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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林展弘

林展弘理事長接任中執會
台北區分會主委(2017.3.16)

林理事長出席台北市衞衛生局大腸癌
篩檢衞啟動記者會(2017.4.10)

中央健保署表揚本會參與健保成立22
週年義診活動(2017.4.30)

衛生局106年度的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於5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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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提供病

人就醫安全環境，維護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順暢。為建構安心、安

全的醫療環境，本會皆為會員投保醫師執業責任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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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擴大服務病患請院所醫師於診斷時，符合職災條件的患者：如民眾於上下班途中意

外傷害或於工作中之相關之傷害或勞損型損傷皆列為職災案件，可以免持職災傷單申報，

申報流程請參閱第3版「健保專欄」。職災案件係中央健康保險署為協助勞工保險局辦理

項目，屬於代辦業務性質，其醫療費用由勞工保險局支付。為使醫療院所熟悉申報作業流

程，中執會台北區分會已於4/9辦理院所健保專案及職災申報說明會，如有疑意請洽中執會

台北區分會或本會健保事務委員會或各行政區群組長。院所申報職災，除可將勞工民眾的

醫療費用合理歸屬勞保局，減少健保醫療費用的支出，進而促使健保總額點值的提升，台

北區每位醫師每月申報一件職災單，即能超越整體費用執行率15%，台北區的點值必能提

升！

本會為加強服務會員，增加公會與會員之間的溝通聯繫，藉助資訊數位化，本會去年

於12個行政區成立Line通訊群組，可即時將醫政公文及活動訊息透過Line轉知給會員，會

員遇到執業上的問題亦可透過Line請公會協助解決，各行政區群組於去年中秋節前後舉辦

聯誼座談會，院所於執業或管理遇到的問題在座談會上交流並增進同區會員的聯誼，今年

的端午節期間將進行第二次座談會，請尚未加入行政區群組的會員道長和公會連絡。今年

12/17公會將在凱撒大飯店舉辦台北市12個行政區歲末及資深中醫聯歡餐會，屆時請會員

蒞臨參加。一年一度的會員自強活動，將於8/13前往溪頭森林教育園區，歡迎會員攜眷參

加。10/29將舉辦圓山花博公園公益慢跑運動嘉年華。

公會每月舉辦的社團有登山社、羽球社、高爾夫球社、歌唱聯誼社、健康舞蹈社，歡

迎會員參加，會員亦可籌組其他類別的聯誼休閒運動社團，符合規定公會提供補助費，績

優社團還有獎勵金。今年公會為促進國際交流，除於5月率團前往韓國首爾交流訪問，並將

於6月起組團前往加拿大、新加坡、北歐、俄羅斯、日本、大陸交流及順道觀光，歡迎有興

趣的會員及中醫同道報名參加，使台灣中醫走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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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1. 台北市衛生局從5/1起至11/30進行「106年度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請各診所配合

辦理。

2. 衛生福利部106.04.19公告「勞動基準法下護理排班問答暨合理護理排班指引與範例」

手冊資訊。

3. 財政部106.1.12台財稅字第10504700611號函：

核定105年度執行業務費用標準修正中西醫師全民健保收入必要費用，為依健保署核定之點數每

點0.8元計算。

4.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6.4.26北市衛醫護字第10633542600號函：

重申院所對於診治病人交付藥劑時，依醫藥相關法規辦理。

5.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633543300號函：

重申醫療機構醫師至執業登記處所以外之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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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補助於6/30日截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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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地檢察署官慧珍總召集人主任檢察官率主任檢察官書記官拜訪公會並舉辦醫療法律座談會（2017.5.4）

林理事長出席各行政區聯誼座談
會（2017.5.21）

公會舉辦長青學苑經絡穴位保健講座
課程（2017.5.12）

公會與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簽訂106年度會員執
業醫療責任險儀式（2017.5.17）

˙會務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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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35 期 健保專欄

文／常務理事陳朝龍

◆職災案件係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為協助勞工保險局辦理項目，屬代辦業務性質，其
醫療費用係由勞工保險局償付。

鼓勵中醫院所正確申報職災，可將勞工民眾的醫療費用合理歸屬，以減少健保醫療費用的
支出，進而促使總額點值的提升。

鼓勵台北區每位醫師每月申報一件即能超越整體費用執行率15%，台北區點值必能提升。

一般健保針傷門診(收取部分負擔)

經醫師診斷

投保中

先以B6案件登入
(每家電腦公司皆已設定)

已退保者或
勞保已退休

仍依健保方式門診

符合職災條件
(上下班途中意外傷害、或工作中之相關之傷害、勞損型損傷也可報職災)

◆擴大服務病患請多利用職災申請的優點
1. 申請點數每點=1元不打折，增加10%收入。
2. 未使用地區分配資源可提高台北區點值。
3. 針傷療程不限次數。 
4. 職災案件不涵蓋在抽審指標內，可減少被抽審機率。

◆職災案件申報

人次 台北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區 東區 全區

2016Q1 2,949 5,258 24,395 3,547 3,547 2,484 42,180

2016Q2 3,487 6,993 36,745 4,468 4,468 2,419 58,580

2016Q3 4,257 6,621 39,450 4,223 2,395 2,234 59,180

2016Q4 4,530 6,468 42,162 4,060 2,489 219 59,928

費用執行佔率 7.3% 10.3% 68.8% 8.2% 4.8% 0.5%

執行醫師數 845 201 725 435 530 71 2,807

執行院所數 314 359 566 235 287 36 1,797

※日後勞保局核定是否符合，若不
   符合，勞保局將直接回覆健保署
  自動轉回健保支付 不影響院所費
  用申請。

◆確認勞保身份 4 要點

1. 年齡(18-65歲）

2. 傷勢(意外或勞損?)

3. 是否就業中？公司有勞保？

    或是否加入職業工會?

