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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黃建榮

每逢3、6、9、12月出刊
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今年3月13、14日順利舉辦第91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

第13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感謝全聯會理事長柯富揚親臨指導，衛福

部陳時中部長、立法院游錫堃院長、總統府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蒞臨致

詞勗勉有加，感謝全聯會指導，各縣市公會及醫學會理事長支持及協助，大會

圓滿成功，敬致謝忱！

5月17日台灣新增335確診病例， 繼雙北市進入3級警戒接著全台皆進入

3級警戒，因應本土嚴峻疫情，為維護醫療量能，本會配合衞福部防疫政策，

推動診所視訊診療，有360餘家診所參與視訊診療服務，防疫零接觸亦能照顧

病患，期共同阻斷社區傳播鏈。本會並率先於5月21日成立視訊醫療群組，超過500位中醫師加入

群組，由理事長及公會理監事幹部協助會員熟悉視訊業務。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為參與防疫於今年6月

7日成立台灣中醫防疫醫療國家隊，本會配合全聯會防疫政策，成立台北市醫療團隊，台北市位於疫

情災區第一線，率先啟用諮詢專線及視訊診療專線平台，凡檢疫所確診病人、居家隔離者、居家檢

疫者、自主健康管理者及康復期需要中醫治療及調理的民眾，皆能透過諮詢平台，由防疫醫療團隊

就病患居所就近診所派出中醫師服務，從5月21日起至今共收治118人，超過50餘位中醫師奮不顧

身參與治療新冠病患，頗受社會民眾及醫界肯定，參與防疫治療中醫師，樹立中醫師典範，令人敬

佩。

中醫精準治療新冠肺炎視訊診療研討會

長照推動委員會
主委陳贊文

新冠變種病毒傳播迅速，堪稱為本世紀最大的疫情，中醫成功治療的案

例，其治療原則極具意義，黃理事長特召集學術委員會鄭宏足主委，規劃視訊

研討會，從6/20至7/25每週日下午於公會資訊教育中心舉辦中醫精準治療新

冠肺炎視訊診療臨床實戰研討會，感謝台北市防疫團隊及國內外臨床醫師，無

私奉獻實戰經驗和來自海內外百位中醫師線上分享，超過80分鐘線上討論，反

應熱烈，防疫醫師不畏感染危險治療病患的大醫精神，誠為中醫楷模！

醫療人員是第一線防疫人員做好防護措施才能提供醫療服務，本會為服務

診所，除了協助衛生局發放醫用口罩、防護衣、防護面罩，今年度並代購酒精

318桶、額溫槍65隻、血氧機204台、防護面罩500頂、護目鏡800隻，協助

基層診所醫事及行政人員注射疫苗3700人次，建構安全防護措施，共同合力抗

疫，讓台灣民眾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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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臺北市衛生局110.04.28北市衛醫字第11031198243號函：
:為落實及提升基層醫療機構服務品質，於5月1日至11月30日至診所進行110年度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請會
員配合辦理。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05.05全聯醫總富字第1141號書函轉衛福部109.09.07衛部中字

   第1091861341號函：

重申「毒劇中藥管理規定」公文，請會員務必遵守。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05.06全聯醫總富字第1144號書函：

醫事人員(中醫師)屬防疫前線，有特殊性，今年報稅各項收入適用費用率可按費用標準之112.5%計算。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05.13全聯醫總富字第1156號書函：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之醫療(事)服務機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收入及利息補貼
作業說明」。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10.05.13中執會台北(6)榮字第150號書函：
有關健保相關業務事項，請配合辦理。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05.17全聯醫總富字第1164號函：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暨該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有關新型冠狀病毒最新防疫之訊息宣導，請會員優先參
考或使用旨揭官署公告。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10.05.27全聯醫總富字第118號書函轉衛福部110.05.24健保醫字

   第1100033447號公告：

「因應COVID-19疫情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視訊診療作業項目須知」。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0.05.28院中醫字第1100007718號函：
本院辦理110年度「中藥藥品安全監測及通報計畫案」，請配合於發現疑似中藥不良反應及中藥不良品

案例時，即進行線上或紙本通報。

．衛福部110.05.31衛部中字第1101860770號函：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升溫，倘若集中檢疫所民眾有中醫視訊診療需求，可與所在
地公會聯繫。

．臺北市衛生局110.05.31北市衛醫字第11031299132號函轉衛福部110.05.28衛部醫字

   第1101663760號函：
有關全國醫療機構，經各縣市衛生局指定後，得免提報通訊診療治療實施計畫，以通訊方式診察治療
門診門人之期間，自即日起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全國三級警戒降級或解除為之。

．臺北市衛生局110.06.15北市衛醫字第11001229431號函轉衛福部110.06.04衛部醫字

   第1101663920C號函：
修正「衛福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醫療(事)機構事業產業補償紓困辦法」部分條文。

．臺北市衛生局110.06.21北市衛醫字第1103010876號函：
「診所辦理到宅專業評估(開立巴氏量表)收費標準」，業經衛生局核定。

．財政部110.6.28台財稅字第11004582360號公告：
考量國內COVID-19疫情嚴峻，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為具有執業登記之醫事人員者，其109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及繳納期間展延至110年7月31日止。

