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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文/理事長 黃建榮

文/會員服務委員會
     主委陳文戎

文/長照推動委員會
     主委陳贊文

自3月18日接任本會第19屆理事長以來，感謝全體理監事鼎

力支持協助，半年以來會務蓬勃發展。本會第十九屆理監事會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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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台灣中醫

藥發展法草案。

文戎忝為本屆會員服務部長暨委員會主委，率領著會裡共

17位委員，未來三年，將以"提升效率"為主軸，共同為提升會員

的福利與執業環境的安全而打拼!!規劃如下:1.提升公會與會員間

的互動效率，定期召開各區會員座談會，加強line上以及官方帳

號的使用，讓彼此聯繫零距離。進一步將重要的執業訊息如健保

相關、稽查、醫療糾紛等，迅速告知會員。2.鼓勵會員與公會一

起做公益，對於會員參加公會贊助的公益活動，將由公會贈與教

育積分點券以茲鼓勵，並擇優會員大會加以表揚。3.協助各部會

完成與會員相關的議案，提出有效的做法或協助方案，提升理監

事間與各委員會的合作效率，迅速完成與會員相關的法案。

台灣逐漸步入高齡社會，為迎接長照時代來臨，本會成立長

照推動委員會，基於中醫具有「簡便」、「溫和」與「低成本高效

益」的優點，最適合扮演推動長期照顧政策之醫療要角，促使中醫

扛起長青照護之使命，並配合政府積極推動長照計畫，本委員會於

4月22日起召開3次籌備會議，經何志偉立委及迪化商圈促進會協

助，首選大同區玉泉里8月至12月辦理中醫常照3.0社區照顧，活動

內容有保健講座、動態保健操、長者共餐。並將於11月3日於公會

舉辦中醫藥長照工作坊，11月10日於永樂廣場舉辦2019中醫藥長

照服務嘉年華，並推動中醫居家醫療服務，將中醫元素融入長照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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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政公文  

•衛生福利部中央康保險署108.07.10健保北字第1081334527C號函108年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

   執業者健保投保金額查核案將於近日開始執行。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8.08.06北市衛醫字第10831334774號函衛福部108.07.31公告修正「住院醫師

   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並自108.9.1生效。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8.08.07北市衛醫字第1083133692號函檢送衛福部修正「住院醫師與醫療機構

   之聘僱契約範本」。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8.08.13北市衛醫字第1083133997號函轉知開業會員，依循護理人員法暨醫療

   法規定，聘僱護理人員並督導其依法執行業務。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8.08.16北市衛醫字第1083134771號函轉衛福部108.8.8衛部資字第

1082660339號公告訂定「醫事憑證管理中心醫事人員行動憑證管理服務窗口作業要點」，欲申辦醫

事人員行動憑證，請醫事機構向衛生福利部醫事憑證管理中心申請並依要點辦理。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108.8.23北市勞職字第1086084714號函有關「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之住院醫師(不

   包括公立醫療院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者)」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注意事項請配合辦理。

．中醫師全聯會函108.08.12(108)全聯醫總全字第1704號函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同意本會

商請授權台灣各中醫醫療院所於候診區等地撥放「大愛看中醫」共126集(第5至130集)於雲端連結區自

行下載使用。

第5-12集：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jju2WDyr4aMeJ8tqs_juqg5A0gqbnLr 

第13-130集：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EKPRbC5CyzcvLc3eJBdKYj0QdUQi4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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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暨附件表格請上公會網頁瀏覽www.tpcma.org.tw

宣導事項一 有關「抽樣抽審實施方案」修訂。

說明：
一、依據健保署108年6月18日召開「108年第2次

中醫門診總額台北區共管會議」之決議辦理
二、修訂權值指標「B1藥費高於同儕且正成長院

所(特約>24個月)」閾值由P97.5下修為P95，
並自108年8月生效，並以健保署公告為主。

三、即日起刪除備註三「最近一季預估平均點值
＜0.9000元時，抽審家數得加抽10%，若連
續兩季預估平均點值≧0.9300元時，恢復以
申報院所家數30%為原則。」文字段。

四、上開事項以健保署公告為主，如有任何疑問
，洽詢02-2958-0721，中執會台北區分會，
范先生。

宣導事項二 有關「G000(新特約)異常代碼」之案件宣導。

說明：
一、依據健保署108年7月16日健保北字第

1081640268B號函辦理。
二、健保署檢送84家中醫診所於107年1月至108年

3月期間醫事機構模組卡啟用後申報G000(健保
卡異常代碼：新特約)案件之檔案分析資料。

三、檢附84家院所名單，請公會協助輔導，並回
復本會院所異常申報的理由。

四、如有任何疑問，洽詢02-2958-0721，中執會
台北區分會，范先生。

宣導事項三
有關近期「濫用健保資源，借予不符合使用健
保規範人士冒用健保卡就醫」一事。

說明：
一、依據全聯會108年7月25日(108)全聯醫總全字

第1670號函暨健保署108年7月12日健保醫字
第1080033626號函辦理。

說明：
二、近來健保署發現外籍勞工或外籍配偶借予親

戚(未具投保資格)冒用健保卡就醫有日益增
加之趨勢。

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9條、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辦法第3、7條規定略以，保險對象至特約
院所就醫，應繳納健保卡及國民身分證或其
他證明身分文件(健保卡已足辨識身分時，得
免繳驗)，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亦應查核前開文
件，有不符時，應拒絕其以保險對象就醫身
份就醫；未經查核者，保險人得不予支付醫
療費用；已領取醫療費用者，保險人應予追
還。

