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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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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的國醫節（3月17日），全台灣中醫界及海外中醫團體都

會舉辦慶祝活動，除紀念1929中醫藥先賢，向當時的國民政府抗爭

請願，爭取中醫藥不被廢止，延續中醫藥的命脈。台北並藉此重要的

日子，邀請海內外的中醫藥專家學者，共聚台北，慶祝國醫節。

本會從2009年起首次舉辦台北國際中醫藥論壇，邀請中國大陸

及美、加、日、韓、新、馬等國家的中醫專家學者來台參會，進行中

醫學術交流。經過十餘年的努力，海內外中醫藥團體的鼎力支持，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

壇已邁入第12屆，成為全球中醫藥學術活動重要盛會之一。

今年年初，因新冠病毒疫情，原訂3/14至3/15兩天的第12屆台北論壇大會，延至

7/4至7/5舉行。目前疫情雖已緩和，國外團體及專家學者仍未能入境來台參會。今年為

擴大慶祝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創會70週年，及第90屆國醫節。特別規劃遠距視訊會議及全

球直播，獲得國外中醫藥團體熱烈響應。

本次大會不僅參加的醫師人數最多，台灣中醫師報名出席有1800餘位，海外參加遠

距視訊有1200餘位，有新、馬、美、加、大陸及港澳等12個國家及地區；大會演講的學

者最廣，遍及各國各中醫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更重要的是，在臺灣當前生醫領域蓬勃發

展之際，讓世人看見中醫現代化與產業經濟緊密的結合。

本次大會主題為中醫實證與全球化，報名本次論壇要發表的學者及臨床醫師亦甚為踴

躍，兩天大會在六個會場有60個講題。

大會講題涵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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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將中醫納入世界醫學綱要，2019年12月台灣已通過中醫藥

發展法。中醫學已成為世界的主流醫學之一，讓我們共同努力，一起為促進全球中醫藥事

業的發展，為造福人類的健康品質，共同努力。

202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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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元式新頭針療法的臨床運用
高資承醫師   

醫心堂中醫診所台北台灣

摘要
山元式新頭針療法（Yamamoto New Scalp Acupuncture, YNSA）是由日本宮崎縣的山元敏勝醫師研發。

截至2020年為止，至今已使用了約47年，其治療方式與傳統中醫針灸不同，中醫針灸採用針刺穴道的治療方

式，藉由刺激穴道達到治療效果，而山元式新頭針療法則是藉由針來刺激somatotope，也就是體感刺激點來

治療疾患。

根據論文研究，YNSA對於疼痛控制與神經疾患方面有顯著療效，根據山元敏勝醫師的臨床經驗，對於腰

痛、中風後遺症、帕金森氏症、顏面神經麻痺等均有明顯治療效果。

王女士，50歲，2020年5月中旬左耳罹患突發性耳聾，前來就診時左耳耳鳴、耳朵悶塞感、聽力減退。

治療期間運用山元式新頭針療法，治療5次後，聽力恢復正常。

關鍵詞：山元式新頭針療法、刺激點

本文
山元式新頭針療法（Yamamoto New Scalp Acupuncture, YNSA）是由日本宮崎縣的山元敏勝醫師研發。在

1973年大阪所舉辦的第25回日本良導絡自律神經醫學會時，山元敏勝醫師發表了YNSA，為了與中醫頭皮針區

別，山元醫師用自己的姓氏加上新來命名[1]。

截至2020年為止，至今已使用了約47年，其治療方式與傳統中醫針灸不同，中醫針灸採用針刺穴道的治療

方式，藉由刺激穴道達到治療效果，而山元式新頭針療法(以下簡稱YNSA)則是藉由針來刺激somatotope，也就是

體感刺激點來治療疾患。

YNSA以中醫的「神庭」穴為基礎，把神庭當作頭部，額角當作上臂，這個就是YNSA的基本點由來。接著

再依照英文字母順序，將新發現的刺激點命名，並根據運動器官、感覺器官、腦、內臟分成四個主要刺激點區：

基本點、感覺點、腦點、Y點。

       圖一：基本點、感覺點

基本點

A、B、C：主頭頸部、肩膀、上肢疾患

D、E、F、G：主胸椎、腰椎、下肢疾患

H、I、J、K：輔助刺激點

感覺點

眼、耳、鼻、口點：主五官科疾患

       圖二：腦點

腦點

大腦點、小腦點、腦幹點：

主腦神經疾患

       圖三：Y點腦點

Y點

肺點、心包點、心點、小腸點、胃

點、肝點、三焦點、脾/胰點、膽點、

腎點、大腸點、膀胱點、Broka點、

Werneke點：主內科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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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
主訴：左耳聽力減退已一天