   重要訊息

．臺北市衛生局110.06.10北市衛醫字第1103133183號函轉衛福部：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診所版」計畫，診所書面成果報
繳交日期展延至110年8月31日。

．臺北市衛生局110.06.29北市衛疾字第1103041059號函：

第一類醫事等相關工作人員COVID-19疫苗接種造冊等相關事宜，請診所逕洽所在地各行政區健康服務
中心。

※以下公文全文及附件請上公會網頁瀏覽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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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52 期 防疫專欄‧抗疫榮譽榜

因應COVID-19疫情/快篩後檢疫民眾就醫諮詢

中醫提供視訊診療門診服務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諮詢專線 0975500975    
視訊診療專線 02-23145789

適用對象 掛號 & 診療方式

‧檢疫所確診病人、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自主健康管理者。
‧一般門診病人（視訊門診限全國三級警戒降級或解除為止）。

1.檢疫病患有中醫藥需求由本人或代理人撥打諮詢
專線轉介至視訊診所。

2.一般門診病人直接和視訊診所電話或網路預約掛號。
3.醫師以視訊和病患進行雙卡（身分證和健保卡）核對。
4.病患視訊看診前，請自拍舌苔及下眼瞼，如有皮

膚疾病亦一併拍照，電傳供醫師診治參考。

繳費 & 領藥方式

‧比照健保就醫方式，採視訊診療。
‧請持病人健保卡由家屬或代理人至中醫醫療院所繳費過卡及領藥。

黃建榮	 陳曉鈞	 	林源泉	 		陳贊文	 		林恭儀	 		鄭宏足										沈瑞斌

劉家祐	 沈建忠	 	林以正	 		林秝萱	 		蔡令儀	 		張育佳									莊雅惠

廖美麗	 	宋文英	 	顏志誠	 		陳文戎	 		陳建霖	 		吳明珠										蔡美平

彭意雯	 	蕭善文	 	陳冠瑩	 		許淑娟	 		林振傑	 		朱凌永										楊玉台

林鼎鈞	 	張若偉	 		蔡運寧	 		黃奎曄	 		吳東益										賴佳君	 		楊淑雯

林沐賜	 	陳天定	 		詹益能	 		沈冠霖

中醫國家隊台北市團隊  榮譽榜

疫情嚴峻中醫守護全民健康

感謝以上中醫師0521至0630期間不畏感染危
險參與治療新冠肺炎確診者，後續增加的中醫
英雄將增列於下期，中醫師公會以您們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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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第 4 版實戰新冠肺炎視訊研討會

中醫精準治療新冠肺炎視訊診療臨床實戰線上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灣中醫藥教育學會

時間    案例解析 13:00~14:30  實例報告 14:30~15:30

(一)

6/20

 

(二)

6/27

(三)

7/4

(四)

7/11

(五)

7/18

(六)

7/25

美國Mike Liaw Acupuncture 
Clinic / 美國慈濟人醫會

廖明煌	醫師

前台北市立中醫醫院主任醫師
田安然中醫診所院長

田安然	醫師

前長庚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
所長至善醫坊中醫診所院長

沈建忠	醫師

妙華中醫診所院長

韓豐隆中西醫師

新世紀中醫診所院長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助理教授郭哲彰醫師

奇美醫院中醫部部長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許堯欽	醫師

基隆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長庚體系中醫醫療發展召集人

黃澤宏	醫師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鄭宏足醫師/助理教授

天心中醫診所副院長

詹益能	醫師

愛群信安中醫診所院長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助理教授

陳建霖	醫師

悅展中醫診所

張育佳	醫師

至善醫坊中醫診所

沈冠霖	醫師

岐善中醫診所院長

林秝萱	醫師

駿琳大直中醫診所

蔡令儀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內科

廖元敬	醫師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黃建榮	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張馨予	醫師

林源泉中醫診所院長

林源泉	醫師

【報名說明】1. 報名費：一堂1,000元    2. 報名方式：報名費電匯至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郵局帳號。 700 帳號：

0001331-0475504   3. 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手續將由公會簡訊傳送邀請參加LINE群組，並於群組公
告線上研討會登錄密碼。 4. 洽詢電話：台北市中醫師公會(02)2314-3456

【預約雲端】中醫精準治療新冠肺炎臨床實戰系列研討會雲端課程1至6集共23小時6,000元，推廣價5,000元，

                         訂購雲端課程請詳第14版辦法。

悅展中醫診所院長

陳曉鈞	醫師

儒德中醫診所院長

廖美麗	醫師

旭生中醫診所院長

陳贊文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

中醫學系系主任

張東    教授

頌讚中醫診所院長

林恭儀	醫師

麗馨中醫診所院長

沈瑞斌	醫師

東門中醫診所院長 /
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碩士 

林以正	醫師

全德中醫診所
三軍總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

蔡運寧	醫師

翰林中醫診所院長

陳文戎	醫師

育揚中醫診所院長

楊玉台	醫師

德昌中醫診所院長

顏志誠	醫師

昌盛堂中醫診所院長

劉佳祐	醫師

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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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52 期  2021台北國際中醫藥論壇報導

台灣中醫在國際大放光采

為慶祝第91屆國醫節，由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承辦，3月13、14日舉行「第91屆國

