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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林展弘

每逢3、6、9、12月出刊
本報導圖文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舉辦院所業務法規座談會 舉辦中執會健保業務種子幹部研習會 俄羅斯針灸學會副會長拜訪公會

時序歲末迎新之際，2016年的猴年即將要過去，迎接2017年的雞年，

在此展弘代表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向各位中醫藥界先進及醫師道長拜個早年，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大吉（雞）大利，為中醫醫療服務造福全民的健康照護，

共同奉獻心力。

第18屆理監事會於今年3月接任，回顧一年來公會在既有的優良制度

下，理監事會及各業務委員會分工合作，大家努力同心協力，本會會務蓬勃

發展，感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為開拓中醫的藍海，提升中醫的診療服務品質，公會推動 G10 (提昇診療效益10%) 系列課程，

開辦溫祟凱現代頭皮針、吳雄志經方脈學、盧文瑞運動損傷、高宗桂針刀醫療、許中華脈學等研習課

程，並和中醫抗衰老醫學會合辦脈學臨床應用研習會、和中醫肝病醫學會合辦台灣經方名家講座等，

授課老師除臨床講解，每一個講座皆成立讀書會群組，學員於課後或臨床遇到診療問題，皆可以在群

組和老師討論，每一個課程皆座無虛席，學員課程反應熱烈受益良多。公會並開辦雲端學院，未克出

席的學員可以在家上網補課，為加強服務遠地的中醫同道，公會精選研討會及講座的影音課程，提供

中醫師研習。頗受會員的佳評。為向社會民眾宣導中醫保健的優勢，公會除每月定期舉辦全方位及健

康管理中醫健康講座，並應社區及機關團體邀請辦理健康講座，及到國小推廣中醫穴位護眼操，明年

2月開辦中醫長青學苑，系統講授中醫的理論及保健知識，讓民眾認識正確的中醫保健知識。為加強

服務會員，公會成立12個行政區及各社團的通訊群組，醫政公文及活動訊息迅速發布給會員，會員於

業務上遇到的問題能很快和公會反映，公會秉持服務的理念為會員解決問題，感謝會員的鼎力支持，

並感謝理監事及各業務委員會的默默付出，公會有您們真好！

2017年慶祝第87屆國醫節第9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將於2017年3月11、12日於台大

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將有來自中國大陸、港澳、美、加、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紐、

澳及歐洲等國家及地區專家學者，國內外中醫界人士將有1800餘人參會。在此感謝衛福部中醫藥司

與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指導協助，籌備會全體團隊全力推動，明年國醫節論壇大會盛況可期，屆

時歡迎各縣市中醫藥界領導能蒞會指導．並歡迎全國中醫師踴躍報名出席共襄盛舉。

猴年感恩支持．2017再創新猷

2017年歲次丁酉 Happy New Year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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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1.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5.10.27中執會台北(4)明字第020號函轉：

「105年第3次中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報告案「專任醫師因產假未看診，及中醫針傷處

置並無超過15次將被核扣之規定。」

2.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5.11.03(105)全聯醫總全字第0017號函：

衛福部為辦理105年度「推動診所電子病歷互通案」以協助診所建立跨院所調閱電子病歷。

3.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5.11.14北市衛醫護字第10557005500號函：

重申醫療機構應確實依衛福部公告之「醫療機構隱私維護規範」規定辦理。

4.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5.11.9(105)全聯醫總全字第0030號函：請尚未公開品質指標資

    訊院所於12月15日前填具公開資料表回傳公會

5.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函請院所協助填答105年「中醫醫療機構調製藥品管理調查實施計

畫問卷」，以確保中醫醫療院所之合法權益。

6. 衛生福利部105.11.17衛部醫字第1051667434A號函：

醫療法第86條第7款所稱「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範圍業經105年11月17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67434號發布修正。

   重要訊息

．第2屆中醫杏林獎，請各醫學會、各大醫院及會員於12/15前推薦有具體優良事蹟的中醫

   師接受公會表揚。

．106年會員子女獎學金(就讀中醫系或學士後中醫系)請於1/15前向公會申請。

．第87屆國醫節中醫藥著作獎甄選(103年1月以後出版具有SCI學術論文，教學醫院評鑑學

   術性期刊及ISBN中醫藥專書)，1/15前向公會申請。

．本會發行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ISSN2311-1984公開徵

稿，每卷第一期於3月30日出刊，論文稿件於前一年11月30日截止收件，第二期於9月

30日出刊，稿件於5月30日截止收件。

．106年國醫盃羽球、高爾夫球、歌唱比賽及登山社、舞蹈社活動熱烈登場，歡迎本會會員

   及友會中醫師報名參加。

．歡迎加入台北市中醫師公會LINE官方帳號 ID：@tp23143456，或APP下載TPCMA隨

   時掌握醫政公文及活動訊息(本帳號只提供公會公布即時訊息，無對話功能)。

   ※公文全文及附件表格請上公會網頁瀏覽www.tpcma.org.tw

中醫拔罐發表記者會／2016.11.1 於台北市議會1樓大廳

何志偉議員、林理事長主持記者會 郭威均醫師示範針灸與拔罐 記者訪問林展弘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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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33 期 公益活動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11月13日於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公益慢

