程 2 點，以上通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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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前回傳，傳真：(02)

     2314-0559或E-mail：tp.cma@msa.hinet.net。積分申請費200元，繳費請利用郵局劃撥

     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註記繳費類別) 服務電話：(02)2314-3456。

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
與國際接軌2019年7月1日起採用華藝線上投審稿系統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ISSN2311-1984 DOI: 106516/JJTCM，105年12月1日

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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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中醫師及中醫藥研究人員踴躍線上投稿。

一、中醫藥研究論叢書寫規範及審稿流程請上本會網頁參閱：

      論文類別：1. 原著論文(臨床研究)、2. 文獻回顧、3. 病例報告、4. 綜合論述      

二、每卷第1期：於3月30日出刊，於前一年11月30日截稿。第2期：於9月30日出刊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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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慶祝第九十屆國醫節第12屆台北國際
中醫藥學術論壇論文徵文通告

大會時間 2020年3月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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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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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健保、醫

療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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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徵文截稿日期：2019年12月
15日。經大會審查通過錄用的論文收入大會論文集，若要口頭發表者請務必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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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0日前報名
，並於2019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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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秘書處：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大會訊息：http://www.tpcma.org.tw    電話：(02)2314-3456  

2020 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專家特別講座

*0313 / 週五   09:00-17:00   加拿大鍾政哲教授董氏奇穴臨床應用

*0314 / 週六   10:00-17:00   日本北川毅院長中西結合日式美容針法臨床運用

*0314 / 週六   14:00-18:00   台灣溫崇凱教授現代頭皮針在疑難病臨床應用

*0315 / 週日   10:00-13:00   河南中醫藥大學高希言教授邵氏流派、李鼎、魏稼學術特色與臨床應用

*0315 / 週日   13:00-17:00   南京中醫藥大學劉農虞教授筋針療法臨床應用                                                  

*0316 / 週一   09:00-17:00   美國吳奇教授小腦新區和額五針在疑難疾病治療針法運用

*0316 / 週一   09:00-17:00   天津吳雄志教授腫瘤六經辨證及治療一

*0317 / 週二   09:00-17:00   天津吳雄志教授腫瘤六經辨證及治療二

*0318 / 週三   09:00-17:00   香港劉恩明教授毫火針在疑難疾病運用一

*0319 / 週四   09:00-17:00   香港劉恩明教授毫火針在疑難疾病運用二

*0320 / 週五   09:00-17:00   香港劉恩明教授毫火針在疑難疾病運用三

特別講座第2輪各科專家

邀請中，預計2019.9.15

公告並開始接受早鳥報

名，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