醫節慶祝大會暨第13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

儘管台灣疫情緩和，但國外團體及專家學者仍未能入境來台參會。為慶祝第91屆國醫節。大會籌備會特別規劃

遠距視訊及全球直播，獲得國外中醫藥團體熱烈響應。今年參加的醫師人數最多，台灣中醫師報名出席有1800餘

位，大會兩天海外參加遠距視訊有600餘位，有來自全球五大洲，新、馬、美、加、日、韓、紐、澳、歐洲、非洲以

及大陸港澳等17個國家中醫藥人士出席遠距視訊會議，大會兩天活動並有YouTube全球直播；本次大會主題為中醫

實證與全球化，大會演講的學者遍及中國大陸、美、加、日、韓、新加坡、以色列、德國學者專家，兩天大會在六個

會場有58個講題。講題涵蓋:經典文獻探討、中醫實證研究、中西醫結合、中醫教育、長照服務，並有當前中醫參與

新冠病毒防疫及抗疫經驗專題，藉由論壇互相交流中醫臨床及實證研究，彼此分享珍貴的臨床經驗。

經方專家特別演講全球直播

3月13日於201大會廳舉行「經方論壇」，衛福部陳時中部長及黃怡超司長蒞臨大會致詞指導，論壇大會主席由

黃建榮理事長擔任。大會邀請的國內外專家學者有: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吳奇教授、天津醫科大學腫瘤學

博士生導師吳雄志教授、日本藤門會會長賴建守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副院長賴榮年教授、中國醫藥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主任張東廸教授，由於講題精采，獲得海內外參會中醫師喝采。

國醫節慶祝大會鼓聲撼天地

3月14日，上午9時於201大會廳舉行第91屆國醫節慶祝大會，由大會主席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柯富

揚理事長主持、籌備會主委台北市中醫公會黃建榮理事長致歡迎詞，大會貴賓蔡英文總統、立法院游院長錫堃、健保

會前主委周麗芳教授、衛生福利部石崇良常務次長、中醫藥司黃司長怡超、各縣市公會理事長、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全體理監事、台灣各中醫醫學會及各教學醫院院長出席，開幕式「大道鼓樂」精彩的表演，獲得全場來賓如雷的掌

聲揭開大會的序幕。

全球直播　蜚聲國際
文／大會執行長陳文戎常務理事

台北市理監事與蔡總統等貴賓合影      陳時中部長和台北市理監事合照      全聯會柯富揚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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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致詞嘉勉

蔡英文總統致詞時盛讚台灣中醫積極參與新冠病毒治療防治疫情成就受到全球矚目，中醫界研發中藥複方「清冠

1號」更熱銷歐美等國，讓世界看到台灣。而台灣在《中醫藥發展法》制定後，中醫的角色會更加重要。台灣醫療體

系，納入更多中醫健保服務項目。此外，臺灣要走向世界，中醫藥也是重要的競爭實力。接著立法院院長游錫堃致詞

向全國中醫師祝賀全國中醫師國醫節快樂。國外代表團亦透過視訊致上賀詞：有韓醫師公會全聯會、首爾韓醫師會、

日本中醫學會會、新加坡中醫師公會、馬來西亞中醫總會、巴西針灸醫學會、阿根廷針灸學會、歐洲國際針灸聯盟、

香港九龍總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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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場精采的演

講，有「經方學術暨臨床應用特別演講」、「針內科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世界傳統醫學學術大會」、「中醫藥

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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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邀請經方教授學

者演講外，第二天國際知名的中醫學者專家有黃怡超司長、林昭庚講座教授、陳旺全講座教授、孫茂峰教授、施純全

教授、張伯禮院士、吳以嶺院士、Weber會長、張永賢教授、胡文龍教授、李嗣涔教授、張恒鴻教授、劉農虞教授、

高希言教授等50餘位。

中醫多元醫療照護模式研究成果及國際論壇記者會

1995年台灣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於2000年承接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中醫納入健保總額屆滿21年。全聯會

配合衛福部推動「建立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網絡計畫」舉辦「中醫多元醫療照護模式研究成果記者會」記者

會主題有：1.2020中藥抽驗結果大公開/由衛福部、消基會及中醫師全聯會共同發表。2.多元醫療-中醫照護到家服務

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及中醫師全聯會共同發表。3.中醫延緩失智失能成果由於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及台灣中醫藥教

育學會共同發表。最後為配合政府政令，由中醫師公會及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共同推動全國中醫師吃鳳梨 挺農業 -健康

旺旺來宣誓活動！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以“健全長期照護體系、守護高齡長者健康＂作為核心精神，首創中醫藥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服務、於長照據點社區舉辦具有中醫元素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課程，藉由中醫藥長照服務參與，節省健保

的醫療資源，嘉惠長者健康照護品質，讓更多人認識中醫在長照能延緩失能或復能的角色。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創會71年光耀國際

下午4:20於201大會廳召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創會71週年暨第十九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大會主席黃建榮理

事長致歡迎詞、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黃世傑致賀詞。接著頒發今年度第六屆中醫杏林獎、優良學術著作品獎、表揚

行醫70年以上及50年以上長青中醫師等。

感恩海內外參會人士熱情出席

本次大會承蒙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中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指導及經費補助，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台北市政府觀