跑活動，當天邀請台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的病友參加健

行及針灸拔罐調理，本次活動台北市中醫師凡慢跑紅土跑道一

圈，公會提撥200元公益款捐助基金會。

中醫師為了幫助脊髓傷友募得更多款項，甚至跑了好幾圈，

這份心意就像活動當日天氣一樣暖活，最後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一

共捐贈10萬8千元的愛心捐款，基金會將會全數用於脊髓損傷朋

友生活之照護，讓全台六萬五千名傷友們獲得更多的幫助。

中醫愛心杏林春暖
嘉惠脊椎損傷病友

民眾參加中醫健康講座

盧文瑞院長運動傷害中醫手法講座

林源泉副理事長出席澳門中醫大會

中醫穴位護眼操校園推廣活動 全聯會何理事長表揚沈瑞斌醫師榮獲
全國中醫師歌唱比賽冠軍

台灣經方名家講座

本會與大連市中醫藥學會簽署MOU

致贈許中華院長感謝狀

日本鹿兒島針灸師會參訪公會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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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期/第 4 版國際論壇通告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項     目

0311 09:00-17:00 201大會廳 第九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經方特別演講

0311 09:00-17:00 2F LOBBY 2017台北國際中醫藥資訊展

0311 09:00-16:00 402AB會議廳 2017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0311 18:40-21:00 201大會廳 大會外賓歡迎晚宴

0312 09:00-16:00
2、3、

4FLOBBY

第4屆中醫藥成果展

2017台北國際中醫藥資訊展暨學術壁報展

0312 09:00-16:00 201大會廳
第9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開幕式

第87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特別演講

0312 09:50-16:00 301會議廳 針傷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0312 16:30-18:00 301會議廳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8屆第2次會員大會

暨第2屆中醫杏林獎表揚

0312 10:00-16:00 401會議廳 內婦科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0312 10:00-16:00 402D會議廳 中醫健保總額醫療法規暨性別研習會

0312 10:10-12:50 205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成果暨新知研討會(英文場)

0312 13:30-16:00 205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成果暨新知研討會(中文場)

0312 10:10-10:40 203會議廳
2017中醫藥成果發表暨

台北國際中醫藥論壇記者會

0312 10:20-12:00 403會議廳 第9屆台北國際論壇學術壁報比賽口頭報告

0312 14:30-15:30 403會議廳 國際交流座談會

0312 18:30-21:00 201大會廳 第87屆國醫節會員聯歡晚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電話：(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
E-mail：tp.cma@msa.hinet.net．大會活動訊息：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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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33 期  國際論壇通告

201大會廳
國際論壇經方學術暨臨床應用特別演講(A課程)
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09 : 00-17 : 00

大會開幕．主席及來賓致詞

別開新徑活用經方
／美國加州中醫大學楊維傑教授

經方在婦科的應用
／河北中醫學院副院長杜惠蘭教授

日本古方腹診的傳承與臨床運用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賴建守教授

傷寒論外感病辨治與運用述略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導李賽美教授

經方在產後諸症的應用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賴榮年教授

402D會議廳
106年健保法規暨感染性別研習會(C課程)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10 : 00-16 : 00

大會開幕

推動專責中藥藥事人員及傷科輔助人員制度最
新進展／全聯會法規委員會主委施純全教授

健保點值現況、審查要點及健保專案、偏鄉醫
療執行現況／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保險組召集人
黃建榮監事長、陳文戎主委

診所設置規範與勞基法新制/台北市中醫師公
會法規委員會副主委蔡德祥醫師

性別暴力與防治／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華筱玲教授

流行性感冒病毒之認識及防治／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感染科主任蘇振義醫師

從醫糾案例談醫病關係及院所注意要點／台北
市中醫師公會法規委員會主委陳仲豪醫師

301會議廳／針傷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B課程)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10 : 00-16 : 00

大會開幕

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高宗桂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前副校長張永賢教授

歐洲中醫雷射針灸醫學會會長Weber教授

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理事盧文瑞院長

401會議廳
中醫內婦科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B課程)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10 : 00-16 : 00

大會開幕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教授丘應生院長

中華黃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林源泉院長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教授吳龍源院長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李政育教授

205會議廳／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10 : 00-16 : 00

大會開幕

加拿大卑詩省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鍾政哲教授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教授井慧如博士