現病史：50歲女性，2020/5/18左耳罹患耳中風，

隔天前來就診時，左耳耳鳴、幾乎無聽

覺，伴隨著耳鳴、耳朵悶塞感。西醫判定

聽力僅存85分貝。

過去病史：高血壓、糖尿病

              個人史、家族史：無明顯異常

中醫四診

望診：面色紅潤、舌淡紅少苔

聞診：無明顯異常

問診：左耳耳鳴、耳朵悶塞感，自覺左耳雜音明顯

切診：左右脈均弦數有力

診斷

H9122左耳突發性自發性聽力喪失

追蹤診療經過

病患從2020/5/19起，每周接受YNSA治療二次，

同時搭配經過耳鼻喉科注射類固醇治療。

討論
病因病機

突發性耳聾一般來說可以分成六種證型：風

邪襲閉、肝陽上亢、痰火蘊結、氣滯血瘀、氣血虧

虛、腎精虧損。

YNSA診斷與治療刺激點
YNSA診斷 右合谷(+)、右腦幹、大腦(+)

YNSA刺激點

基本點 A點

感覺點 左、右tinnitus 1-4

腦點 左、右大腦點

腦神經點 左、右CN8, CN9

其他 J-K somatotope

針刺方法
斜刺15度，深度約1-2mm, 刺到帽狀腱膜
後停止進針，留針20分鐘

結果
治療前
2020/5/19

症狀：耳鳴、耳朵悶塞感
聽力：平均85分貝

治療第2次
2020/5/21

症狀：耳鳴、耳朵悶塞感改善，自覺稍微可
           以聽到耳機的聲音
聽力：平均85分貝

治療第3次
2020/5/25

症狀：耳朵悶塞感消失、耳鳴、雜音持平
聽力：平均40分貝

治療第4次
2020/5/28

症狀：耳鳴、雜音均消失
聽力：平均40分貝

治療第5次
2020/6/1

症狀：無明顯異常 
聽力：平均23分貝，西醫判定聽力恢復正常

病因方面，屬於肝陽上亢；病位為耳；病性方

面，左耳耳鳴、右耳耳朵悶塞感，面色略疲倦、舌

淡紅少苔，脈弦數有力；病勢方面，症狀顯示病患

氣機阻滯，導致肝臟陰不配陽以致肝陽不潛或肝氣

升發太過，陽氣浮動於上而引起肝陽上亢，進而導

致耳鳴、耳悶、聽力減退。因此，本病例屬於肝陽

上亢型。

目前已經有論文發表有關運用傳統針灸來改進

晚期突發性耳聾的聽力。Yin與其團隊收集了17位

病患, 其中8位病患聽力提升超過20分貝。這個研究

清楚地顯示傳統針灸對於晚期突發性耳聾可能有相

當的療效。

在本病例當中，病患的恢復狀況相當良好，恢

復的速度非常迅速，在搭配西醫注射類固醇之下，

配合YNSA治療，成功讓病患的聽力恢復正常。本

病案之進步幅度遠超過之前使用傳統針灸治療突發

性耳聾之20分貝。希望未來能夠比較YNSA與傳統

中醫針灸在突發性耳聾的療效。

結論
台灣的YNSA尚在萌芽階段。相較於西方國

家而言，YNSA算是新興的療法。然而，在台灣的

臨床經驗當中，我們發現YNSA對於急性外傷的止

痛、五官科疾病與自體免疫疾病上有不錯的治療效

果，如急性扭挫傷、足底筋膜炎、突發性耳聾、嗅

覺與味覺異常、急性多發性神經炎等，均是日本

比較少見的案例[2]。除此之外，台灣也發表了數

篇YNSA論文，刊載在國內外的醫學期刊當中，並

且在國醫節、國際東洋醫學會，以及日本舉辦的

YNSA全國大會當中，均有發表演說。

本病例為運用YNSA治療突發性耳聾的有效案

例。此外，YNSA亦可改善耳鳴、耳朵悶塞感等症

狀。若病患採取類固醇治療以及傳統中醫針灸治療

後無效，可以再嘗試YNSA治療。此外，YNSA早期

介入突發性耳聾效果佳，若能與西醫治療並行，有

相當大的機率改善甚至治癒。

參考文獻
1.山元敏勝著，

 《山元式新頭針療法》，

  2019

2.山元敏勝著、高資承譯，