光傳播局、外交部、陸委會等贊助、各醫藥團體，各教學醫院協辦支持，政府首長、全聯會柯富揚理事長及中醫藥界

先進蒞臨指導，並承大會籌備會全體委員及全體會務人員的努力，兩天大會遠距視訊及全球直播圓滿成功，蜚聲國

際。

黃建榮理事長大會致歡迎詞             副總統頒發中醫奉獻獎                 第六屆中醫杏林獎得主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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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醫居家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網絡計畫」活動集錦
文/專案計畫執行長 陳曉鈞副理事長

由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承辦，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中醫師公會等共同合辦衛生福利部「建立中醫居家醫療及長

期照顧服務網絡計畫」，計畫主題包括中醫居家醫療、社區醫療以及中醫進入長期照顧機構三個部分，目前已在台北

市舉辦多場中醫預防醫學講座，亦在新北市辦理社區巡迴醫療活動，也已籌劃即將進入長期照顧機構進行義診服務。

讓中醫師走入社區，走入家中，走入民眾的生活中。

110.02.07 全聯會第一次工作會議  110.03.28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110.03.28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110.04.01 居家醫療工作小組會議      

110.04.06 文山區興旺社區講座      110.04.18 中醫診所加入居家          110.04.22 士林區富光里據點開課典禮        110.04.01 居家醫療工作小組會議
                                 醫療團隊說明會

加入台北市中醫師

公會桌球社line群

  新社團新活動

國醫盃桌球賽 成就「絕對團結共榮」
一場運動競賽的無限可能-團結促進，健康永續																													文/陳朝宗、沈冠霖

為凝聚中醫同道向心力，促進交流聯誼，推廣運動健康，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桌球社於2021年元月正式成立。每月例行舉辦

一次練球聚會，並於三月七日盛大舉行國醫盃桌球賽。此次活動中，除了個人賽之外，新增趣味競賽，眾多中醫學會團體熱情響

應報名。參賽隊伍包含：女中醫師協會、中醫抗衰老醫學會、中醫男科醫學會、中醫婦科醫學會、中醫藥學會、中華中醫學會、

中華黃庭醫學會、台灣顏面針灸醫學會、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長庚中醫系校友會(按筆畫排序)，等十隊積極參與，相互切磋交

流。

在黃建榮理事長與林展弘名譽理事長積極推動下，以及桌球社社長陳運瑩、名譽社長陳朝宗、副社長沈冠霖共同策劃下，桌

球賽事盛大舉辦、圓滿落幕。得獎團體分別是，趣味競賽組冠軍：中華中醫學會、亞軍：長庚中醫系校友會、季軍：中華黃庭醫

學會。個人賽單打冠軍：陳朝宗醫師、亞軍：蔡文興醫師、季軍：陳運瑩醫師。恭喜以上醫師們的參與及優異表現，將在國醫節

上公開頒獎表揚。

走出診間，邁向球場，感受球拍陰陽兩面情，交流彼此岐黃一條心。每月一次桌球社公會活動，在教練熱情與指導下，將進

步神速。歡迎更多同道，攜家帶眷，一同參與這愉快的周末活動。每月活動報名方式詳見Line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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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2021繼續教育課程一覽表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時數 積分數 報名費
積　分
申請費

109-14	 中醫男科疾病六經辨證

課程(共4堂)

1/31、3/21、4/18、8/1

	(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6,000元 100元/點

109-16 十堂課教你精藥物

系列課程講座	

1/24、3/28、4/25、8/22

9/26、10/24、11/28		

(週日)	13:30-17:30		

公會14樓教育中心

40 20,000元 100元/點

110-01 雷射針灸臨床進階

課程講座(共8堂)

1/10、2/21、3/21、4/11、

5/9、8/8、9/5、10/3	

(週日)	13:30~17:30	

公會會議廳

32 16,000元 100元/點

110-04
黃碧松理事長微針特種針法

藥物結合難病應用(共2天)

8/8、9/12

(週日)	09:00~17:00

公會會議廳

16 12,000元 100元/點

110-07 天津吳雄志呼吸系統疾病六

經辨治臨床應用視訊講座

10月16-20	共5堂

(週六至週三)

14:00-17:20

 12,000元
		9/30前	9折

110-08 美國吳奇針灸結合經方治療

疑難雜症視訊講座

11/14.11/21共2堂

(週日)

09:30~12:20

8,000元
8/1前	9折

110-09
林以正脈象中筋膜張力訊息

在內科應用及針灸處理

(初階班)	視訊講座

9/5

(週日)	14:00-16:00

公會會議廳

1,000元

8/1	前800

110-10 曾天德董氏奇穴臨床應用

講座

9/26.10/31

(週日)	09:00-17:00

公會會議廳

16
10,000元

8/30前	9折
100元/點

110-11 李德茂教授經方臨床應用

講座

11/14.11/21.12/12.12/26

(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8,000元
9/30前	9折

100元/點

※ 報名方式：請掃描預報名之課程QR-code填寫相關資料並將報名費電匯至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郵局帳號。代號

700、帳號:0001331-0475504。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手續將由公會簡訊傳送邀請參加LINE群組，並於群組公

告線上課程登錄密碼。

※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新課程

     報名繳費QRCode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視訊講座

視訊講座

視訊講座

110-07吳雄志        110-08吳奇         110-09林以正        110-10曾天德       110-11李德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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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110-11 