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溫崇凱博士

日本東京平成大學針灸科王曉明教授

201大會廳／大會開幕暨特別演講(B課程)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09 : 00-16 : 00

大會開幕式．
政府首長及各國來賓代表致詞．合影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司長黃怡超教授

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經方學院院長黃煌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董事林昭庚講座教授

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許能貴教授

大會外賓合影(1F廣場)

韓國慶熙大學宋貞和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所主任孫茂峰教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院長
許中華教授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中西結合委員會召委
孫維仁教授

．演講名單增加中…

．演講名單增加中…

．演講名單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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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期/第 6 版中醫公益慢跑

文/大會執行長陳曉鈞常務理事

為響應台北市政府於2017年辦理世界大學運動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1月13日於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舉辦「2016

中醫公益慢跑運動嘉年華」。

為鼓勵中醫師多從事體育休閒活動，及促進醫界交流聯誼，本次活動結合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等公會共同合辦，

並向社會民眾推廣中醫養生保健的優勢，廣邀大台北地區的民眾共同參與，促進中醫師及巿民的健康。為了激勵公會的會

員加強運動自我強身以外，本次的慢跑活動結合了社會公益，只要台北市會員能完成大安森林公園紅土跑道2000公尺一

圈，台北巿中醫師公會就捐出200元給弱勢公益團體。台北巿中醫師公會號召會員一起出來為公益而跑，為自己的健康而

跑。

本次活動的指導單位有臺北市政府及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來自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

市中醫師及各中醫學會會員、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各院區中醫科及大台北地區中醫院所同仁、中醫藥廠商及大台北地區的民

眾，出席人數大約1,000餘人。

上午八時三十分在大會主持人理事郭威均及彭溫雅醫師宣布大會開始，即由宋文英理事引導與會人士進行暖身操運

動。接著主持人介紹與會來賓：台北市政府秘書長世大運蘇執行長麗瓊、台北市體育局鄭局長芳梵、衛生局何叔安處長、

台北市何議員志偉．張議員茂楠、郭議員昭巖、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旺全、行政院政務顧問施純全理

事長、衛福部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趙銘圓委員、中央健康保險署台北業務組李純馥參議、新北市陳俊明理事長、基隆市林

林展弘理事長介紹出席大會的議員

體育局鄭局長簽署健康宣言

全聯會陳旺全理事長大會致詞

林展弘理事長與大會貴賓鳴笛起跑

市政府蘇麗瓊秘書長大會致詞

貴賓和世大運吉祥物熊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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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慎理事長、桃園市彭堅陶理事長、中執會北區分行何紹彰主委、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許中華院長、台北

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柴惠敏理事長、台北市歷屆理事長陳潮宗理事長、陳志芳理事長、曹永昌理事長。

大會主席林展弘先致詞歡迎與會人士，接著邀請世大運蘇執行長麗瓊及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理事長旺全

分別代表指導單位致詞。接著進行健康保健宣言儀式，大會邀請來賓一起簽署健康宣言，捐贈儀式由財團法人台北市脊椎

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洪副執行代表受贈。大會特別邀請世大運吉祥物熊讚和全體來賓一起合照。林展弘理事長邀請來賓代

表一起鳴笛起跑，揭開今天重點慢跑的活動。

因參加人員眾多，大會規劃兩條運動路線：有紅土跑道的慢跑及公園步道的健走，脊椎損傷的病友亦參加2000公尺

的健走步道活動。

兒童廣場設置中醫保健衛教．運動防護衛教、針灸拔罐衛教、穴位護眼操、保健藥饍、養生藥品展示區及物理治療

區。大會邀請台北市經絡養生氣功學會理事長李坤城醫師及其門生30位表演五禽養生功。公會理事吳建東醫師的養生功教

學，節目精彩，為大會注入活潑朝氣的元素。

大會主席林展弘理事長及全聯會陳旺全理事長率先引領400餘位中醫師參與慢跑活動。當天中醫師走完公園一圈2公

里，公會捐款200元給弱勢公益團體財團法人台北市脊椎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脊椎損傷的病友需要中醫的長期介入照

護，改善病友的生活品質。

為與民眾分享「強心潤肺」藥膳秘方，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健康推廣委員會莊雅惠醫師於藥膳攤位展示強心潤肺藥饍，

時序邁入立冬最適合雞湯進補，「強心潤肺雞」不但補腎調肝，還能強心潤肺顧及筋骨。材料：東洋蔘1.5錢、紅棗10

顆、白芍3錢、麥冬5錢、牛奶埔1兩、紅景天2錢、烏骨雞半隻、豆腐一盒、泡軟黑木耳一碗、切片蓮藕一碗、米酒3湯

匙、大蒜3粒、薑片5片、適量鹽（4-5人份）作法：紅棗除外，其餘中藥放入藥袋中，一起加適量水（約2500㏄）本藥膳

方適用於正常體質路跑加強心肺功能，容易便秘的火熱體質加決明子3-5錢；脹氣腹瀉的寒性體質加白扁豆1兩。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常務理事宗志豪則建議，慢跑已是全民運動，要跑出健康不受傷，可掌握「兩鬆一貼」原則：