四、未依規定核對保險對象就醫文件，予以違約
記點1點，記點3次再有違反予以停約1個月；
申報明知以他人保險憑證就醫之醫療費用，
扣減10倍金額；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
而領取保險給付，處以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2
倍至20倍罰鍰，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
辦理。不可歸責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者，不
在此限。

五、如有任何疑問，洽詢02-2958-0721，中執會
台北區分會，范先生。

宣導事項四 有關「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之修正事項。

說明：
一、依據全聯會108年7月25日(108)全聯醫總全字

第1671號函暨健保署108年7月12日健保醫字
第1080009631號函辦理。

二、「固接網路」網路月租費：
基層診所及其他醫事服務機構之支付上限修正
為一般型光纖6M/2M，1696元下修為1691元，
但因健保署全額補助，不影響診所權益。

說明：
三、「行動網路」網路月租費：

4G優惠方案支付上限修正為799元，較少診所
使用此方案。

四、資料上傳獎勵：
(一)轉(代)檢案件之醫療檢查影像及檢驗(查)

結果上傳獎勵條件，修正為「須於實際
收到影像(報告)日期24小時內上傳」。

(二)新增46項獎勵即時上傳檢驗(查)結果項
目，且108年8-10月於費用年月次月底前
上傳，即予獎勵，自108年11月起，須於
報告日期24小時內上傳，方予獎勵。

五、上開事項以健保署公告為主，如有任何疑問
，洽詢02-2958-0721，中執會台北區分會，
范先生。

宣導事項五
有關中醫部門總額107年度違規情形，請協助宣導
院所注意改善。

說明：
一、依據108年5月16日召開「108年第2次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
會議」之決議辦理。

二、中醫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經查仍有：
(一)刷卡換物。
(二)收取自費又申報健保。
(三)非醫師執行推拿卻申報費用。
(四)其他違規情事。
請各公會持續宣導會員，務必依健保署相關
規定辦理。

三、如有任何疑問，洽詢02-2958-0721，中執會
台北區分會，范先生。

宣導事項一
有關「106~107年中醫同院所同病患同慢性病診斷
用藥日數≦7日分析資料」之宣導。

說明：
一、為管控藥費申報之合理性，健保署擬針對106

1~107年中醫同院所同病患同慢性病診斷用藥
日數≦7日資料作相關統計分析，爾後將針對
類似案件加強審查。

二、檢附符合上開條件且病患於107年就醫次數＞
12次，人數達4位(含)以上之院所名單，請公
會協助宣導。

三、如有任何疑問，洽詢02-2958-0721，中執會台
北區分會，范先生。

宣導事項二
有關「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等各項專
案計畫之宣導。

說明：
一、依據健保署108年7月16日健保北字第

1081640268B號函辦理。
二、健保署檢送84家中醫診所於107年1月至108年

3月期間醫事機構模組卡啟用後申報G000(健保
卡異常代碼：新特約)案件之檔案分析資料。

三、檢附84家院所名單，請公會協助輔導，並回
復本會院所異常申報的理由。

四、如有任何疑問，洽詢02-2958-0721，中執會
台北區分會，范先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8.07.09

   健保醫字第1080033626號函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或所屬會員，

   接受保險對象就醫時，確實核對保險對象身份。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8.07.12

   健保醫字第1080009631號函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

   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自108.08.01起實施。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8.07.26中執會台北(5)超字第124號函有關健保相關業務事項。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8.06.18召開之108年第2次「中醫門

   診總額台北區共管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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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6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主辦
之「2019中醫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舉辦啟用揭幕儀式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主辦之「2019中醫藥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  建立首都特色據點中醫長壽養生
文化」揭幕儀式來賓合影。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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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03日(星期日)

時間 課　程　主　題 講　師

09:00
09:10

引言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理事長黃建榮醫師

09:10
10:10

中醫院所參與長照政策申辦簡介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10
11:00

失智失能患者食療建議:藥食同源
藥材如何應用

陳贊文 中醫師
旭生中醫診所院長 / 中華中醫學會理事長

11:00
12:30

失智失能患者中醫按摩技巧建議:
如何善用穴位按摩指壓

林舜穀 中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治醫師 
(著作:中醫師看診失智症)