李德茂教授常用經方臨床應用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11月14日起週日下午14:00~17:30 (共4堂)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課程編號110-10 

曾天德醫師董氏奇穴臨床應用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
上課時間：110年9/26、10/31 (星期日) 09:00-17:00 (2堂全天)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

課程編號110-09 

林以正醫師脈象中筋膜張力訊息在
內科用及針灸處理初階班視訊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110年9月5(星期日)14:00-16:00

授課方式：ZOOM視訊連線 (可在家或到教室觀看)

課程簡介

內科與傷科/結構醫師的整合，是當代台灣中醫基層的重要趨勢。一些對藥物反應不佳的疑難雜症患者，雖然是
以內科主訴求診，但其中有一個可能，是潛在的筋膜內傷影響了脈象診斷以及藥物的經絡循環，這個時候，我們
可以依照脈象中的筋膜張力訊息，進行理學檢查，尋找內傷的位置，並利用東門結構針法進行折解，配合多層次
精緻門診模式，以突破治療關卡。一針二灸三用藥，以治療的速度來說，解開內傷會立即改變脈象，也能當場看
見症狀的改變。藉由對人體解剖、核心肌群、呼吸運作、針灸的腦科學理論、結合中醫傳統理論方劑的重新思
考，將脈象中的筋膜張力訊息並作為治療的導引，是全新有效率的治療模式。

‧報名費1,000元  8/1前800元     

日　期 主			　題

11/14 從經脈論廣桃核承氣湯類等方的臨床應用

11/21 從經脈論廣白虎湯類等方的臨床應用

12/12 從經脈論廣白頭翁湯類等方的臨床應用

12/26 從經脈論廣當歸芍藥散類等方的臨床應用

‧報名費8,000元  9/30前 9折  

洽詢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0577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課程簡介 QRcode

報名繳費
QRCode

報名繳費
QRCode

日　期 主			　題

9月26日
董氏橫通針法應用簡述
常見痛症處置與剖析(頸椎症狀群、肩周炎、顳顎關節症候群、肱骨外上髁炎、急性腰扭傷、坐骨神經痛、膝關
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冠心病(高血壓、中風)、胃脘痛、膽囊炎、慢性肝炎。	

10月31日
董氏三才針法應用解譯
慢性支氣管炎、哮喘、糖尿病、甲亢、睡眠障礙、眩暈頭痛、乳癌、痛經、子宮肌瘤、蕁麻疹、乾癬、濕疹

‧報名費10,000元  8/30前9折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每堂4點，可申請16點) 

報名繳費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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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調理脾胃為中醫治療疾病的核心思想之一，「董氏奇穴」亦

屬中醫的一環，深入研究董氏奇穴可以發現，其穴位分布、命名、

還有獨到的主治應用，常與脾胃系統息息相關。故本文就脾胃系統

與各臟相應之生理、病理作簡要探究，並以董氏奇穴綜合運用於臟

腑、四肢、九竅、外感病等略作說明，以期眾同道能對董氏奇穴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