「心鬆」—心情放輕鬆，「肉鬆」—做好暖身與收操，「服貼」—適當的鞋子，這些基本準備工作做好，才能預防運動傷

害，另外，活動現場設置有「物理治療區」，共有7位物理治療師於現場，提供「膝關節疼痛之物理治療諮詢以及衛教宣

導服務」。

台灣第一次，最多位中醫師慢跑做公益，集合最多專業中醫師的【健康慢跑做公益‧中醫保健真正好】大安森林公園

運動嘉年華，不但北部四縣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理監事聯合出席，超過400位中醫師，近1000位民眾一起慢跑，不僅展

現中醫界為公益大團結的氣勢，也是台灣第一次，最大規模的中醫養生衛教活動，平常在診間看診的中醫走出戶外，為民

眾示範針灸拔罐、穴位護眼、號召民眾養生護健康！

本次公益慢跑運動嘉年華活動圓滿成功！特別感謝各級長官蒞臨指導，台北市政府及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的指導，各友

會團體的協助，各大藥廠同仁志工的協助。感謝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服務團隊的參與，及全體會務人員的辛勞，謹致

誠摯的，謝忱！

理事長引領參會者慢跑

全聯會陳旺全理事長肯定大會成功

公會理監事幹部及貴賓合影

參加人士熱烈參與大會操

脊椎損傷病友參與活動

參加民眾熱烈參與公益慢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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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針法與針灸輔助儀器作業流程

一、拔火罐
1. 所需時間：一般以5-10 分鐘為主。
2. 穴位：如背部取肩中俞、膏肓( 背部不可針上罐避免氣胸)、腎俞、大腸俞為主。
3. 手法： (1) 部位標定、(2) 拔罐準備、(3) 急滅火棒
4. 拔火罐須檢視病人體表所呈現顏色，為判別的標準：
    (1) 紅暈(2) 紫紅(3) 暗紅三個等級，視不同疾病程度所呈現顏色起罐。

二、電針機
1. 開啟電源前，須確定每一個開關是否已歸零。
2. 一般補法使用頻率為3-5Hz，一般瀉法使用頻率應大於30Hz，電流強度須詢問患者對電流的感受，
    並觀看肌肉跳動，以患者的感受為準。
3. 關機，依相反順序，先關電源開關，再關頻率開關。
4. 注意事項：(1) 紅色、黑色接頭不可交叉跨在脊髓兩側 (正
                            負極以紅黑接頭為例 )、頭部及心臟，電針
                            夾針在針柄根處，不要夾到患者皮膚。

(2) 眼球周圍、委中等血管豐富處，慎用通電。
(3) 確保歸零動作。

三、紅外線
1. 距離穴道部位30-45 公分，略見紅光；
    避免造成燙傷，應每隔5 分鐘看巡1 次。
2. 不得照射眼睛。

文／全聯會常務監事施純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任陳朝宗

本課程試題在第20版

準備乾淨玻璃杯，
酒精棉棒點火

將點燃的酒精棉棒放入玻璃杯中後迅速取出

照前述進針方式入針 確認電針機按鍵歸零
後，打開電針機開關

插入線孔

調整治療所需頻率

協助患者擺成適當體位

距離穴道部位30-45公分，
略見紅光；避免造成燙傷

紅外線燈不得直接照射眼睛 避免距患者太近( 需大於30 公
分以上)，勿使患者有灼燙感

打開紅外線並設定好時間

應每隔5 分鐘看巡 1 次

小心解開兩電極

將電極夾至於針身近
針柄或針柄處

振幅強度由歸零開始
調大，勿使患者不適
並設定好時間

時間到時先將振幅調
整至零，再關電源

------ 兩電極分別夾於兩針，勿跨過身體中線 ------ 確認兩電極夾穩，電
線平整放置勿拉扯

依前述方式拔針

----------------------------- 立即將玻璃杯反扣於患者身上 --------------------------------

注意事項
不得直接照射眼睛，避免距患者太近
( 需大於30 公分以上)，勿使患者有灼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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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黃麗春教授耳醫學特別講座

黃麗春教授在耳穴診斷及治療有傑出的貢獻，在耳穴診斷運用方面，提出綜合系列診斷法， 
包括視、觸、測聽、點壓、線行劃動、辨証等，定量診斷及鑒別診斷；在治療的手法上，
提出指功發熱法，放血的搖、揉、 推、拉、拽的手法，特別對痛症和痹症有立竿見影的效
果。並且在耳朵上提出十四個解剖系統，而且精簡了耳穴探測路線的診斷方法。精準治療，
提高療效。耳穴診治具備簡便廉效的特性，可以增加臨床治療的功力，是值得推廣的醫學。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中市中醫師公會