12:30
13:30

中醫參與長照之經驗分享—
以苗栗縣為例

杜穎純中西醫師
國健署社區預防延緩失能指導員
預防及延緩失能多個模組專業師資

13:30
15:00

給長期照護者的八段錦太極拳
吳建東 中醫師
詠生中醫診所院長 / 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

15:00
16:30

中醫師參與長照之準備與挑戰
陳建宏 中醫師 西醫內科專科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中西醫
整合科主任/ 台灣長照醫學會教育學術主委

16:30 Q&A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長照推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贊文

＊主辦單位會員免收報名費、午

餐費，其他參加人員或行政人

員代訂午餐費用100元，請於

上課當日繳交。 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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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創會70週年
向65歲以上中醫長者暨資深中醫師致敬

2019年資深中醫暨十二行政區
中醫聯誼餐會

108年第4季會員慶生會

時 間：12月8日 ( 星期日 ) 

             下午5:30-8:30 

              ( 5:00開始入席 )

地 點：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38號

凱撒大飯店3樓希爾頓廳

專 題
：

18:00-19:00 你所不知道的健康檢查
演 講    國泰健康管理顧問公司院長/ 陳皇光醫師

對 象：敬邀本會65歲以上的長者中醫師 (可攜伴一

位出席)，歡迎 12 個行政區的群組中醫

師，行醫30年以上資深中醫師及第4季 

(10.11.12月)的壽星會員蒞臨聯誼餐會。

台北市中醫院所聯誼座談會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活動時間：108年9月29日(星期日)10:00-14:00
    行  政  區：萬華區、大安區、松山區                     活動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歡迎12個行政區的會員出席)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時間 活動主題／主講人

10:10

講題：健康管理好，疾病遠離我

了解健檢的重要，透視健檢價格包裝，
健康省錢有保障

台北北投健康管理醫院副院長 梁程超醫師
專長：肝膽胃腸疾病、內視鏡檢查及治療、超音波
學歷：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成功
           大學醫學院醫學士

11:10 會務報告／黃建榮理事長

11:40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審查注意事項 / 健保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曉鈞

12:00

重要政令法規宣導 / 法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建宏

診務討論．意見交換

社團介紹(歌唱聯誼社/羽球社/登山社)

13:00 Q&A / 會員服務委員會

13:30 壽星慶生、摸彩

報名說明： 1. 台北市會員免報名費；申請法律顧問證書100元、木框100元。   

                   2. 非會員報名費200元（含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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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理事長建榮與團員於澳門國際機場
合影留念(108.07.28)

台港澳交流聯誼餐會(108.07.28) 與香港九龍總商會交流聯誼 (108.07.28)

團員於澳門大三巴牌坊前合影(108.07.28)

安徒生說「旅行，是恢復青春活力的泉源。」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會通過7/28-7/30舉辦三天澳門旅

遊自強活動。期間除辦理台港澳中醫的交流會，更供中醫師從平日繁忙的診務中抽離的渡假旅遊，重拾青春活

力後再上診！

黃理事長率107位團員於7/28初抵澳門的首站就是走訪充滿人文氣息的世界文化遺產：洗盡鉛華的大三

巴牌坊，在綿長而莊嚴的石階上屹屹獨立，與遊客緩緩訴說自己被火灼傷的故事；熱鬧繁華的議事亭前地充滿

異國風情，影影綽綽的拱廊、鮮活脫俗的外牆浮雕，不言而喻這塊前地在歷史上的尊貴地位；重現過去的澳門

博物館，帶我們走入澳門的歷史與人民的生活，一覽無遺東、西文化與傳統對此地的深遠影響。

瀰漫著文化氣息的半日遊，讓我們深刻體會澳門古蹟令人神迷的地方。這些建築文物不僅僅供人憑弔逝去

的時光，現今人們的生活也為古老的文物注入了新生命：十六世紀的廟宇仍然香火鼎盛；十七世紀的古堡改建

為酒店或購物中心；十八世紀的教堂常常是音樂節的演出場地…或許這一切就是澳門文化遺產生命長青的奧

秘。

晚上，我們前往在萬豪軒萬歲廳舉辦的晚宴，也是台港澳中醫交流聯誼的重要時刻。此次的聚會，九龍總

商會監事長李光華、副理事長王柏源、康體部主任李惠欣、婦女部主任伍燕珍、監事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劉志

剛、理事會主任伍艷梅、商業部副主任伍少玲、港九中醫師公會首席理事長何國偉醫師、香港中成藥製造商聯

合協會理事長江志雄醫師、九龍中醫師公會永久榮譽會長李煥昌醫師、香港頭針醫學會理事長陳新發醫師、

澳門中醫生公會(限中醫系畢業的中醫師加入)周稀鳴會長、胡友樾監事長、蕭冠明副理事長、歐陽妙筠副監事

長、澳門中醫藥學會石崇榮會長、鄭其昌副會長、李健溢副會長、程偉強理事長、澳門科大醫院副院長、澳門

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莫蕙教授等參與聯誼餐會，不僅將港澳台兩岸三地中醫師公會多年的情誼鞏固得紮實，更

開創了新的一頁。而在致贈我們精心準備的禮物後，九龍總商會也大方的送了每位中醫師一大袋澳門伴手禮。

 澳門之旅報導 (一)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台港澳交流及澳門之
旅自強活動

          文／呂文智主委 編修   

                  許馨心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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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交流之後，當然也進行了歌藝的交流，晚宴就隨著大家的歌聲與敬酒聲漸漸淡入夜色之中......