4. 電話確認 

   ( 勞保專線 412-1111#123#1#1

    以病患身分證字號確認勞保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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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期/第 4 版台北國際論壇報導

台灣中醫在國際大放光采
為慶祝第八十七屆國醫節，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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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月十一、

十二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第87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中醫藥成果展第9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

壇」。大會活動有慶祝大會、國際學術論壇、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8屆第2次會員大會、外賓歡迎晚宴、國醫節

聯歡晚會、中醫藥成果展及中醫藥博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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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印尼、黎巴嫩、紐澳及英、德、瑞士、西班牙、俄羅斯等20個國家及地區、30餘個中醫

藥團體，超過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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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餘家。大會

活動熱烈，為今年度台灣最具規模的中醫藥學術盛會。

經方專家特別演講座無虛席
三月十一日於201大會廳舉行「經方論壇」，大會邀請的國內外專家學者有:美國加州中醫大學博士生導師楊

維傑教授、河北中醫藥學院副校長杜惠蘭教授、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賴建守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導李賽美

教授、台灣中國醫藥大學賴榮年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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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韓民國韓醫協會理事長金弼建、國際東洋醫學會秘書長李應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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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

坡中醫師公會趙英杰會長、俄羅斯針灸專業學會AndreiKozko副會長、馬來西亞中醫總會鄧慧堅副會長、廣州中

醫藥大學黃斌書記、南京中醫藥大學陳滌平書記、河北中醫學院杜惠蘭副校長、歐洲中醫雷射鍼灸學會Michael 

Weber會長、福建省中醫藥研究促進會楊琳副會長、美國加州中醫藥大學楊維傑教授、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賴建

守教授、及北京醫學會會長金大鵬、北京中西醫慢病防治促進會理事長蔡順利等30餘個醫藥團體。

國醫節慶祝大會鼓聲撼天地
三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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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高級顧問高建智、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黃怡超司長、健保署蔡淑鈴副署長、全聯會陳旺全理事長、慈濟醫學院楊仁宏院長、中國

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張恒鴻院長、健保委員會陳亮良委員、邱錦玉委員、張清田委員、周麗芳委員及中醫藥界來賓

多人蒞臨會場，開幕式由台北市芳和鼓樂隊表演，精采的鼓樂表演，獲得全場來賓如雷的掌聲，揭開大會的序

幕。

衛福部陳部長致詞嘉勉
首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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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立法院高級顧問高建智先生致賀詞，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中特撥冗蒞臨大會致詞，陳

部長特別代表大會頒獎表彰林昭庚教授在針灸領域傑出學術成就，高建智顧問代表全聯會頒發中醫醫療資源不足

方案巡迴醫療貢獻獎、國外代表由大韓民國韓醫師協會會長金弼建教授、加拿大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鍾政哲教

授、廣州中醫藥大學書記黃斌教授等致詞祝賀，最後慶祝大會在全體嘉賓合影下禮成。

國際盛會　點亮台灣
文／大會執行長羅明宇

第87屆國醫節慶祝大會
第4屆中醫藥成果展第9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陳旺全理事長
大會致賀詞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林展弘理事長
致歡迎詞

衛福部陳時中部長代表大會頒贈林昭
庚教授學術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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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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融合之臨床實證與理論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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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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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手冊共收錄超過一百餘篇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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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成果展等。

中醫藥成果展呈現中醫豐碩成績
1995年台灣實施全民健康保險，為提高中醫醫療品質及專業自主性，於2000年7月起中醫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承接辦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中醫納入健保迄今已屆滿21年。時值慶祝第87屆國醫節，全聯會特舉辦

「2017年中醫總額支付制度成果展及座談會」，期傳承過去、開創未來，提供民眾更為優質之中醫醫療照護。

本次成果展核心主題為【健保中醫．國人健康．幸福台灣】，展場分為五大展示區:依1.醫療不足地區，再遠！

中醫都為您守護健康 ；2.中西醫結合，開啟全方位醫療時代；3.千千年傳承，實證中醫；4.慢性傷口中西合

治，再現生機；5.中醫助您好孕到。下午的中醫健保總額成果座談會，分別邀請各專案的主持人詹永兆理事

長、胡文龍主任、劉佳祐主任、施純全教授、黃蘭瑛副主委報告近年來的計畫實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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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各中醫學會，繼去年和德國中醫藥學會簽訂MOU，今年和俄羅斯鍼灸專

業學會簽署交流合作協議書。台北國際中醫藥論壇不僅成國際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提升台灣在國際的地位。

聯歡晚會賓主盡歡圓滿落幕
於301大會廳召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十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今年度大會頒發第二屆中醫杏林獎、

優良學術著作品獎、會員子女獎學金、國醫盃優勝獎盃。大會會後於201宴會廳席開43桌招待與會國內外來賓

及公會會員。晚會主持人由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郭威均及盧美嬌俊男美女等醫師群組成。

感恩參會人士熱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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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各醫藥團體，各教學醫院協辦支持，以及陳時中部

長、高建智顧問及健保委員會多位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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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致上萬分的感謝。

出席慶祝大會國內外貴賓大合照 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201大會廳出
席盛況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與俄羅斯針灸專業學會簽署交流合作MOU

立法院高建智顧問頒發無中醫鄉巡迴
醫療服務獎

台北市衛生局黃局長頒發2017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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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際交流委員會蔡德祥理事、宋文英理事