關鍵詞：	董氏奇穴、脾胃學說、黃帝內經

中醫不僅是實用醫學，更是一門哲學，「董氏奇

穴」亦屬中醫的一環，其應用自然也受哲學之影響，雖

然無從考究董氏奇穴產生的確切時代，但深入研究董氏

奇穴可以發現，其穴位分布、命名、還有獨到的主治應

用，皆含蘊陰陽、三才、五行、體應、臟象、太極等哲

理。其受《內經》及《易經》的影響極大，另外亦受金

元至明末眾多醫家（如李東垣、孫一奎、張景岳、李中

梓等）學說影響，如太極命門學說、溫補扶陽、脾胃學

說、脾腎並調等為重要思維，皆深刻地影響著董氏奇穴

運用的各個面向，其中李東垣「調脾胃」思維在董氏奇

穴中的運用上更顯突出。

李東垣認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脾與胃皆居

於中州，而運化精微以灌於四臟，脾胃一傷則四臟無

所資取，而四臟俱病矣!胃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

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矣。。

一、董氏奇穴穴位與脾胃論治
《 素 問 ‧ 玉 機 真 藏 論 》 云 ： 「 五 藏 皆 秉 氣 於

胃」。楊維傑老師認為穴位分布有陰陽之別，凡肌肉豐

厚之處的穴位蘊含真氣甚豐，屬陽，能調氣、調陽，並

有推動、溫煦、防禦、助氣化之能，其氣多向上、向

外、能走表分。如火腑海、肩中、足駟馬等穴；十四經

之合谷、曲池、足三里等皆有這個特徵。

董氏奇穴在手掌、前臂、後臂及小腿、大腿，亦

多取陽面陽經之穴位，董氏先祖重視陽氣，常以陽治

陰，並多以陽經之穴位治療表裡經偏陰之病證。以小

腿、大腿為例，七七部位即小腿部位，八八部位即大

腿，觀十四經穴之分布，五臟肝、心、脾、肺、腎之經

絡皆走身體之陰面，但董氏治肺心腎系疾病，卻分布

在大腿之陽面，足駟馬三穴（治肺）、通關三穴（治

心）、通腎三穴（治腎）皆在脾胃經線之內。

足駟馬上中下三穴，為治肺系證候群之特效穴，

在股直肌上，屬足陽明經，此處肌肉甚豐，走陽分、表

分，對各類皮膚病甚佳﹔，此三穴亦為補氣、理氣、升

清要穴，可治胃經上之面癱、乳腺炎，治肺機能不足之

坐骨神經痛、腰背痛，肺主胸背，能療胸痛、胸連背

痛、胸肋痛、氣喘等。

通關、通山、通天三穴為治心臟及與心相關之臟象

病變要穴，此三穴亦在胃經上，透過「胃與包絡通」能

強化心臟與調節血液循環，更能通陽。

通腎、通胃、通背三穴主治腎虛之口乾、頭暈、腰

痛，糖尿病、腎炎、蛋白尿、水腫、生殖器系統疾患，

治脾腎兩虛之病，另外此三穴治水腫之力甚佳，類似真

武湯的補土利水，溫化脾陽之力。此三穴均位於大腿內

側赤白肉際之稜線上，鄰近脾經，可謂脾陽、脾陰皆能

治之。

治肝系病之天黃、明黃、其黃，皆在大腿內側肌肉

最豐厚處的肝經上，肉多而應脾胃，亦寓有陰中求陽，

調陽分概念。

小腿上脛骨前肌是小腿肌肉豐厚之處，有四花穴群

能調胃之升降，連動心包絡(胃與包絡通)，善調脾胃陽

證，而小腿內側的下三皇穴，能調理脾胃陰證 ，亦能

治脾腎兩虛之證候群，如糖尿病、慢性腎炎、腎衰等。

總之，董氏奇穴在七七部位、八八部位的穴位功能

開闢了調心陽、肺陽、腎陽、脾陽的另一途徑，對於整

體宏觀治療有很大的輔助作用。

二、調脾胃，以董氏奇穴能治五臟、

						九竅、四肢病
脾胃為後天之本。脾胃一失調則「五臟六腑、十二

經、十五絡、四肢皆不得營運之氣，而百病生焉」。故

脾胃受病而累及諸臟為病者，當通調脾胃以安五臟。以

下根據楊維傑老師對董氏奇穴治療五臟、九竅、四肢病

文/中華董氏奇穴針灸學會副理事長  曾天德

談董氏奇穴在脾胃論治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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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驗，融會個人觀點試述如下：