入夜的澳門又是那麼令人目眩神迷，忍不住想多看一眼。在澳門萬般華麗的夜景之下。當各大酒店和娛樂

場橙黃色的燈光亮起，像極了鑽石排出的圖騰鑲在一張無邊無垠的黑絨布上，在闃黑的夜色中熠閃生輝，為周

遭的景物也添上了一層朦朧的光影。

在威尼斯人酒店綻放的金黃色燈光擁抱下休息了一晚之後，隔天大家分三組，分別前往港珠澳進行深度旅

遊。有快閃香江搭船前往香港，享受到的依然是風光明媚的香港之景。不論是走完一趟歷經百年歲月的香港古

蹟之旅；還是在珠海長榮海洋王國與各種珍稀的海洋動物暢遊海底風光；抑或是跟隨貢多拉船夫傳遍整個迴廊

的渾厚歌聲一同遨遊，相信都讓大家度過了充實飽滿的一天，帶著愉悅的心情前往新濠天地欣賞水舞間表演。

隨著漸強的樂聲出現的是從海底升起的古老沉船，舞者們攀著高大的古船向上，纏著藤蔓般的繩索擺盪，

倚著船柱上的平台飛揚，讓人十分佩服這些舞者們的專業度與膽量。燈光乍亮，女主角以優雅的轉身在水舞間

穿梭，她以優美的舞姿訴說了豐沛的情感，時而蜷縮身體，時而躍向空中，一如幡然展翅的天鵝，又如一隻翩

翩振翅的彩蝶，舉手投足間濺起的水花，更是如撒落的水晶般妝點了舞台。此生必看的水舞間，伴著觀眾的讚

嘆聲落幕，那股震撼卻一直迴盪在我們心中。

最後一天的早晨特別愜意，為的是讓大家有滿分的精神，用全力欣賞澳門最後一面。媽祖閣的空氣中瀰漫

著焚香祝禱的虔城，香爐中的裊裊煙火，一縷縷冉起十方信眾對生活的祈願；望海觀音像那抹淺淺上揚的嘴角

與慈藹的容顏美得令人動容，身著一襲燦金的羽衣，孓然獨立在海中央，守護著大船出航與平安歸來；澳門

旅遊塔帶來前所未有的刺激與快感，站在兩百多米高的樓層，遠眺澳門的繁華港景，中午在61層旋轉餐廳用

餐。

結束了最後的行程前往機場，豬扒包與蛋塔的香氣一路伴著我們踏上歸途，坐在機上望向窗外，再好好欣

賞澳門最後一眼，帶著充滿青春活力的心，繼續回到自己熱愛的工作崗位服務人群吧！

本次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舉辦會員自強活動澳門之旅及台港澳中醫交流聯誼活動精彩熱烈！承蒙聯誼活動委

員會呂主委文智精心規劃，理監事協助，感謝本次同行的常務理事陳文戎、常務理事林恭儀、常務監事謝福

德、理事沈瑞斌、黃中瑀，本會施名譽理事長、鄭院長振鴻、吳教授龍源及本會會員道長和寶眷，以及來自苗

栗縣徐煥權名譽理事長、新竹縣鄭阿乾名譽理事長、新竹市謝欣燕理事、新北市盧醫師及寶眷等熱情參與！更

感謝萬國藥廠蔡副總率陳副理、潘主任隨團服務及拍照，更贊助交流聯誼餐會酒水及禮品、還有港香蘭藥廠4

位業務帥哥美女服務及禮物贊助，以及順天堂業務參與及禮品，及中醫之友等參加活動！以及本會全體會務人

員全力襄助！使本次旅遊熱烈圓滿，敬致謝忱！

與九龍總商會、澳門中醫生協會、澳門
中醫藥學會等貴賓合影(108.07.28)

於威尼斯人酒店前合影(108.07.29) 黃理事長建榮與團員於澳門旅遊塔合影
(10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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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西醫眼科醫學進修課程專業講座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上課時間：108年9月29日起每月第二、四週日上午09:00-12:30．下午13:30-17:00

日期 上午課程主題／主講 下午課程主題／主講

9/29

中醫眼科總論及治療經驗
／育生中醫診所院長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名譽

理事長

李政育醫師

常見兒童眼科病患診斷與治療進展
／三軍總醫院眼科部小兒眼科專科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眼科學科講師