古語:前人種樹，後人乘涼，2007年台北市公會中醫師陳潮宗理事長任內與

首爾特別市韓醫師會金正坤會長簽訂交流合作備忘錄(MOU)，奠定兩會交流合

作的良好基礎，並經陳志芳與曹永昌兩位理事長任內與韓醫師會金榮權會長、

朴赫秀會長、洪周義會長的推動交流，更加堅定兩會的友誼，才有這次參訪團

豐碩圓滿的成果。這次參訪團，由林展弘理事長帶領之下於2017.5.13展開為

期兩天的韓國首爾學術之旅，參加人員還包括溫崇凱副理事長、宋文英理事、

郭威均理事、覺宗宏理事、蔡德祥理事及及四位家眷共十位。第一天晚上下機

後由金浩宣國際理事熱情接機，由於班機誤點，到達首爾世宗飯店已是凌晨兩

點。

第二天(2017.5.13)，以參訪專科醫院(診所)為主，全程由精通韓語的宋文

英理事精心籌畫，行程緊湊，共參訪三間專科醫院(診所)。分述如下：

第一間診所：韓醫阿里郎針灸專科診所，共八位韓醫師；占地約75坪；飲

料咖啡無限暢飲；五間n形設計針灸場地，須脫鞋，有一間小手術室做針刀；

當天早上有看診，門庭若市，約100人在診所內。結論，量大，單價低。

第二間診所：韓醫李建穆針刀專科醫院，共三位醫師，但只有李建穆韓醫師主刀，共三層樓，一層樓積約

75坪，櫃台及手術房在二樓，手術房約20坪，共五床可手術；飲料咖啡無限暢飲；只做小針刀，治療椎間盤突

出一種病；手術房內打點滴，上全身淺麻(IVgeneral)，血氧心跳血壓監視器，完整開刀房設置標準；療程為住

院兩天，隔天再做一次，一個月再做第三次。一台接一台做沒有休息。當天早上有24台手術(保少估計)。手術

價目表公開；兩天一夜，手術費用約5萬台幣；電台行銷；當天手術房爆滿。結論：量不小，單價高。

第三間診所:韓醫ARAM鼻炎瘦身專科診所，共兩位韓醫師；兩層樓，一層約占地約75坪；一間洗鼻間，約

10個位子，另有一間瘦身間，推測小手術用；辛荑散洗鼻；有製藥工廠；連鎖診所約5間；電台行銷。結論:量

大，單價低。

晚上由首爾特別市韓醫師公會帶領全韓國各”道”之會長，約三十餘位會長及副會長熱情接待我們晚宴，

享用南韓道地的燒酒料理，席間林理事長和溫副理事長亦熱情邀約明年參加台北市的國醫節大會，兩位當然捐

獻不少肝指數。

首爾韓醫2017年學術大會，
林理事長應邀致詞

李建穆針刀專科韓醫院，只做椎間盤突
出，將韓醫西醫化，標準手術房設備

阿里郎針灸專科醫院，n型針灸室共四間 李建穆針刀專科韓醫院三層樓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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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全團參加韓醫師協會於世宗大學大洋大廳舉行的學術研討會，本屆主題以癡呆及憂鬱症為主，互相

交流研究心得，分享臨床經驗。有趣的是大洋廳前置放各種飲品，供會員們無限暢飲。第一天晚上韓醫師協

會的晚宴(下酒料理)，第二天三餐及消夜全程同行，午餐(韓式人參雞)，晚餐(中華料理)，宵夜(小酒)，熱情招

待，毫無倦怠，體力驚人，無微不至，難以忘懷。席間覺理事更是放下身段，互動熱烈。全程御用專任攝影官

郭理事，辛苦萬分，沒空休息。第三天期間抽空檔，參觀景福宮、樂天塔、韓戰紀念館、梨泰院夜遊，文英理

事安排緊湊，不但古今最輝煌建築同時欣賞，更體驗過去韓戰和現今現代化景觀相互體驗，苦心安排，完美無

瑕。第四天一早回台灣，趕下午門診。

心得：為期兩天的感受最強的除了專科醫院(診所)的專業化及效率之外，最強的感受是”熱情”招待，難

以回報。參觀這三間韓醫診所(醫院)，體會到成功開業的五大原則：量要大、療效好、效益高、成本低、風險

低(ABPCR)，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觀摩別人的長處，增長自己的智慧，僅供各位同道參考。管理大師彼得杜

拉克說過:「世界唯一不變就是變。」，時時修正，增廣見聞，祝各位道長醫業順遂鴻圖大展，早日達到林理

事長的G10目標。

參訪阿里郎韓醫針灸專科醫院 公會交流團於韓醫學術大會會場合影

四川綿陽市顧建書記率團拜訪公會
（2017.04.11）

天津吳雄志教授台北演講出席人士合影
（2017.5.7）

九龍總商會李鳳翔會長率團拜訪公會
（2017.04.25）

首爾韓醫師會宴請公會代表團合影

2017國際交流活動 歡迎中醫同道報名參會 

• 第5屆加拿大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6/22-6/25於溫哥華舉行。

• 第7屆國際經方班暨紀念張步桃醫師學術研討會7/1-7/2於新加坡舉辦。

• 2017台俄學術交流北歐郵輪之旅7/25-8/8舉辦。

• 2017日本中醫學術大會9/16-17於日本熊本舉行。

• 2017兩岸學術交流大會10/21-22於福建平潭舉行。

˙國際交流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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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北世大運將於今年8月19日至30日在台灣台北舉行，「中

醫」將納入本屆世大運的醫療服務，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負責承接本次賽

場的中醫醫療服務，公會為做好本次賽場服務，邀請具有賽事服務專長

的中醫師參加世大運防護研習，經研習通過第一階段16個小時共同課程

有200餘位中醫師，4月22-30日，完成第二階段32小時專業課程有60

餘位中醫師，將擔任賽場的醫療照護。桌球賽場在新莊體育館、羽球賽

場在台北體育舘、網球賽場在台北網球中心，以上賽場中醫醫療將提供

穴位指壓、理筋手法、繃帶包紮以及拔罐服務。感謝台北市政府支持、

台北市多位議員協助、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的指導，及研習會授課的吳順

堯醫師、蔡永裕、張光祖、劉國印老師、柴惠敏理事長、王凱平、盧文

瑞、黃新家、李科宏等醫師及何宗融教授講授實務專業課程，為增加臨

床實務，公會將增開運動醫學課程，期能為來自世界各國的選手提供最

佳醫療服務，裨益參賽的選手能締造更輝煌的比賽成績，台灣中醫的服

務團隊將展現真實力，點亮台灣！

˙世大運研習活動剪影˙

文／世大運中醫服務組執行長陳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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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6年