 《山元式頭針除痛療法》，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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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所骨傷科常見醫療爭議案例探討

文／陳建宏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法規委員會主委

【摘要】
近年來，醫療診所的醫療糾紛以針灸氣胸、推

拿傷害、針灸蜂窩性組織炎，而去年一年中，以推

拿的醫療糾紛居多。

推拿為徒手治療，是醫師與病患互動的醫療行

為。由於病患為被動，醫師必須在充分掌握病患的

病況，施行推拿才可以趨吉避凶。

關鍵詞：骨傷科、醫療糾紛

以下狀況，病患是絕對不能接受推拿治療。反

之，可能會造成嚴重的併發症，例如中風、四肢或

下肢癱瘓等。同時治療前也要加上理學檢查，望診

觸診的評估後再用徒手治療更是醫師的責任。

1. 椎底動脈問題：

如果在頸部向後伸展並向左右旋轉時（例如在髮廊

躺著洗頭）會有暈眩、噁心、嘔吐、複視等現象，

就表示供應大腦後半部的血管有狹窄或阻塞。這時

就不應接受頸部的推拿矯治，否則就會有腦中風的

危險。 

2. 動脈瘤或主動脈剝離：

不當的整脊會讓主動脈瘤破裂；以前也有過案例因

主動脈剝離病患經推拿而成為植物人。腹部主動脈

瘤的患者通常也有糖尿病的病史，背痛往往伴隨著

腹痛。必要時應轉診西醫做照腹部超音波或電腦斷

層作診斷以免誤觸地雷。 

3. 骨骼腫瘤：

體重常會快速減輕。會有整天疼痛（尤其是夜間）

的表現，直接敲擊痛處會讓疼痛加劇。一有此症狀

應該要轉診西醫，骨骼腫瘤以身體其他器官轉移至

骨骼的居多，一旦確定有骨骼腫瘤，一定要好好的

作全身癌症檢測，找出病源，然後再做進一步的治

療。 

4. 骨骼感染（細菌性或結核性）：

常有發燒不退、盜汗與整天疼痛（尤其是夜間）的

表現，直接敲擊痛處會讓疼痛加劇。 

5.外傷、骨折：

脊骨因外傷或骨折導致不穩定，容易造成重要結構

（如神經）的進一步傷害。請轉診西醫先照Ｘ光診

斷，以做進一步治療，以免誤觸地雷。 

6. 發炎性關節炎

（如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發炎的組

織特別脆弱，容易因外力的施予而受傷。例如受害

者原本患有僵直性脊椎炎，這是一種發炎性關節

炎，脊椎雖然僵硬，卻相當脆弱，一經暴力推拿，

脊椎骨會斷裂腰斬，叫做「胡蘿蔔棒骨折（carrot 

stick fracture）」。 

7. 嚴重神經損傷：

常見的是腰椎病變伴隨「馬尾症候群」。所謂「馬

尾症候群」是指腰薦椎的神經（其分佈像馬尾）受

傷，造成大小便失禁、肛門周圍感覺喪失、下肢進

行性肌肉無力等。若病人表現「馬尾症候群」，代

表腰薦椎的神經已有嚴重傷害，不應做推拿以避免

其病情加重。

8. 骨質疏鬆：

由於現在骨質疏鬆人口不少，所以面對因健康檢查

得知骨質疏鬆的病患施行推拿治療時，所用的力度

及推拿技術難度都應減緩或避免，而改以穴道推拿

(泰式的一種)或避免折彎等高難度推拿，以免推拿成

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造成病患骨折。

【結論】
以上情況醫師如能掌握的話，相信推拿治療應

該就可以避免踩到地雷，也可以確保中醫的醫療品

質，進而提供給病患更安全的醫療服務。



2020/06/10 2020/06/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48 期/第 12 版國際論壇特講座