簡克鴻主治醫師

10/13

中醫眼科用藥原則
／台北仁濟院附設醫院中醫科
主任

三軍總醫院前中醫部主任

林高士醫師

常見視網膜病患診斷與治療之進展
／三軍總醫院眼科部視網膜專科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眼科學系兼任講師

鮑淑怡主治醫師

10/27

丘氏眼針應用
／丘氏中醫診所院長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教授

丘應生醫師

常見眼角膜疾病之治療的進展
／三軍總醫院眼科部角膜專科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眼科學系專任副教授

梁章敏主任醫師

11/10

彭靜山眼診及眼針應用
／醫道堂黃中醫診所院長

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國聯合會監

事長

黃碧松醫師 

青光眼診斷治療及案例探討
／三軍總醫院眼科部青光眼專科主任

國防醫學院眼科學科專任教授

呂大文教授

11/24

李政育眼科臨床經驗
／育生中醫診所院長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理事

長

李政育醫師

白內障診斷治療及案例探討
／三軍總醫院眼科部青光眼專科主任

國防醫學院眼科學科專任教授

呂大文教授

12/8

核醫腦科學影像檢查應用於
針灸經穴之研究探討
／中國鍼灸學會理事長 

廖炎智理事長

顧氏家傳五代眼科臨床治療經驗
／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聯會理事長

顧安醫療志業總院長

顧明津醫師

報名說明：1. 報名費12,000元(共12堂)；單堂1,200元。

                   2.主辦單位會員10,000元

                   3.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48點)



2019/09/10 2019/09/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2019/09/10 2019/09/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45 期/第 8 版 第 9 版/第 45 期課程講座 (二) 課程一覽表

十堂課教你開經方系列課程講座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10月27日起每月第四週日下午13:30~17:30 (共10堂)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日期 主　題 主　　　講

10/27 桂枝湯類方(上) 青田中醫診所院長／黃詩硯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教授

11/24 桂枝湯類方(下) 和悅經典中醫診所院長／詹琬菁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教授

12/22 麻黃湯/葛根湯類方 青田中醫診所院長／黃詩硯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教授

2/23 柴胡湯/赤石脂湯類方 正宏堂中醫診所院長／吳宗鴻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教授

3/22 苓桂朮甘湯/白虎湯類方 和悅經典中醫診所院長／詹琬菁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教授

4/26 承氣湯/陷胸湯類方
恩慈經典中醫診所院長／莊志瑜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教授

5/24 抵當湯/梔子豉湯類方

7/26 瀉心湯/黃芩黃連湯類方 和悅經典中醫診所院長／詹琬菁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教授

8/23 乾薑四逆湯類方
正宏堂中醫診所院長／吳宗鴻醫師 &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鄭宏足教授

9/27 雜方類

報名說明：1. 報名費20,000元                                              2. 中醫系（含學士後）9/30前繳費5折      

                    ．9/30前繳費主辦單位會員8折、非會員9折            3.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
                        ．10/27前繳費主辦單位會員9折、非會員原價

2019年針刀醫學臨床應用研習課程
主辦單位：中華黃庭醫學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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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7、12/15星期日  上午09:00-12:30  下午13:30-17:00

日期 主　題 講  師  經  歷

10/6

小針刀與新九針在內外科，

耳鼻喉科及醫美各科的靈活

運用

黃建魁 醫師

．瀚聲中醫診所院長

．明代宮廷御醫正骨千手大法鳳陽門

    第25代傳人

．台灣針刀醫學會講師

．專精小針刀、火針、新九針

11/17
  針刀在筋膜及骨架結構還

  原的應用

陳朝龍 醫師
．全生中醫診所院長

．中華黃庭醫學會第3屆理事長

．台北市立大學運動健康學系碩士

．從事推拿30餘年，

    累積20餘萬人臨床經驗

12/15 脊椎病針刀診療

蔡德祥 醫師
．新和中西醫診所院長

．中華民國內科及心臟科專科醫師

．台灣針刀醫學會講師

．義守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著作《針刀疼痛治療學思路》

報名說明：1.報名費15,000元(共6堂)   2.主辦單位會員12,000元  3.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24點)

禁止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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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期/第 8 版 第 9 版/第 45 期課程講座 (二) 課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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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01

潘隆森臨床針灸治療與 14 

經 361 穴研習課程(下)

6/16、7/21、8/18、

9/22、10/20(週日)

09:00-17:00 14樓教育中心

40
□

12,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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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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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元/點

□
108-04

針灸大成臨床應用課程程

7/7、8/4、9/1、10/6

(週日) 14:00-17:30

依課程程序表

16
□

10,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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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門研習課程 (共6堂)

109.3.22至8.16

(第三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24
□

6,000元
(1/31前8折優惠)