活動日期：一日遊：8月13日(星期日) / 二日遊：8月13~14日(星期日~星期一)

集合時間：106年8月13日(星期日)上午06:40          集合地點：中正紀念堂  (中山南路&愛國東路口。近國家戲劇院)

第
一
天 

06:40-07:00 中山南路&愛國東路口(捷運中正紀念堂站5號出口。近國家戲劇院路口)

07:00-10:00
早餐

搭乘歐洲高級遊覽車，享受著台北市知名的營養早餐〝阜杭豆漿〞，搭配著明媚風光，海闊天空的景

色讓人心曠神怡，歡樂列車揭開悠閒旅程的序幕。

10:00-11:00

【紫南宮】「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廟不在大，有神則靈」。紫南宮於清乾隆10年(1745年)建，裡

頭供奉福德正神(土地公)，內有百年石製香爐及石頭公，雖是小廟，但據傳非常靈驗，因此各處前來
祈求的遊客及還願者絡繹不絕。

12:00-13:30
午餐

【紫林莊鱘龍魚風味餐】溪頭美食餐廳-紫林莊，位於通往溪頭森林遊樂區的台151號線上，是品

嚐溪頭當地風味美食的好去處。紫林莊餐廳建築皆取材於南投境內山林的原木，是絕佳的品味美食的

好所用。

14:00-16:00

【溪頭森林教育園區】是國內受歡迎之森林遊樂區，位於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山麓上，海拔1150公

尺，為台灣大學農學院七個實驗林之一。面積為2500公頃，三面環山，谷口朝北，區內雨量充沛。

遊樂區內遍植柳杉和台灣杉，古木參天，綠意盎然。風景區包括竹類及樹木標本園、苗圃、銀杏林、

神木、大學池、賞鳥步道及孟宗竹林等。溪頭不僅可遊覽，並有植物和鳥類景觀，可增加對自然界萬

物之見聞。倘若您參加二日行程，來到溪頭的森林，暢快的呼吸著飽含芬多精及陰離子的空氣，達到

養生健身的目的。大學池是溪頭的代表景觀，池水清碧翠綠，孟宗竹搭建的拱橋，大多數人都在這留

下過青春印記，池畔參天古樹，偶而薄霧飄渺如夢境一般。

18:00-19:30
晚餐

【新月梧桐華洋料理】一日遊團員前往用餐，餐廳女主人以中菜為主，西菜為輔，邂逅、融合是她

結合中、西料理食材，烹飪邏輯的過程，更是她與外籍先生相遇相知的心情轉換，新月餐飲團隊有客

藉、本省籍、外省藉，加上法國主廚及愛做菜的老公，多元口味的摩擦出碰撞出的火花！

19:30-21:30 結束一天的行程搭乘車歡唱返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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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二日遊團員→入住隱匿在山林間的歐式城堡，溪頭評價最高的米堤飯店

第
二
天

07:00-09:00
早餐

07:00Morning call→自行享用豐富自助式早餐→有時間看看清晨的華麗城堡是不是一樣迷人→　

09:00 離開米堤飯店

10:00-12:00

【凍頂山】—麒麟潭導覽—手炒茶觀摩
茶在國人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先民如炒菜一般，將茶菁在鍋內翻炒，炒到一定程度就要倒出
揉捻。火候的掌控、炒的程度、揉捻的程度、重復的次數等，決定茶的品質，再再都是製茶師傅多年
來的功力。此行，我們可近距離認識手工茶的製程。

12:00-13:30
午餐

【金竹味餐廳】—金竹味爆料雞
南投竹山品嚐美味爆料雞。是家台灣地方鄉土特色創意料理餐廳，建築為相當古色古香的三合院景。

14:00-15:30

【桃太郎村】

桃太郎村是竹山的新景點，是由台灣影城而改建，其中有一部分是仿日式建築，大部分場景都是台灣

早期的生活場景，道具很細膩，進入早期台灣生活街道及日式建築場景，彷彿走進了時光隧道，你我

瞬間成了本土劇中的主角。一同順應這復古潮流，回到過去 !

17:30-19:00
晚餐

【新聖地創意無菜單料理】

以海鮮＆無菜單創意料理餐廳，是CP值很高的餐廳。

19:00-20:30 結束一天的行程搭乘遊覽車歡唱返北，帶著滿滿的回憶結束歡樂假期，返回甜蜜的家。

◎1日遊每人團費1,900元，會員免費；報名繳交1,000元保證金當天退還，第1位眷屬優惠繳300元。

   2日遊2人房，團費每位6,600元，會員本人優惠價：3,100元

          4人房，團費每位6,000元，會員本人優惠價：2,500元

◎本次活動僅有240個名額額滿為止，報名截止日期7/5，洽詢電話：02-2314-3456

自 強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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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黃麗春教授耳醫學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
時       間：106年7月1-4日 (星期六~二) 4天 / 09:00-12:20、14:00-17:20                  

日  期        課程主題

7/1 (六) 耳醫學201個穴位分類及功能分類

7/2 (日) 一病一個穴位診斷一病一個穴位治療

7/3 (一) 主穴經方（四大止血穴，五大活血穴，三抗穴，四大升壓穴）

7/4 (二) 一泉兩道功能

講師／黃麗春教授
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主任醫師暨教授，現任美國中西醫結合自然醫學院教授、美國大

西洋中醫學院教授、美國自由醫學院博士生導師、全美中醫公會學術部顧問；耳醫學著作有：
耳穴診斷學、耳穴治療學、Auricular Medicine…等。

黃氏耳醫學不但在『耳穴診斷治療』上形成一門獨立理論，更將『耳穴診斷』法廣泛運用
於臨床。黃麗春教授的著作共有22本，發行各種不同語言的版本，包含中文、英文、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等，黃麗春教授將這實用有效的耳醫學推展至全世界，被醫界
推崇為耳醫學之母。