台北講座：時間：106年2月19-21日(星期日至二)共3天 09:00-12:20、14:0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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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26日(星期六至日)共2天 09:00-12:20、14:00-17:20
                  地點：台中市中醫師公會／台中市崇德路1段156號11樓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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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北
場

2/19
(日)

耳穴治療概論、耳廓生理解剖 耳穴分佈規律的定位

2/20
(一)

耳穴系統分類與臨床 耳穴之功能與臨床

2/21
(二)

耳穴功能與臨床配對 耳穴在醫美醫療的應用

台
中
場

2/25
(六)

耳穴治療消化、呼吸系統之應用 耳穴治療循環、精神系統疾病之應用

2/26
(日)

耳穴治療內分泌、泌尿系統之應用 耳穴治療外科疾病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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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說明:報名費全程5天36,000元；單天課程8,000元／天
台北場3天報名費24,000元(可申請積分24點2,400元)
台中場2天報名費16,000元(可申請積分16點1,600元)
106/01/15前繳費8折(單日9折)，1/30前繳費9折(單日無折扣)。

◎ 報名繳費請利用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詳註繳費選項】。 
    服務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http://www.tp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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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9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特別講座

(A) 鍾政哲教授董氏奇穴針刺手法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 2017年3月10日(五)

主辦單位：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 中華針灸醫學會  

上課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7號／YWCA901室

報名費用： 10,000元  (105.12.31前9折優惠繳9,000元)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3/10 (五) 09:00-17:00 董氏針灸30個精華穴位解析、點穴與針刺手法臨床操作

主講：鍾政哲教授

董氏針灸嫡傳楊維傑教授之入門弟子，隨師學習董氏針灸已25年。畢業於台北醫藥大學及天

津中醫藥大學。定居加拿大溫哥華行醫已近20年，現任紐約中醫學院及加州中醫藥大學客座

教授，加拿大中醫研究學會CICMR理事。前加拿大BC省中醫針灸管理局主席，以及加拿大

衛生部專家委員會委員。多年來隨楊師前往世界各地講學，並在美加講授董氏針灸。

(B) 美國楊維傑教授五輸穴及特效一針特別講座

日期／地點 時間 課堂 課程主題

3/11(六)

203

會議廳

14:00-
17:30

第一堂

1. 五輸穴與董氏奇穴

 •五行空間觀、時間觀之應用，及對董氏奇穴的發揮

 •五輸穴經絡及五體思維之應用，及對董氏奇穴的發揮

2. 五輸穴與經方：針方相應，以針代方

3. 五輸穴與一針療法(五輸穴是一針療法的根據)

4. 五輸穴的全息觀與易理應用

5. 楊維傑五輸穴應用特殊心得

3/12(日)

402A

會議廳

14:00-
17:30

第二堂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全程報名費32,000元／單堂8,000元 

    (105.12.31前繳費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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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一)

台大

景福館

09:00-
12:30

第三堂
「特效一針」係一病只取特效一針。「區位針法」則係若多

種病則以區為一針治多病，至多兩針，而非一病多針。

1. 一針療法之原理

2. 痛症特效一針療法(講述三十種痛症，臨床常見病全部包括)

3. 內科病特效一針(講述近四十種病之特效一針)

4. 痛症區位針法

5. 內科病區位針法

14:00-
17:30

第四堂

主講：楊維傑教授

楊教授為針灸泰斗董運昌嫡傳弟子，最先發揚董氏奇穴並將其推展至世界之醫師。楊教授曾

受邀在中國北京、上海、南京等中醫藥大學，及其他國家知名大學講課及大學博士班授課 ，

是最先發揚董氏奇穴並將其推展至世界之醫師。大陸推崇其為「將董氏奇穴繼承發展推向輝

煌」，韓國推崇其為「融東方哲學與醫學於一體的當代大醫」。在國際上享有 甚高之聲譽。

2013及2015年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特演講及授課座無虛席。楊維傑三十一歲即被外交