1.	調脾胃治心疾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主神志，心有疾多見神

明之亂，如心煩、癲狂諸證，陽明熱疾亦多表現癲狂。其配

穴規律為：安神定志取心經原穴神門、督脈與小腸之會後谿

及心俞。若陽明熱盛、當取陽明與督脈之會的人中，井穴隱

白、厲兌等瀉熱以安神。 

董氏奇穴之下三皇治癲癇、失眠、心脾兩虛之神經衰弱﹔以

通關、通山、通天治療心臟病變、腦貧血﹔對中氣不足所致

虛火上炎，或中焦虛寒、虛火上浮所起之火熱證，常以火

連、火菊等穴以其厚土之力，以歛降上亢外浮之虛火。。

2.	調脾胃治肺疾

脾為肺之母，土虛則金衰，其病則為少氣、自汗、盜汗、癆

瘵等証。其益肺養陰常取肺募中府、合穴尺澤及背部肺俞，

而培土生金，常配足三里、脾俞。

足駟馬穴位於胃經之上，治療氣喘、鼻炎、呼吸系統異常。

肺主皮毛，駟馬穴治營衛不和所致皮膚病。胃經上之四花

上、中等穴能補土生金降濁，能治哮喘、胸悶、肺氣腫等。

3.	調脾胃治肝疾

「肝主筋，主諸風掉眩」。然血少則無力養筋，血虛亦可生

風。故調脾胃，養血熄風，亦為前賢所慣用。此時，舒肝利

膽常取肝俞、絕骨、風市、陽陵等，益氣養血則取足三里，

醒神開竅取陽明經、督脈之會人中等。董門之腎關及人皇能

促生營血以養筋熄風。

脾虛生痰，痰濕阻遏肝膽經絡，致使肝膽氣鬱化火，甚則變

生黃疸、奔豚、馬刀、挾瘿諸證，其達胃舒肝取木斗、木留

在胃經旁脈上，治肝胃不和之病。肝炎穴在脾經上，在內踝

上兩寸，三陰交下一寸。肝門穴在小腸經上，治療肝炎系透

過脾與小腸別通。

4.	調脾胃治腎疾

腎主水，司開闔，主二便。但溲便不利者亦可由脾病引起。

經曰：「脾實則涇溲不利」。此時化氣利溲常取陰谷、委

中。而調脾化濕常配陰陵泉、關元及足三里。其天皇穴（陰

陵泉）乃土經水穴，能利尿治水腫是實土利水的代表穴。

腎主藏精。精受於先天而滋養於後天，脾虛則精無所裨，遂

為失精、不孕、消渴、無子等證。此時前賢補腎取脾俞、腎

俞，清虛火取太谿（乃水經土穴）。而調脾胃、益化源多取

三陰交、中極、關元、陰陵泉等。董門腎關穴，治療小便頻

多，精關不固﹔火散穴清相火。

5.	調脾胃治肢體病

「四肢皆稟氣於胃」。故治療四肢、軀體疾病時，常在分經

辨證論治的基礎上，配合調治脾胃，以提高療效。前賢配穴

規律為：調脾胃取足三里、三陰交等。上肢諸疾配伍曲池﹔

下肢諸疾配伍絕骨、委中等。董門常以腎關穴、四肢穴治療

四肢病痛，通關、通山亦治療四肢病痛。

6.	調脾胃治九竅病

經曰：「脾不及，則令九竅不通」，又云：「頭痛、耳鳴、

九竅不通利，腸胃所生病也」。因「五臟之氣，上通九竅，

五臟稟氣於六腑，六腑受氣於胃」。故調治後天，補益五

臟，又是聰利九竅之治本大法，所以前賢極重視後天，而且

調脾胃常取遠道刺與局部取穴相配伍。遠道取足三里、三陰

交。面、齒、頸疾取頰車，頭疾取頭維，舌疾取人中，目

疾取睛明，鼻疾取迎香。另外五官諸疾還配合谷，鼻疾配上

星，目疾配肝俞，耳疾配翳風。東垣之益氣聰明湯個人常用

治五官病、頸椎病，尤其是耳竅不利。

董門足駟馬治耳、鼻、眼病皆常用，有異曲同工之妙。心肺

有疾則鼻為之不利，通關、通山配足駟馬或四花上穴效更

佳。此外三叉三穴有補脾作用，亦善治五官病。

7.	調脾胃治外感病

外感病傳變多及脾胃，「傷寒…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

肉，其脈瘿鼻絡于目，故身熱、目病而鼻乾，不得臥也」。

又「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

明，使經不傳則癒」。故前賢治邪實外感者則針刺陽明，

故取內庭、厲兌等。正虛外感者當補太陰，又取公孫、足三

里、太淵等。而疏散外邪尚須配伍合谷、曲池、風池等穴。

董門感冒一穴、二穴在脾經上，高位對應肺，也有手足同名

經相通之意。三叉三穴有補脾作用，善治五官病，亦善治外

感病（如咽喉、耳竅）。  

結語
   「調理脾胃」是中醫在治療疾病致勝的重要關鍵之一，董

氏奇穴在這方面的諸般應用在診治眾多外感和內傷雜病中，

提供了許多在傳統針灸及內科用藥上的殊樣途徑，個人在此

感謝董公及楊維傑老師將董門之秘一一解開，以利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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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			題 報名費

10月16至19日

吳雄志呼吸病學概論與呼吸道疾病六經辨證

B班5堂
12,000元

（9/30前繳費9折）
A班舊生8折

吳雄志呼吸病學太陽、陽明病六經辨證及腫瘤解析

吳雄志呼吸病學少陽、太陰病六經辨證及腫瘤解析

吳雄志呼吸病學少陰、厥陰病六經辨證及腫瘤解析

10月20日
沈佳從臨床驗案談肺結節六經辦證思路

高璟淺析太湖思路治療常見呼吸道疾病臨床體會

講師│吳雄志	教授

吳雄志，男，1975年生，博士，教授，主任醫師，天津南開醫院副院長，天津醫科大學腫瘤學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
解放軍總醫院客座教授。 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天津市131創新型人才，世界中醫聯合會臨床科研統計專業委員會
理事會副會長，中國中醫藥信息學會臨床研究分會副會長，世界中醫聯合會腫瘤精准治療分會副會長，中國康復醫學會
腫瘤康復分會副會長，天津市醫藥家協會中西醫結合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TMR出版集團總編，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主編；中醫互聯網教育太湖大學創始人。

講師│沈佳	老師

沈佳，現任江蘇省第二中醫院治未病科副主任，主任中醫師。為江蘇省優秀中青年中醫師臨床人才，第四批全國中醫臨床
優秀人才。發表論文20餘篇，主編、副主編、參與醫學著作10餘部，獨立著作1部。臨床喜用六經模型指導常見慢病、腫
瘤、婦科、皮科等治療。
世中聯中醫臨床思維專委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中華中醫藥學會膏方分會委會、中國藥膳研究會文化建設專委會委員、
中國中藥學學石斛專委會專家、江蘇省醫院協學疾病與健康管理專委會委員、江蘇省中醫藥學會理事會理事。

講師│高璟	老師

高璟，女，醫學碩士，副主任中醫師，廣州中醫藥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暨南大學附屬順德醫院中醫科主任。2016年至
今在太湖大學學習中醫，具有較深厚的中醫理論功底和中醫臨床診治能力。擅長中醫內科、婦科、兒科相關疾病的中醫藥
治療。現任廣東省順德區中醫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廣東省順德區“治未病＂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廣東省順德區中醫學
會“生殖內分泌＂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

【報名說明】

1. 本視訊課程於上課前15天繳費9折優惠，A班舊學員報名B班講座8折優惠。
2. 完成報名將由公會邀請參加LINE群組，視訊課程結束，公會另成立微信WeChat
   「吳雄志老師呼吸系統課程」群組，邀請學員加入，由太湖志工協助學員入群開
    通一年內可反覆學習。