報名費全程4堂25,000元，單堂課程8,000元/天。6/15前全程繳費9折優惠，全程可申請積分28點(2,800元)。
研習8個階段課程將由國際耳醫學研究培訓中心核發結業證書。

本課程禁止錄影

劉恩明教授毫火針特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中市中醫師公會．台南市中醫師公會
台北講座：時間：106年7月9-11日(星期日~二)   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
台中講座：時間：106年7月15日(星期六)            地點：台中市中醫師公會／台中市崇德路1段156號11樓5室
台南講座：時間：106年7月16日(星期日)            地點：台南市立醫院／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場地 日期     上午課程 (09:00-12:20)     下午課程 (14:00-17:20)

台北

7/9(日) 毫火針機制功能適應症 毫火針特點、特性及優勢

7/10(一) 毫火針實際操作 毫火針定位取穴、禁忌

7/11(二) 毫火針臨床特色臨床案例
毫火針在內、外、婦兒、神經、
五官、骨傷、皮膚科疑難症的案例

7/12(三) 毫火針臨床帶教(一) 毫火針臨床帶教(二)

7/13(四) 毫火針臨床帶教(三) 毫火針臨床帶教(四)

台中 7/15(六) 毫火針理論及特色‧操作SOP 毫火針操作及在腦病的應用

台南 7/16(日) 毫火針理論及特色‧操作SOP 毫火針操作及在痛症的應用

講師／劉恩明教授
無痛針灸—毫火針創始人，中國針灸推拿協會毫火針專題教授，在中國舉辦毫火

針研修班超過百場，學員使用毫火針效果非常好。中醫特色療法研究所（香港）所長。

在省、國家級刊物，香港醫藥出版社發表論文數十篇。“毫火針”療法獲得多次國內外

大獎。

臨床帶教(7/12-13共4堂)。
登記報名資格必須是參加研習課程的中醫師，
每堂不得超過6個人，每人每堂報名費3,000元。
7月12日上午帶教(一) ；7月12日下午帶教(二)
7月13日上午帶教(三) ；7月13日下午帶教(四)

全程 (7/9-11、7/15-16)5天30,000元。
台北場(7/9-11)3天報名費21,000元；台北場可申請積分24點(2,400元)
台中場(7/15)報名費8,000元；台中場可申請積分8點(800元)　　　　
台南場(7/16)報名費8,000元；台南場可申請積分8點(800元)
單堂課程8,000元／天 ※報名費優惠辦法：6/15前全程繳費9折優惠。

本課程禁止錄影

洽詢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02) 2314-3456．傳真專線：(02) 231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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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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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瑞軟組織及骨骼損傷徒手療法實務課程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日期：9月3日起每月第一個週日下午(14:00~17:30)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時 間        主  題
講師：盧文瑞醫師
盧醫師專精中醫骨傷科臨床治
療，並於國立體育大學運動與健
康科學研究所進修碩士課程、
現任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理
事、桃園育源堂中醫診所院長、
執業超過25的年資深臨床傷科中
醫師。
盧文瑞老師為國內少數從事中醫
骨傷科自費門診治療的中醫師專
家，中醫傷科技巧病患有口皆
碑。本課程介紹筋與骨急性傷害
與疲勞性運動傷害，含肢體骨傷
筋傷、軀幹外損內傷徒手療法。

9/3

◆中醫傷科手法介紹
◆基本理筋手法  
   1. 由淺入深的按摩推拿法 2.入骱窠臼丶矯正錯縫丶調整平衡 3.收功手法

◆推拿的禁忌症    ◆醫病之間的自我保健

10/1

◆常見上肢疼痛損傷症之手法配合運用
◆肩關節炎．旋轉肌、肩峰夾擊、肩峰區

肘內外上髁疼痛症、肘部挫損症、鷹嘴滑囊炎、媽媽手、尺腕拉
傷、橈腕損傷、腕、指部狹窄性腱鞘炎

11/5
◆常見下肢疼痛損傷症之手法配合運用  
◆大轉子滑囊炎丶髖關節粘連症丶小兒髖關節嵌頓丶膝關節勞損
   (跑者膝丶髂脛束磨擦症丶股二頭肌腱疼痛

12/3
◆常見頸胸腰軀體疼痛與損傷之手法運用    ◆胸脅肋內傷
◆莫名的上背丶脅肋間疼痛；下背疼痛的病兆歸納、臀腿痛的診斷

◆報名費6,000元(7/30前9折，上一期運動損傷徒手療法全程學員8折)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16點)
◆課程注意事項 1.本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2.本課程僅限50名醫師報名研習。

中醫華山論劍 / 二十年磨一劍名家講座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友會
上課時間：7月23日起每月第四週日下午13:30~17:30   上課地點：台大景福館會議廳／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7/23 肝氣鬱結與腫瘤的前世今生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腫瘤中醫特別門診主治醫師
新時代中醫診所院長                              ／葉育韶　醫師

8/27 山元式新頭皮針療法
中華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悅展中醫診所院長                                 ／陳曉鈞　醫師

9/24 陰火臨床應用舉隅：腫瘤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兒科主任         ／張東迪　教授

10/29 呼吸系統的中醫証治：氣喘、咳嗽
岐伯齋中醫診所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助理教授                  ／田莒昌　醫師

11/26 試探醫易同源的生命密碼 日明耀中醫診所院長                              ／黃焜禎　醫師

12/24 三分鐘速效完成傷科整復
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理事長
立法院醫務室特約醫師                           ／黃建榮　醫師

◆全程6堂6,000元 (6/20前8折)

   傷寒名家講座第1、2期或3期全程舊學員6/20前繳費7.5折、中(後)醫系學生6折。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全程可申請24點)

蘇三稜常用80顯效方劑經驗傳承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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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9月17日起每月第三個週日下午(14: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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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主  題 講師：蘇三稜醫師
‧行醫30年以上，用藥輕靈，擅治癌症及疑難