□
100元/點

□
108-06

2019中西醫眼科醫學進修

課程專業講座 (共12堂)

9/29至12/8

第二、四週日 09:00-17:00

公會會議廳

48
□

12,000元
□

100元/點

□
108-07

中藥飲片臨床應用研習課程

(共6堂)

108.9.22至109.1.19

第二、四週日 09:00-12:30

公會會議廳

24
□

7,200元
□

100元/點

□
108-08

針刀醫學臨床應用研習課程

(共6堂)

10/6、11/17、12/15

(週日) 09:00-17:00

公會14F教育中心

24
□

15,000元
□

100元/點

□
108-09

十堂課教你開經方系列課程

講座 (共10堂)

108.10.27至109.9.27

(週日) 13:30-17:30

公會會議廳

40
□

20,000元
(9/30前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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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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吳奇教授

【摘要】《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上說：「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則病道少」。此處的「病」字為「擔憂發

愁」之意。大意上是說，一般病患之人對所發生的眾多疾病及其患病後可能出現的各種復雜變化，心存懼怕，

而身負「救死扶傷」重任的醫生，在遇到較難治療的疾病，遇到瓶頸，數次變更方法仍不能取效時，則擔憂找

不到更多更好的變通方法。吳教授在此所論述的頭皮針小腦新區，額五針(靜區)，以及吳氏移光定位針灸，臨

床證實，既是許多臨床醫生和眾多疑難病患者尋找能夠突破「瓶頸」的利器，又是解救眾多病患疾者出離苦海

的寶筏。

【關鍵詞】小腦新區、額五針、靜區

【本文】
頭皮針小腦新區和額五針是吳教授的恩師林學儉教授，在20世紀末的時候發現的。臨床證明它能夠治療疑難疾病，有

別於其他頭皮針體系，林氏頭皮針特色在於靜區和小腦新區，它的療效相比於其他頭皮針體系相對更穩固。林學儉教授等

人經多年的實踐及研究發現，對於運動系統疾病患者，單用大腦皮層相應功能定位區進行針刺，與大腦皮層相應定位區再

加上相應靜區（如附加運動區、語言形成區、額五針……）治療相比，就療效而言，後者要優於前者。而其中，額五針又

有其獨特的療效，以致相當一部分了解額五針的醫生（包括美國、加拿大、臺灣、香港及大陸的針灸醫生），都把額五針

作為一般門診病患（包括內科、婦科、老年病……）常規治療的第一步程序。近年來，大量臨床病例顯示，由於在傳統頭

皮針的基礎上，加上小腦新區的運用，若再加上吳氏移光定位針灸，激活天人相應能量信息場共振，療效又有了大幅度的

提高。

  

                     圖1                                                                  圖2

額五針屬於靜區（見圖1)，實際上靜而不靜，雖然不參與控制運動，也不被感覺刺激所激活。但是卻和運動前區一

樣，也參與運動程序編制，是負責意識、思維、邏輯活動的選區。所以對於臨床上藥物替代療法解決不了的憂鬱症、煩

躁、嚴重失眠、自閉症、多動症、失語、早期老年癡呆症等疑難雜症，以額五針做為主要選區，配憂慮區等均能取得理想

療效。

小腦新區（見圖2 )對任何疾病都可以被認為是一個有效的常規配合的選區。我們可將一根根銀針認為是一種細胞潜

能激活劑（因為進針處沒有任何一種藥物進入穴位），激活大腦深處的錐體外系的中樞，促使神經細胞恢復正常的生理功

能。

為什麼加刺小腦新區會出現明顯效應呢？從小腦的組織結構、解剖位置、生理功能及小腦與其他中樞之間的關係可以

進行研討。

1. 小腦也有和大腦類似的灰質、白質結構，有類同錐體外系統的功能有類同錐體外系的功能，如有主平衡和協調運動

    的作用，更突出的是小腦有維持共濟運動、調節肌張力和完成精細動作的功能，但和意識無關。

2. 小腦有三對腳，即下腳、中腳和上腳，實際上是三對很粗的神經纖維束，通過這三對腳實現與大腦皮層、基底節、

    腦幹、丘腦，網狀結構和脊髓之間的往返聯繫。

3. 小腦表面也有與人體相應的運動區，其不對稱的部分在蚓部，頭在前，頸在後，軀幹、下肢在最後，四肢主要在兩 

側小腦半球部，上肢在前，下肢在後。針小腦半球區可從風池穴進針，向外上側刺到骨膜，針感可傳至下肢。同樣

也有一個感覺代表區，如視區、聽區在蚓部，所以蚓部受損，可能有言語障礙或眼球震顫。這些代表區可理解為人

體相應的全息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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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小腦的解剖位置來看，距腦幹和顱骨表面較近（和錐體外系統的基底節和內囊相比和錐體外系的基底節和內囊相