部選派代表台灣中醫界赴新加坡教授針灸及傷寒論，三十五歲前即已完成內經譯解(兩本)，

針灸經緯、針灸經穴學、五輸穴研究、董氏奇穴發揮、中醫學概論等著作(每本平均超過五十

萬字，發行二十版以上)暢銷東南亞及東北亞，四十歲前即有大師之稱，如今著作暢銷中國大

陸及世界各地。2017年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再度敦請來台北演講及授課。

臨床四十年

‧自幼即學習中醫藥、傷科、針灸、刺血療法。

‧曾任景昌針灸診所助理醫師（董景昌醫師曾為高棉總統龍諾治癒半身不遂而名揚國際）。

‧福德針灸傷科診所、楊維傑診所、金鍼中醫診所、楊維傑中醫診所開業執業。

學歷資歷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中山大學訪問學者、中華民國中醫師特考及格、

美國加州針灸醫師執照、美國全國針灸醫師執照、台灣中華中醫學說學理學會創會理事長、台北市中

醫師公會理事、中醫文摘雜誌發行人、教育部學術著作獎、美國針灸學會（AAA）學術組長、海峽中

醫雜誌發行人。加州中醫大學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教學演講 應邀在美洲、東亞、中亞、西亞、歐洲、澳洲等十多國講授中醫及針灸。

‧台灣三軍總醫院、中國醫藥學院針灸講座。

‧1980～1981年國家選派赴新加坡教授中醫。

‧1983～1984年自台應邀赴美國舊金山針灸大學

   及洛杉磯SAMRA大學演講。

‧1984年應日本東京學會邀請特別演講。

‧1986～1989年美國針灸學會專題講座。

‧1992年3月首開台灣中醫師應邀赴大陸上海講學。

‧2000年3月應邀在北京中醫藥大學主講董氏奇穴。

‧2000年9月應邀在韓國世明大學講授董氏奇穴。 2013年國醫節楊維傑教授演講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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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灣溫崇凱院長現代頭皮針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2017年3月11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中華針灸醫學會

上課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5會議廳

               台北市徐州路2號

※全程報名費12,000元(105.12.31前繳費9折)

時間 課程主題

14:00-20:30 溫氏整合針法臨床手法－頭皮針篇

主講：溫崇凱院長

．長庚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醫學士     ．中華民國內政部警政署中醫顧問      

．溫崇凱中醫診所院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     ．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

．中西醫執照醫師        ．中華民國國家運動代表隊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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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tSydr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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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6月應邀在韓國慶熙大學講授董氏奇穴

‧2006年5月應邀在南京中醫藥大學主講董氏奇穴

‧2005-2012年在洛杉磯Emperor中醫大學博士班教授高級臨床學

‧2006-2013年在波特蘭Oregon中醫大學博士班教授高級臨床學

‧2010-2014年在紐約中醫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2006-至今在加州聖荷西加州中醫大學(Five Breanch)博士班擔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著作專書 ※多本著作已翻成韓文、英文及簡體字出版。

《針灸寶典》2005年以中文及韓文出版，為臨床近四十年之代表作。《董氏奇穴講座》---穴位

學；《董氏奇穴講座---治療穴》2003年韓文版出版，2005年中文版出版。《針灸經緯》台灣中醫界

唯一突破發行萬本之醫學專著、《針灸經穴學》、《董氏奇穴針灸學》、《針灸五輸穴應用》、《中

醫學概論》、《中醫內科證治》、《中醫外科證治》、《傷寒論》、《金匱要略精解》、《瀕湖脈學

詳解》、《系統八字學》、《實用中醫治法學》、《臨床實用中醫方劑學》、《痛症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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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日本堀口三惠子院長美容針刺手法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A會議廳

               台北市徐州路2號

報名費用：6,000元  (105.12.31前9折優惠繳5,400元)

時間 課程主題

10:00-13:00 美容針灸手法／美顏、育髮毫針及沿皮針法

主講：堀口三惠子院長
畢業於日本東京內科醫學院針灸科系，現任KOU式針灸治療院院長、東京醫療專門學校師資

培訓班講師、Depreopathy 皮膚美容矯正學院院長、東京美容矯正治療學會理事、日本全國

美容專門學校及研討會講座。

堀口院長依據頭蓋筋膜療法理論，矯正治療身軀歪斜達到美容及健康有顯效案例。自創美容

針灸針法，治療痤瘡及改善臉部法令紋，小臉拉提美容，推廣男士美容針法。

(E) 河北杜惠蘭教授婦科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2017年3月12日(日)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

上課地點：台大校友會館4樓會議廳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1號

報名費用： 4,000元 (105.12.31前9折優惠繳3600元)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3/12

(日)

10:00-12:30
探析劉完素婦科學術思想

清利濕熱治療帶下病的體會

14:00-17:30 疏肝法調控女性生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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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杜惠蘭教授

河北中醫學院副院長、河北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學院院長、中華中醫藥學會婦科分會副主

委、中華中醫婦產科學雜誌常務編委，中西醫結合臨床（婦科學）博士研究生導師。

師承全國著名中醫婦科專家天津顧小痴教授、哈荔田教授和國醫大師劉敏如教授。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和河北省重點學科帶頭人。