大症，因醉心於中醫藥，大學未畢業就開設蔘

藥房行醫濟世，教學從不留手，高屋建瓴，執

簡馭繁，也長時間在北部多家醫學中心開診，

曾於兩岸大學開授中醫藥課程，中醫師非常喜

歡蘇醫師所開設中醫師繼續教育課程，每次開

課都有不少學習粉絲追隨。

9/17 第一堂課：袪邪諸方（上）

10/15 第二堂課：袪邪諸方（下）

11/19 第三堂課：補正諸方（上）

12/17 第四堂課：補正諸方（下）

◆報名費5,000元(7/30前8折優惠)，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16點)
◆課程注意事項 1.本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2.本課程僅限50名醫師報名研習。

許中華教授君臣佐使臨證思辨用藥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日期：106年11月26日起每月第四週日下午(14:00~17:30)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2號•台大景福館                        

時  間        主  題 講師：許中華教授
許教授出身中醫世家，其祖父許丕典1931 年領有中醫師執照的
台籍名老中醫，1950 年為台北縣中醫師公會創會理事長。許教
授從事中醫臨床研究及教學多年。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博士、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中國醫藥大學醫學
士，中、西醫師、內科專科醫師、中西整合專科醫師、安寧緩和
專科醫師。現任：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教授、台北市立
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院長、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理事
長、台灣寬心癌症關懷協會理事長。

11/26 病因，病機，診斷思辨

12/24 科學中葯，飲片臨證思辨

1/28 中西醫整合思辨

2/25 癌症治療思辨

◆報名費6,000元(10/30前9折，上一期脈診全程學員8折)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16點)
◆課程注意事項 1.本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2.本課程僅限50名醫師報名研習。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進階研習會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合辦單位：台灣針刀醫學會        
上課時間：106年11月12日起每月第2週日9:00-17:00                   
上課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高宗桂 教授簡歷

台灣、南京、北京醫學博士，1995 年起隨針刀發明人朱漢

章教授在長城醫院學習針刀醫學，合著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教

科書《針刀醫學》。高醫師臨床應用針刀治療各種疼痛及內

科雜病經驗豐富。

◆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台

灣馬光保健集團學術長兼總院院長、中國醫藥大學教授暨

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11/12
(一)針刀醫學簡介
(二)針刀療法在骨傷科應用 I

12/10
(三)針刀療法在內婦科應用
(四)針刀療法在五官皮膚科應用

1/14
(五)針刀療法在骨傷科應用 Ⅱ
(六)針刀療法在骨傷科應用 Ⅲ

2/11
(七)針刀在疑難雜症應用
(八)特殊案例針刀療法

說明：1.報名費用：20,000元，全程共8堂。本課程禁止錄影 (10/31前繳費9折；針刀或穴位埋線全程舊生8折)
           2.全程上課之中醫師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32點，積分費100元/點。
           3.本期課程限額40名(依劃撥繳費順序安排座位) 

洽詢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02) 2314-3456．傳真專線：(02) 231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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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備課程用書：

知音出版社《方劑學》

本 課 程
禁止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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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火針避火針與毫針二者之短（火針粗則痛甚，毫針細則

氣弱），取其二者之長（火針挾火氣盛，毫針纖細痛微），兼

有了火針與毫針的雙向功能，優化了針灸療法，提高了針灸療

效。因此毫火針本質上打破了傳統治法，它不是治療哪幾種疾

病的療法，而是深層次開發人體穴位潛能的方法。毫火針應用

於耳穴臨床，以往是一個空白，近年來大量臨床實踐表明，用

毫火針對耳穴進行刺激，可以調節人體的免疫系統，增強人體

的免疫能力，從而快速有效的治療免疫低下的某些疾病。

毫火針具有多項針灸功能
可放血，“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脈也。”具有三棱針功能；

可速刺，以纖細之體攜火直入，具有火針的功能；

可留刺，疾入穴下，留駐穴中，具有毫針的功能；

可決血調氣，通經活絡，兼有賀氏“強通”、“溫通”、

“微通”三通之功能；

可松解肌肉和筋膜，具有小針刀治療的作用。

因此可治療內、外、骨傷、婦、兒、皮膚各科等多種疾病，

故而毫火針適用於針灸的各種適應症。

毫火針療法
文／劉恩明教授

【摘  要】毫火針療法，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操作簡單，見效迅速。毫火針刺法是將特製的金屬針燒紅，迅速

                             刺人一定部位、腧穴，而達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種治療方法。古稱“燔針”、“焯刺”。

【關鍵詞】毫火針、劉恩明

   前言：    劉恩明教授，無痛針灸—毫火針創始人，中國中醫特色療法研究所（香港）所長、研究員。在省、

國家級刊物，省級出版社、香港醫藥出版社發表論文數十篇。“毫火針”療法獲得多次國內外大獎。

毫火針是針灸特種針法之一，是在火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火針功能的發展與延伸。毫火針具有安全、無

痛、奇效、微創等特點，是特種針法的創新療法，得到針灸界的推崇。

2005年，毫火針發明人劉恩明教授在世針聯舉辦的“2005.（中國）針灸新技術新趨勢發展研討會暨針灸特色療

法研修會”上發表了論文《略論毫火針》，首次將創新療法“毫火針”由俄羅斯亮相於國內。

2006年7月，在中華中醫藥學會“首屆中醫微創學術大會”上做了“毫火針―中醫微創醫學之瑰寶”的講演，得

到與會專家和代表們的好評，有上百人體驗了毫火針神奇功效，為參會的中醫藥報專題部主任記者海霞治療頭痛，僅

一針，就治癒了她的頭痛症。毫火針療法得到了原世針聯主席王雪苔教授及澳大利亞整體醫學院院長王永強等教授的

好評和肯定。

2007年5月，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舉辦的“全國首屆中華民間中醫藥臨床技術演示大會”上演示毫火針針法和現場