 (B) 台灣郭育誠教授脈診與經方應用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2020年7月4日(星期六)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5廳／台北市徐州路2號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報名費

0704 
(六)

09:00-12:30 當代漢雲脈診儀實務操作與經方臨床應用 6,000元

講師│郭育誠 教授 

中西醫師，台灣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三十屆校友，臺灣大學藥理學研究所碩士、臺灣大學電機所醫學工程博士。台北醫學大

學醫學系藥理學科及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兼任助理教授，並榮任中華全球經脈臨床醫學會創會理事長。

1998年創立「當代漢醫苑」中西醫整合診所，將王唯工教授發明的脈診儀應用於臨床，慨然寄望以科學整合當代中西醫

學，融合古籍經典與現代科技，再現東漢《傷寒雜病論》（桂林古本）的巔峰智慧，重啟漢醫乾坤。從2006年起應邀出席世界

針灸聯合會年會、2007年第六屆國際傳統及輔助醫學大會、第三屆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等國際性學術會議擔任專題主講。2019

已應邀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馬來西亞、加拿大、美國、葡萄牙、義大利、日本、印度、愛爾蘭、法國、捷克、德國等世界醫學

大會演講與獲獎。以粒子與波的二元性解釋中西醫學的差異，並從波的角度詮釋「氣」與「經脈」。透過脈診、十二經脈與奇經

八脈的分析與人工智能系統，建立一套可以應用於臨床診斷與治療的中西整合實證醫學。並在遠距醫療、中草藥新藥開發、雷射

針灸、癌症治療與精準醫療獲得實際的運用。這些基礎醫學研究與臨床應用榮獲2018年維納斯基金會藥理學傑出研究獎。

著有《上池之水——漢醫的秘密》與《追尋失落的漢醫》。

 (I) 山元式新頭針臨床應用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5廳／台北市徐州路2號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報名費

0705
 (日)

09:00-12:00 YNSA山元式新頭針療法 6,000元
贈《山元式頭
針除痛療法》
精裝本165頁

10:40-11:00 休　息

11:00-11:50

實際示範

日本YNSA學會會員-台灣山元式學會理事

長高資承中醫師示範

11:50-12:00 Q&A

講師│山元敏勝老師因疫情未克來台特由台灣山元式學會理事長高資承 醫師授課 

山元敏勝院長日本醫科大學醫學部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聖路加醫院 麻醉科、德國科隆大學婦產科

醫師、1966年設立山元醫院。獨自研發劃時代的「YNSA」療法，可以改善疼痛、初期癱瘓，以及許多症

狀，治療的病患超過150萬人。被認為世界上「只有YNSA能治療癱瘓」的美譽。以德國為首，世界上超過

14個國家把YNSA納入醫療方式。

山元式新頭針療法（Yamamoto New Scalp Acupuncture, YNSA）。截至2020年為止，至今已使用

了約47年，其治療方式與傳統中醫針灸不同，中醫針灸採用針刺穴道的治療方式，藉由刺激穴道達到治療

效果，而山元式新頭針療法(YNSA)則是藉由針來刺激somatotope，也就是體感刺激點來治療疾患。

本次課程內容將分成兩部分。前半段有關YNSA的起源、刺激點、診斷方法以及治療案例。後半段將

由山元敏勝教授台灣第一位YNSA學會會員，現任台灣山元式學會理事長高資承醫師示範最新版的YNSA診

斷方法與刺激點。本次講座將會挑選數位中醫師接受YNSA扎針，讓各位可以體驗到YNSA下針後的感覺。

若身體有些不適想接受YNSA治療的，請踴躍報名參加 !!