長期從事中醫、中西醫結合防治婦科病的研究及教學、臨床工作30餘年，學驗俱豐，擅長治

療不孕症、崩漏、月經不調、子宮內膜異位症、多囊卵巢綜合征、帶下病、外陰白色病變、

子宮肌瘤及婦科寒證等婦科疑難病症有獨特的療效及治療心得。

(F) 日本經方派賴建守教授腹診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2017年3月12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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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館／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報名費用：2,000元 (105.12.31前9折優惠繳1,800元)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3/12

(日)
14:00-17:30

日本古方腹診；「腹證奇覽」、「腹證奇覽翼」與昭

和、平成腹診的比較

柴胡劑及瀉心湯類方等臨床常用經方的分析

主講：賴建守教授

賴氏漢方診所院長、東京醫科大學老年病內科臨床教授。現為日本藤門會第三代會長，「藤

門會」是日本名醫藤平健醫師創辦每月舉辦一次「漢方研習會」。

賴建守醫師學貫中西醫學，台大畢業後赴日本就讀慶應大學醫科，畢業後於附設醫院執業升

任婦科主治醫師後，轉鑽研漢方醫學二十餘年，目前在新宿開設賴氏漢方診所，聲名遠播，

初診病人經常要預約半年之後才能看診。

專長：漢方內科、不孕治療、更年期障礙治療、婦科常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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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黃煌經方學派臨床應用經驗傳授講座

日期 時間 課堂 課程主題 主講

0312
(日)

14:00-17:00 第一堂 《張仲景經方藥證》臨床應用經驗傳授(一) 黃   煌

18:00-21:00 第二堂  歷代經方名家臨床診斷方法和用藥經驗 (一) 張薛光

0313
(一)

09:00-12:00 第三堂 《張仲景經方藥證》臨床應用經驗傳授(二) 黃   煌

14:00-17:00 第四堂  歷代經方名家臨床診斷方法和用藥經驗 (二)
張薛光

18:00-21:00 第五堂  歷代經方名家臨床診斷方法和用藥經驗 (三)

0314
(二)

09:00-11:30
11:30-12:30 第六堂 《張仲景經方藥證》臨床應用經驗傳授(三)臨床帶教

黃   煌

14:00-17:00 第七堂 《張仲景經方藥證》臨床應用經驗傳授(四)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經方學院

上課地點：3/12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B廳/台北市徐州路2號

               3/13-1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

※全程報名費12,000元(傷寒名家學員12/31前9,000元)

   中醫系(含學士後)在校學生12/31前報名第一堂優惠價800元，全程4,800元

※ 單堂2,000元(12/31前繳費9折)

主講：黃煌院長

藥證相應，是中醫臨床處方用藥的原則和臨床取效的前提。

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經方學院院長，長期致力於

經方醫學研究，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方證相應學及經方體質學說上，

其觀點鮮明且有創意，學術專著緊密結合臨床、實用性強，臨床擅用

經方治療常見病、多發病以及諸多疑難雜症，是現代經方派之典範。

主講黃煌院長結合四十年的臨床經驗，從藥證角度深入探討漢代著

名醫家張仲景藥物的臨床應用指征、藥物間的配伍組合及用量和禁

忌……；不藏私不秘傳，授課邏輯清晰，條理分明，活學活用，絕對

讓您醍醐灌頂，耳目一新，處方立藥胸有成竹，勢在必得！

主講：張薛光老師

南京中醫藥大學講師，中醫學博士。江蘇省中醫藥學會經方研究專業

委員會委員兼祕書。師從江蘇省名中醫黃煌教授。

擅用經方調理消化、呼吸等專科常見病，對婦科月經不調、皮膚病及

老年保健有獨特的療效及治療心得。秉承“不求其全、但求其真”的

治學態度，毫無保留地奉獻自己應用經方的經驗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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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德國Weber教授雷射針灸醫學臨床實務特別講座

上課日期： 2017年3月12日(日)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中華針灸醫學會、台灣中醫臨床技能學會

上課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C廳／台北市徐州路2號

報名費用：4,000元  (105.12.31前9折優惠繳3,600元)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3/12

(日)

09:00-12:00 雷射針灸在急慢性鼻竇炎、皮膚老化、禿髮症、心律不整

/ 壓力症候群、隱性發炎、神經退化疾病、粒腺體、腺體

疾病、萊姆疾病、化療期間、放療期間、結合玻尿酸回春

治療的應用
14:00-17:00

主講：Weber 教授
Weber 教授是歐洲粒線體醫學領域的專家，長期從事雷射針灸的診治，對傳統中醫的領域也

有深入研究與臨床應用。多年來，專研於針灸與粒線體之間生物能量探討。Weber 博士亦是 

University Witten-Herdecke (Germany)及 Department of Health, M önster (Germany)