代表體驗針感，使在座二百多位代表驚奇不已。“毫火針”榮獲了大會“中醫貢獻獎盃”獎勵。

  三大優勢

毫火針是創新療法 毫火針療效立竿見影
毫火針對穴位的剌激有物理的機械刺激和溫熱剌激及生理

的無菌性灼傷剌激。三者合一，增強了刺激強度、作用時間。

毫火針療法，借“火”之力通經活絡，集針之法激發經氣，

取灸之溫陽驅散濕寒。如針刺穴下，不用提插撚轉，其經氣

自來，即刻退出針來，針還像留在穴中，其經氣纏綿，針感不

絕，療效可立竿見影。例如：脈管炎、靜脈曲張等症，用毫火

針一刺便見療效；潰瘍久不收口，毫火針一點，去腐生新，很

快癒合；毫火針止痛，針出痛止，療效迅速；毫火針治療面部

黃褐斑，散刺在斑上，一周就消失掉，沒有疤點等等。

毫火針無痛、安全、快捷
無痛：比較之，粗火針痛甚，艾灸痛久，毫針痛在運針，而毫

火針微痛且又瞬失，留針亦無痛感。凡能接受打針輸液

之人，都能接受毫火針。

安全：毫火針針體短小，刺入深淺可控，燒針又是徹底消毒過

程，故為治療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快捷：治療一個病人，常常只用三五分鐘，且療效立顯。安全

無痛，省時省事，高效簡捷。病者疼而不痛心，針者勞

而不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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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選穴與消毒
①① 選穴：取穴原則：辨證取穴、辨病取穴、阿是穴與局部取穴

相結合，與毫針選穴基本相同，但選穴宜少，多以局

部穴位為主。軟組織傷及各種疼痛疾病，以阿是穴及

陽性反應點為治療點。選定穴後，用棉簽在穴上按壓

一凹陷標誌以利進針。

②消毒：火針治療應嚴格無菌操作，針刺前穴位局部皮膚應嚴

格消毒，與毫針刺法消毒相同。

燒針與針刺
① 燒針：是使用火針的關鍵步驟。在使用火針前必須將針燒紅

，可先燒針身，後燒針尖。火針燒灼的程度：需燒至
白亮，否則不宜刺人，也不宜拔出，而且劇痛。

② 針刺：可用左手拿點燃的酒精燈，右手持針，儘量靠近施治

部位，燒針後對準穴位垂直點刺，快進速退。毫針燒

後更宜垂直刺人，否則易彎針，很難刺人。毫針火針

可以留針5～10分鐘左右。出針後用無菌幹棉球按壓

針孔，以減少疼痛並防止出血。出針後處理:毫火針

後一般不需要特殊處理，只需要用幹棉球按壓針孑L

即可。一則可以減輕疼痛，二則可以保護針孔。火針

後，針眼處皮膚可出現微紅、灼熱、輕度腫痛、癢等

症狀，屬於正常現象，不用處理。在針眼局部呈現紅

暈或紅腫未能完全消失前則應避免洗浴，以防感染。

若針眼或局部皮膚發癢、紅腫，甚至出現膿點，不

可用手搔抓，以防感染，保持局部清潔，可用碘伏塗

抹，1周內可消失。

針刺的深度
應根據病情、體質、年齡和針刺部位的肌肉厚薄、血管深

淺、神經分佈而定。一般而言，四肢、腰腹部針刺稍深，可刺

2～5分深，胸背部針刺宜淺，可刺1～2分深，至於痣疣的針刺

深度以其基底的深度為宜。

十大功效
1. 止痛 

祛寒除濕，溫通經絡，行氣活血，津液運行，則疼痛自
止，這是毫火針治療痛症的機理。如對寒證、風濕關節
炎、頸肩腰腿痛、尤其是頑固性風濕病有著特殊的療效。

2. 止癢
疏通經絡，使氣機疏利，則祛風止癢。毫火針不僅止痛，
止癢效果也好。毫火針可治療各種以癢為主要症狀的皮膚
病。所以對神經性皮炎，牛皮癬等各種疑難皮膚病，毫火
針都有比較好的療效。

3. 止麻
毫火針引陽達絡，助陽化氣，則麻木自解。

4. 止攣
運行氣血，調整脈絡，則痙解攣止。面肌痙攣，神經麻痹
晚期的痙攣現象，宜用毫火針。

5. 止瀉
健脾利濕，協調腸胃，溫中收斂，泄瀉可止。毫火針擅治

慢性腸炎致腹脹腹瀉等疾病。

6. 止咳定喘
由寒冷引起的一切症狀，如咳嗽、喘息都可以用毫火針溫
化肺臟之寒，疏通肺之經氣。

7. 瀉火解毒
引熱外達，用於熱症。如帶狀皰疹、丹毒、小兒腮腺炎，
乳腺炎等各種紅腫熱痛的病症，可用毫火針治療，療效顯
著。

8. 去瘀除腐、破潰排膿
生肌斂瘡，促進氣血運行，加快肌膚更新。對一些皮膚病
和瘀滯性疾病，如血栓性靜脈炎、痤瘡、癰瘡、痔瘡、象
皮腿等有著一次見效的功效。

9. 除節散結
助陽化氣，軟堅散結，活血化瘀，消除瘰癘，散化瘢結。
如血管瘤，脂肪瘤，纖維瘤、疣、痣等，還有腱鞘囊腫、
子宮肌瘤、卵巢囊腫、中風後遺症這些都可以施用毫火針
治療。

10.壯陽補虛，升陽舉陷，扶正助陽
毫火針可治因中氣不足，體質虛寒引起的疾病，如子宮下
垂、腰膝酸軟、陽萎遺精、痛經、月經不調等。或因脾胃
虛弱引起的胃下垂等症用毫火針治療也有很好的療效。

除此之外，有人對近幾年來毫火針的臨床療效做過綜合統
計，證明毫火針的治療範圍更加廣泛，已向許多疑難症拓
展，並以大量的資料表明毫火針對大部分疾病的有效率均
在90%以上，對部分疾病的療效甚至達100%，毫火針用