原3/15課程改至7/5 

原3/15課程改至7/5 

【報名說明】各課程依繳費順序排定上課座位序，同一類課程全程上課者優先排位。

【報名說明】各課程依繳費順序排定上課座位序，同一類課程全程上課者優先排位。

繳費說明：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註記課程英文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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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台灣溫崇凱教授新頭皮針在疑難疾病應用講座

上課日期：2020年9月27日(星期日)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報名費

9/27
(日)

14:00-17:30 新頭皮針的定位與臨床治療應用
6,000元

8/31前繳費
優惠價5,000元

．長庚大學醫學博士

．慈濟大學助理教授

．中西醫執照醫師

．溫崇凱中醫診所院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內政部警政署中醫顧問

．中華民國國家運動代表隊隊醫

講師│溫崇凱 醫師 

　　溫醫師為溫氏現代針灸學創始人，多年來用ㄧ根針即可突破現代罕病的絕症：治療異染性

腦白質退化症MLD，雷特氏症Rett Sydrome、巴德畢德士症BBS、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

本態性震顫Essential Tremor、強直性脊椎炎AS，史蒂芬斯強森症SJS、漸凍人ALS、黃斑部

病變MD、乾燥症Sjögren's syndrome、高眼壓Ocular Hypertension及皮膚頑疾等難症療效

卓著，有口皆碑。

2014年溫氏針灸突破現代醫學罕病MLD，該案患者為全球罕病病患，亞洲唯一個案，已接受

西醫治療七年，智力從17歲退化到5歲，每天只有2小時醒著，其餘時間皆為昏睡，溫崇凱中醫

師針灸15 次後，翻轉病情，明顯改善進步，全台媒體共同採訪報導。

 (M) 香港劉恩明教授毫火針臨床應用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2020年9月20-22日(星期日至二)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報名費

0920
(日)

09:00-17:00 毫火針在疑難疾病運用 (一) 8,000

0921
(一)

09:00-17:00 毫火針在疑難疾病運用 (二) 8,000

00922
(二)

09:00-17:00 毫火針臨床醫案教學 (限報名M1或M2的學員加選帶教課) 8,000

【報名說明】 各課程依繳費順序排定上課座位序，同一類課程全程上課者優先排位。

【報名說明】M3課程限有報名M1或M2課程方可報名。

                  各課程依繳費順序排定上課座位序，同一類課程全程上課者優先排位。

繳費說明：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註記課程英文代號】

原3/18-20課程改至9/20-22

講師│劉恩明 教授 

中醫針灸特色療法無痛針灸－毫火針創始人。香港中國中醫特色療法研究院院長/首席研究員。中國針

灸推拿協會毫火針專題教授。國際醫學美容總會會員(英國)。榮獲世界“名醫成就獎”。國家中管局中醫技

術協作組毫火針技術負責人(組長)。中華中醫藥學會國際中醫微創聯盟常務理事。世界中聯中醫外治操作安

全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國家推拿技能考評員香港總會顧問。多次應美加、日本、歐洲各國及台灣邀請講

授毫火針。出版《劉氏毫火針》專著。主攻腦癱後遺症、中風後遺症、手術後遺症、中晚期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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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109-13 中醫結合現代免疫學治療癌症講座
藉由帶狀課程讓中醫師從科學的角度切入中醫學，不僅裨益臨床治療效果，並且有了科學論文，貫穿中醫的論
述，提高中醫的學術地位。無論是臨床療效或推廣中醫學術皆有科學立基，更能夠詮釋中醫的實證價值，歡迎對

科學結合中醫有興趣的醫師加入研討。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黃庭醫學會

上課時間：109年6月28日起每月最後一個週日下午13:30-17:30 (共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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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主　題 講 師 經 歷 

6/28

中醫學和免疫學的相關性
1. 甚麼是扶正祛邪?與免疫學相關嗎?中醫論治『癌因性疲憊』的臨床應用

2. 近代免疫學改變人類對付癌症的治療模式

3. 提升免疫單核球活性，增加偵測病毒的能力。 加強T細胞辨識、B細胞免疫記憶。

陳博聖 醫師
劉紹祥 博士

7/26
中西醫的合作橋樑—科學解析中醫醫理
1. 癌症的免疫逃脫機制                  2. 化療藥一段時間後為什麼沒效

3. 中醫如何改變癌細胞的微環境 

劉紹祥 博士
李岳倫 博士

8/30

給中醫師的3把槍－『與癌共存』、『扶正祛邪』、『全人醫療』
1. 標靶藥不定靶

A. 目前西醫治療策略及癌症治療的錯誤方向  B.中醫如何在關鍵時刻切入癌症治療

2. 種子和泥土理論

3. 治療癌症末期的臨床應用

陳博聖 醫師
李岳倫 博士

報名說明：1. 報名費6,000元   2.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每堂4點) 