比）。從中醫學理論來看，則此處有督脈、膀胱經和膽經通過，並有風池、風府、啞門等重要穴位。上海名中醫秦

亮浦教授曾經提出：「病變在腦，首取督脈風府、啞門穴，是督脈行脊裡入腦髓之處，針刺四神聰、風池有鎮靜補

腦通督資髓作用」。

吳教授進而發現，頭皮針小腦新區，由於它處在一個天人相應太極場共振結構的剪切點上，所以小腦新區可以歸納到

太極黃金分割共振場及吳氏移光定位針灸理論體系之中。黃金分割場實際是由於地球圍繞太陽運行有遠日點和近日點，跟

地球黃赤交角，黃道跟赤道交角在四萬一千年變動的相隔區間，形成的場共振有關係。

《黃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篇第二十五》講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

合氣，命之曰人」，中國古代先賢認為：人體的很多生命節律與結構都和天地能量場，實際是密切相關的。像老子所說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黃帝內經》基本上與《易經》、老子《道德經》是相似的思路，是從觀察

天地來研究生命的結構和節律的。傳統的中醫針灸有幾千年，整個學術體系，從《黃帝內經》、《甲乙經》、《十四經發

揮》到《針灸大成》做一個回顧，就會發現吳氏移光定位針灸（又名”吳氏免疫針灸療法”），可能是唯一提及如何利用

太陽地球能場共振能量的針灸理論體系，在臨床上針灸用小腦新區、海馬新區，配合額五針並配合天人相應能量場共振，

可以治療許多現代醫學感覺非常棘手的眼科疑難疾病，如青光眼、飛蚊症、視神經萎縮、黃斑病變，乃至許多諸如類風

濕、乾燥綜合症、重症肌無力、過敏性紫癜等現代醫學認為非常難以治療的免疫相關疾病，乃至各種疑難的癌症病人，臨

床證明可以明顯的優化人體生命內環境，減輕痛苦，提高生活質量，延長壽命。

在最近幾年，特別是2018年、2019年，吳奇教授應邀在台北國醫節大會上講演，分享如何運用吳氏移光定位針灸，

袪邪扶正。袪邪: 把邪氣－癌症患者體內的癌症幹細胞系列CD24、44、133、29、152、279通過太陽、地球跟人的場共

振，把它全部驅除到人體的腎臟、膀胱，排出體外。扶正: 運用針刺小腦新區、海馬新區的推動，把患者體內休眠的正能

量，就是CD28、CD278、CD45RA、CD45RO乃至細胞裡的正能量完全激發出來，達到了2018年諾貝爾醫學獎相似的效

果，就是用針灸將患者體內CD28及ICOS（相當於CD278）激發出來。

腦部的奧秘腦科學是我們針灸歷史上所缺失的一部份，在中醫裡面，「腦、髓、骨、脈、膽、女子胞」，大腦是屬於

奇恆之腑，它的描述不是太多。小腦新區的發現產生於20世紀末，現在經過多年的大量臨床實踐，把腦科學應用在針灸治

療上，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驚喜。特別是吳奇教授在美國多年的實踐，接觸了大量疑難病例，通過進入研究和統計，發現

它具有安全性、可靠性和可重復性。在吳氏移光定位針灸治療中，小腦新區與海馬新區是有效激活天人相應能量信息場共

振，喚醒人體極深層次自我修復系統，從而重新優化人體生命內環境的關鍵環節和啟動點。如果具體方法與理念能夠讓更

多的醫生掌握了解，相信會能夠更好的利益眾生，造福人類。

【參考文獻】1. （唐）王冰撰，《黃帝內經》     2. 林學儉，吳奇著，《小腦新區》，2011

 

 

吳奇副校長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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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醫所奉行的奎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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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奇教授2019國醫節大會演講                              吳奇教授2019國醫節特別講座

  吳奇教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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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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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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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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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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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版/第 45 期 2020國醫節特別講座 (一)

論壇大會時間：2020年3月14-15日      大會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THCC

特別講座時間：2020年3月13-20日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TPCMA

代號 時  間 講 師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報名費
(台幣)

*A1 0313
(五)

09:00-17:00
加拿大
鍾政哲

董氏奇穴臨床應用(一) 台大景福館 10,000元

*A2 0318
(三)

09:00-17:00 董氏奇穴臨床應用(二) 公會教育中心 10,000元

B 0314
(六)

09:00-12:30
台灣

郭育誠

當代漢雲脈診儀實務操作與

經方臨床應用

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6,000元

C 0314
(六)

09:00-12:30
日本

北川毅

中西結合日式美容針法臨床

運用

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6,000元

*D 0314
(六)

13:00-15:30
成都
劉寧

常見皮膚病及疑難皮膚疾病

治療美容講座(一)
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5,000元

15:40-18:10
香港

黃霏莉

痤瘡及玫瑰痤瘡內外治療美

容講座(二)

E 0314
(六)