於減肥、美容亦顯示出極大的優勢。

  結語
千載中醫，百種針法，數十針技，中醫針灸，駭濤拍岸，激浪
搏空，為人類健康做出無量貢獻。
皆因毫火針獨出奇門。經曰：“針之不到，藥之不及，宜灸
之”。灸乃火之，故而毫火針以火進針，實是灼入，本為刺
灸；以火卻病，又有內外之分。艾為外灸，即外熱之效；火針
乃內灸，即內熱之果。灸與針相攜，經與筋相應，中與西相

合，奠定了毫火針特殊療法之特殊療效——立竿見影。

參考資料  ．歐陽冷星，淺析毫火針療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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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醫術精進行動化／隨時隨地利用手機(或筆電)進修

項  目 研 習 內 容 時  數 費  用

A、
許中華教授
脈學12講特別講座

  1. 把脈十妙說                      2. 入門十妙法     

  3. 把脈干擾十要素              4. 獨取寸口十依法 

  5. 寸口把脈的十大特色       6. 把脈十妙法

  7. 脈人掌握十妙法              8. 呼吸應脈十妙法

  9. 脈類歸類十法則            10. 五臟脈證十妙論

11. 癌症治療前的脈象、癌症術後、化療、放射、

      標靶、淋巴水腫、發炎、肺積水及腹部水腫的

      脈證。   

12小時

推廣價
3,500元

(含脈的禮

讚精裝本

320元)

B、
台灣傷寒經方名家
特別講座 (3)

1. 傷寒論對 「水」和「飲」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   

    林伯欣教授鄭宏足院長

2. 傷寒論對「熱」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柯建新部

    長、林伯欣教授

3. 傷寒論對「痛」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林伯欣教

    授、柯建新部長

4. 傷寒論對「傷寒」、「中風」、「中熱」、「中

    寒」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鄭宏足院長

5. 傷寒論對「汗」的病機解析與臨床應用／

     鄭宏足院長

6.「附子劑」台日交流心得分享／吳宗鴻院長

20小時
推廣價
3,000元

C、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
學臨床應用研習會

1. 針刀醫學簡介(四大基礎理論、針刀醫學六大組成

部分、治療的機理、四步八法、操作方法、針刀適

應症、禁忌症)

2. 針刀在項韌帶損傷、頸椎病、肩胛提肌損傷、頭夾

    肌損傷的應用

3. 針刀在肩周炎，崗上、崗下肌損傷，菱形肌損傷、

    三角肌滑囊炎的應用

4. 針刀在網球肘、橈肱關節滑囊炎、橈骨莖突狹性腱

    鞘炎、腕管綜合症、屈指肌腱鞘炎的

5. 針刀在腰段棘上韌帶損傷、棘間韌帶損傷、下背痛

    的應用

6. 針刀在棘肌下段損傷、梨狀肌損傷、慢性臀部肌損

    傷的應用

7. 針刀在膝關節內側副韌帶損傷、髕韌帶損傷、髕下

脂肪墊炎、髕骨軟化、跖管綜合症、跟骨骨刺的應

用

8. 內科病的針刀療法

9. 針刀必用解剖與針刀臨床實務操作

24小時
推廣價
12,000元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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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
中醫徒手療法實務課
程

1. 上肢運動急性傷害的中醫救護
2. 上肢運動慢性傷害的中醫手法理療
3. 下肢運動急性傷害的中醫救護
4. 下肢運動慢性傷害的中醫手法理療

12小時
推廣價
3,500元

E、
呂志宏老師中藥外用
製劑應用及製作研習
會(A)

1. 金瘡乳膏基劑、親水性基劑及PEG基劑製作方法
2. 抗黴類製劑製作
3. 抗菌及抗病毒類軟膏製作

7小時
推廣價
1,800元

F、
呂志宏老師中藥外用
製劑應用及製作研習
會(B)

1. 傷口類軟膏製作      2. 皮膚炎及濕疹類製劑製作
3. 金瘡黃柏膏製作、天然梅片純化及連柏栓劑製作方
    法操作
4. 扭挫酸痛膏製作
5. 耳鼻喉科類及其他類軟膏製作
6. 青黛純化、青黛軟膏、黃柏疿子膏製作方法操作

7小時
推廣價
1,800元

G、
呂志宏老師本草滑石
類藥材臨床應用及製
劑研討會

1. 白陶土治療和本草滑石(軟滑石)性狀和治療上比較
2. 滑石外用製劑製作，六一散、滑石軟膏、滑石PEG
    軟膏製作
3. 滑石的合理使用及臨床運用

4小時
推廣價
700元

H、
2016年台北國際論壇
針傷醫學臨床應用研
討會(無講義)

1. 董氏針灸倒馬針法的深入探討／鍾政哲教授
2. 管氏經絡辨證針灸法提要／管遵惠教授
3. 微創針刀治療點的臨床思路／高宗桂教授
4. 手卡指壓式星狀神經節埋線術以及在美容領域的應
    用／楊才德教授
5. 微創埋線：新針具、新材料與臨床治療應用/孫文善 
    教授

3小時
推廣價
800元

I、
2016年台北國際論壇
經方應用研討會(無講
義)

1. 經典理論—中醫臨床的燈塔／陳明教授
2. 經方在肝臟疾病的臨床應用／陳旺全教授
3.「無規矩何以成方圓」－淺談「經方」之要義／
    林伯欣院長
4. 經方在婦科的臨床應用／徐慧茵院長

5小時
推廣價
800元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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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繳費完成後，公會簡訊告知雲端網址及登入帳號密碼，並郵寄課程講義 (H、I課程不提供講義) 上課

期間45天可多次研習。凡報名雲端A至G課程的學員，可享同一授課老師新課程8.5折報名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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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單請註記雲端學院及課程名稱】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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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tp.cma@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