         李蔡榮老師各系統疾病臨床醫案分享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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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109年9月13日起每月第二週日上午(09:00~12:30)

課程編號109-08

繳費說明：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請註記課程編號】
                 洽詢專線：02-23143456 ‧傳真專線：02-23140577

時 間 主　題 講 師 經 歷 

9/13 腫瘤系統疾病診治臨床醫案
講師：李蔡榮 醫師

師承台中腫瘤及慢性病名醫呂世明理

事長，與天津腫瘤及疑難雜症名醫吳雄志

教授。本次講座以呂氏脈法結合吳氏獨門

五法合一，講述病症證臨床應用並配合藥

物藥理及吳門驗方，進而醫案舉例說明個

人臨床驗案。二十餘年臨床經驗不藏私毫

無保留與大家分享，期待與中醫同道一起

探討，裨益中醫臨床診療療效。

李老師為台灣大學藥理學碩士、中國醫藥大學藥學士，歷任霧

澄中醫診所院長、馬偕醫院藥師，現任同仁堂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10/11 皮膚系統疾病診治臨床醫案

11/8 免疫及代謝系統疾病診治臨床醫案

12/13 精神系統疾病診治臨床醫案

報名說明：1. 報名費6,000元   (7/15前報名繳費8折，8/15前9折優惠)  

                   2.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1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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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109-15 

林高士水藥方劑臨床應用與經驗傳承講座(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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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9月13日起每月第二週日14:00-17:30

課程編號109-14 中醫男科疾病六經辨證課程
主辦單位：台灣中醫男科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8月2日起每月第一週日14:00-17:30(共4堂)

上課地點：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8/2 男性生理病理之中醫導論 楊仁鄰 醫師

9/6 太陽、陽明經辨證的病理機制、方藥解析 陳朝宗 醫師

10/4 少陽、太陰經辨證的病理機制、方藥解析 陳朝宗 醫師

11/1 少陰、厥陰經辨證的病理機制、方藥解析 楊仁鄰 醫師

楊仁鄰 醫師
現任：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理事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部一般中醫科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學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博士

．太湖大學(吳雄志教授)男科六經辨證培訓班

    結業

陳朝宗 醫師
現任：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監事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任

．台北市立大學講師

學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所碩士

．太湖大學(吳雄志教授)男科六經辨證培訓班結業

報名說明：1. 報名費6,000元   ( 7/10前繳費8折優惠)                                        課程注意事項：不收單堂學員     

                  2.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每堂4點，可申請16點)      

繳費說明：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請註記課程編號】
                 洽詢專線：02-23143456 ‧傳真專線：02-23140577

時 間 主　題 講 師 經 歷 

9/13 免疫疾病引起皮膚表現的診治 林高士 醫師

現任：台北仁濟院附設醫院中醫科主任醫師

學經歷：
．行醫超過40年以上資深中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前三軍總醫院中醫部主任

．國防大學講師

10/11 瘤癌的診治

11/8 乳房疾病的診治

12/13 陰部皮膚疾病的診治

報名說明：1.報名費6,000元 (共4堂)   (7/10前繳費4,800元優惠；8/10前繳費5,400元優惠)

                   2.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每堂4點，共可申請1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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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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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針灸與山元式新頭針療法方式有何不同？

2.醫療品質課程(內容詳見第11版) 試題：推拿治療前應先做哪些檢查確保醫療品質？

◎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課程2點及醫療品質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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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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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際接軌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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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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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社團活動－歡迎本會及友會醫師參加

登山社  每月第三週日上午

羽球社   每月第一週日下午

歌唱聯誼社   每月第四週日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