天津吳雄志教授呼吸病學六經辨治臨床應用視訊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課程時間：2021年10月16-20日  (週六至週三)14:00-17:20
授課方式：ZOOM視訊連線 (可在家或到公會會議廳觀看) 每堂課預留20分鐘供學員提問。
公會會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公會電話：(02)23143456

報名QRCode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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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吳氏移光定位針灸結合經方治療疑難雜症視訊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課程時間：2021年11月14、21日 (星期日)09:30-12:20
授課方式：ZOOM視訊連線 (可在家或到公會會議廳觀看) 每堂課預留20分鐘供學員提問。
公會會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公會電話：(02)23143456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1114

09 : 30-10 : 30 中醫中藥對於新冠病毒及變種的對策解析探討

10 : 30-12 : 20
中醫西醫眼科，對於眼科臨床常見疑難雜症：複視、飛蚊症、白內障、青光
眼、乾眼症、黃斑病變等相關機理、治療等認知理念利弊得失之綜述簡析。

1121

09 : 30-10 : 30 吳氏移光定位針灸源流及機理、方法概述

10 : 30-12 : 20
複視、飛蚊症、白內障、青光眼、乾眼症、黃斑病變、重症肌無力症之眼瞼
下垂、多發性硬化症等案例實證

講師│吳奇 教授 

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學術總監、博士生導師；美國世界傳統醫學聯盟主席。

吳教授師承民國初年四大名醫之一孔伯華的入室子弟、天津名老中醫王季儒教授針灸手法，以

第一名考進天津醫學院中醫系，以第一名畢業。1988年赴美，展開教學、行醫的人生新頁。吳

奇教授在舊金山中醫針灸大學、加州奧克蘭美洲中醫藥大學、美國加州中醫大學執教至今。於

1990年，在美國北加州南灣科技新鎮矽谷創立中醫診所，享譽美國。

吳教授遵循「法天則地」源自《黃帝內經》，也是中醫文化的精華，吳奇教授授醫、行醫

所奉行的圭臬；在這套法則下，他結合天文學、天體力學等知識，運用「法天則地」「太極黃

金分割」、「共振扶正」的針灸方法，啟動患者的自我修復機制，達到治療效果。出版著作有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英譯本、《中醫太極觀》中、英文版、《小腦新區》中、英文版、

《太極黃金分割四季十二時辰養生法》。吳教授自2018年起應公會邀請授課，學員獲益良多。

* 報名費：8,000元，10/30前9折

* 請註記：吳奇視訊講座 

吳奇教授大會演講及特別講座

吳雄志教授大會演講及特別講座

學術活動剪影 報名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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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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脈的禮讚/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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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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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4,200 

E9 2017 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整合療法講座 12 $  3,600 

E10 2016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徒手療法 (贈:徒手治療手冊/700元) 12 $  5,000 

E11 2017 盧文瑞老師軟組織及骨傷徒手療法 12 $  4,500 

E12 2016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 24 $  12,000 

E13 2017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在各科疾病應用 24 $  12,000 

E14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外用製劑 (A) 7 $  2,000

E15 2015 呂志宏老師中藥酸痛五官製劑 (B) 7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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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0

E18 2018 李蔡榮老師伏邪溫病臨床醫案分享 21 $  4,000

E19 2018 本經疏證練功訪講座 15 $  3,000

E20 2018 鄭振鴻院長妙用科學中藥臨床應用講座 6 $  1,800

E21 2018 曾天德院長董氏奇穴針傷科臨床應用講座 12 $  4,800

E22 2018 中醫社交及會議英文研習課程 18 $  2,000

E23 2018 常見疾病致病機轉及西醫用藥課程 9 $  1,800

E24 2018 常見疾病西醫用藥機轉及中西藥併服宜忌課程 9 $  1,800

E25 2018 賴榮年教授婦科雜病中西療法臨床講座 (II) 15 $  4,000

E26 2018 黃大宜主任臨床影像判讀課程 20 $  4,000

E27 2018 譚仕馨、陳譽仁傷科徒手療法課程 20 $  8,000

E28 2018 陳旺全重大疾病中醫治療經驗講座 6 $  1,800

E29 2018 中醫門診英文研習課程 8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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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6 林高士水藥方劑臨床應用經驗講座 (I) 18 $  5.000

E37 林高士水藥方劑臨床應用經驗講座 (II) 12 $  4,000

E38 新冠肺炎視訊診療臨床實戰研討會 23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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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可多次複習研修。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榮  ( 請註記課程編號代碼 )  

雲端學院
QRcode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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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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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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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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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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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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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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第 16 版2022論壇公告、論叢徵稿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52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1. 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10版) 試題：董氏奇穴調脾胃治心疾配穴規律為何？

◎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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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期通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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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際接軌即日起採用華藝線上投審稿系統並升級為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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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投稿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隨時代腳步，中醫上雲端，隨時可上線，功力E大增。

名師大彙集，授課不藏私，畫面不漏接，學習E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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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課程以上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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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可多次研習。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榮  (請註記課程編號代碼)

一、中醫藥研究論叢書寫規範及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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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經醫史、3.文獻回顧、4. 病例報告、5. 專題論述      

二、每年出刊4期：每逢3、6、9、12月30日出刊。

課程簡介

2022慶祝第九十二屆國醫節第14屆
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論文徵文通告

大會時間 2022年3月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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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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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前報名

，並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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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