14:00-18:00
河南

高希言

邵氏流派、李鼎、魏稼學術

特色與臨床應用

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6,000元

*J 0314
(六)

13:30-17:00
日本

賴建守

經方柴胡、瀉心湯類臨床運

用；由腹診與傷寒金匱條文

解析及腹診實務

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3,000元

*F 0314
(六)

09:00-12:30 日本
松岡尚則

北京
錢超塵

傷寒論及金匱要略版本探討

特別講座

(兩位講者上下午皆各個講1.5小時)

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6,00０元

13:30-17:00

*G 0315
(日)

09:00-12:30 日本
笛木司
台灣

李世滄

傷寒論原劑量及經方現代用

藥劑量探究特別講座

(兩位講者上下午皆各個講1.5小時)

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6,000元

13:30-17:00

H 0315
(日)

13:00-17:00
南京

劉農虞
筋針療法臨床應用

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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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TTCMIF
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通告

大會議題
為慶祝第九十屆國醫節，特結合海峽兩岸及國際的中醫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中醫的
科學性，確立實證醫學地位，裨益中醫藥文化傳承，創新中醫藥的臨床療效，推動
中醫全球化，促進中醫藥事業蓬勃發展。

大會議程 2020年1月31日公告於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網頁 http://www.tpcma.org.tw

與會人員
中國大陸暨港澳、韓國、日本、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美
國、加拿大、巴西、歐洲、澳洲、紐西蘭與臺灣的專家學者及中醫藥界人士將有
1,800餘人出席。

註冊費用

◆ 國外人士出席3月14、15日兩天註冊費美金200元(新台幣6,500元)，含3/14 

    大會歡迎晚宴、3/14-15午餐、中英文出席證書、大會紀念品。

◆ 台灣中醫師註冊報名費新台幣4,000元，2019.12.31前報名優惠新台幣2,000

元(含大會論文集、兩天午餐及20點繼續教育積分)。發表演講者註冊費優惠收
新台幣2,000元。

繳費方式

◆ 郵局劃撥：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榮

◆ 線上刷卡：請掃描右方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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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理或裨益中醫藥文化傳承之主題，創新者優先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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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徵文截稿日期：2019年12月15日。經大會審查通過錄用的論文(全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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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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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壁報
論文發表

◆ 報名費新台幣1,500元(已繳交大會註冊費者收報名費1,000元)。

◆ 代輸出壁報費用新台幣1,000元。(請提供PDF檔；輸出後會協助張貼)

◆ 請於2019年12月31日前報名。欲參加壁報展比賽請於2020年1月31日前

    電傳口頭報告內容。

參加展覽 2019年10月31日起開始受理登記。2019年12月31日前繳清費用9折優惠。

大會E-mail tp.cma@msa.hinet.net 電  話 02-23143456 傳 真 02-23140559

秘書處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郵編10041)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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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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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簡述《如何運用吳氏移光定位針灸袪邪扶正？》

◎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課程2點，以上通訊教育課程6年內不得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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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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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電話

用      餐 □ 葷食　      □ 素食
手機

通訊地址
  □□□　　　　  縣　　　 　市　　　 　區

               路　　 段　　　巷　　　號　　樓之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身  分  證
字        號

A
3月14日(六)09:00～17:00

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一)
中醫經方論壇/中醫專家特別演講

2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6點
報名費1,000元／積分費1,600元

B

3月15日(日)09:00～16:00
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二)

內婦科、針傷醫學研討會
中醫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1、301
4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12點
報名費1,000元／積分費1,200元

C
3月15日(日)10:10～16:00
109年健保法規品質研習會

．負責醫師訓練課程

402D
會議廳

法規感染與性別議題課程12點
報名費1,000元／積分費1,200元

3月14日 (星期六) □ A1醫學課程8點 □ A2醫學課程8點

3月15日(星期日)
□ B1醫學課程 6點(上午) □ B2 醫學課程6點(下午)

□ C1品質法規課程 6點(上午) □ C2 倫理感染性別課程6點(下午)

2020第90屆國醫節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大會時間：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15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大會主題：中醫實證與全球化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 優惠辦法：(以下優惠皆可申請20點積分)

                       108年12月31日前繳交2,000元；

                            109年2月10日前3,000元

◆ 109年度積分方案:
方案1. 醫學課程20點。 (A+B)

方案2. 醫學課程8點+品質法規性別感染倫理12點 (A+C)

方案3. 醫學課程14點+性別感染倫理6點 (A1+B1+C2)

出席論壇大會不申請積分報名費2,000元；

中醫系(含學士後)在校學生1,000元 (含2天午餐、

大會論文集)；特別講座另繳課程報名費。

TEL：(02)2314-3456  FAX：(02)2314-0577。

http://www.tpcma.org.tw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榮。【請於劃撥單

【通訊欄】詳註申請109年積分第幾個方案】

第4屆世界傳統與
替代醫學學術大會
2020年3月15日~17日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01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