的TCM及兒科教授。歷任國際針灸醫學會的專業理事會(ICMART)會長、德國羅騰堡中醫

藥大會醫學理事；英國醫學針灸協會 (BMAS)；國際大會中醫學(ICCM)及國際LLLT等大會

主講，多次應國際醫學會議邀請擔任演講貴賓。Weber 臨床教學經驗豐富。曾於 2015及

2016 年來台講學，引起醫界廣大迴響。本次研習會將就雷射針灸應用於臨床顯效效疾病進

行專題的介紹，希望舊雨新知能踴躍參加。

2016年台北國際論壇經方應用研討會
1. 經典理論—中醫臨床的燈塔／
     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陳明教授（影片總長1:05:59）

2. 經方在肝臟疾病的臨床應用／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陳旺全教授(影片總長1:22:09)

3. 「無規矩何以成方圓」－淺談「經方」之要義／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副教授林伯欣院長(影片總長1:19:53)

4. 經方在婦科的臨床應用／
     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名譽理事長徐慧茵院長(影片總長1:28:07)  

※ 2016經方學術應用研討會共5小時15分，可研習10小時30分，可上公會網站   

      雲端學院   →   體驗區   試看課程影音。

報名完成後，公會電傳或簡訊告知雲端上課網址，上課期間45天。

報名費1000元，12/31前報名推廣價800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  精彩影音重現值得多次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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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期/第 18 版特別推薦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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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真實、平實、厚實。是書按原文之序，逐條解析。每章節，【前言】
於前，【結語】於後。按【條文】【注家注解】【步桃論壇】及【古今匯通】【臨
床案例】【同學提問】【問答】【題外話】【補充】等逐項展開，內容豐滿，如臨
堂面授，倍感生動親切。附先生作答之【151問】，尤能引人入勝。張師授課娓娓道
來，經典嫻熟於心，信手拈來，旁徵博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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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31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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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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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脈的禮讚

˙精裝本(17公分x23.5公分)共320頁
̇ 《脈的禮讚》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院長許中華教授以其中西醫學

背景以及20多年的臨床診治經驗，在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教授脈學的集結。全
書共分12講，不只談脈學的理論與實務，也論及把脈是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
並且臨床舉例解釋脈與五臟，更有專章介紹「癌症前後脈證」。

定價420元
特價350元

中西醫併治
好孕不遲到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 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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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絡與自律
神經的協奏
共舞(中西醫併

治遠離身心症)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380餘頁（高級書面紙雙色印刷）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主任級醫師賴榮年教授精心著作，本書涵蓋自律神經系統生理與
    自律神經系統表現在人體症狀分析，以中醫臨床取穴用藥之顯效成果。

定價400元
特價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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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版/第 33 期 特別推薦出版品

書   名 簡　介 售 　價

香港經方
名家

李宇銘著作

1. 傷寒六經原意（15公分x21公分）350頁／特價200元
本書將六經作為重點，直面仲景原文，運用智者察同的中庸之道在《傷寒論》、
《金匱要略》透過類證、類方、類藥等分析視角，分別從還原基礎理論，釐清基本
概念和重構六經原貌等角度深入剖析，找到六經與仲景學術一脈相承的理論體系，
還原仲景經方之大道。

全套600元

2. 傷寒治內方證原意（15公分x21公分）310頁／特價150元
本書對張仲景所創的六十多首與治內(包含了治療各種非在表而在三焦五臟六腑的病
証)相關的經方作重新考証，每一首方皆有提出新的觀點，力求還原仲景學術原貌。
本書將經方與証候之間的病機聯繫作為重點，從証候到病機，再到方藥三步的一線
貫穿，看到「証-機-方-藥-量」之間一脈相承的理論體系。

3. 傷寒解外方證原意（15公分x21公分）310頁／特價150元
本書對約50首與解外相關的經方進行重新考証，每一首方皆提出新的觀點，不少觀
點與主流理論大相逕庭，力求恢復經方理論原貌。書中所載的方証體現出張仲景在
治療外感併過程中，對於有無邪氣在表的重視。

4. 原劑量經方治驗錄（15公分x21公分）500頁／特價300元
本書匯集了作者在臨床上運用經方的病案，及其對經方應用的心得體會與理論研
討。本書病案與一般經方病案之別再於，作者嘗試嚴格按照張仲景的原方、不加減
或只按原書加減法加減，且按漢代劑量一兩約等於現代15g折算經方劑量。書中收
集了約300例病案，大部分療效顯著，體現了經方〝一劑知、二劑已〞的速效，顛
覆了古方不能今用，經方必須靈活加減，原方劑量過大等觀點。

鼻病望診與
治法

˙精裝本（19.5公分×26.5公分）230餘頁（高級雪銅紙彩色印刷）
̇ 本書為中華黃庭醫學會理事長林源泉醫師數十年臨床診治鼻病的實際案例，附有彩

色案例相片，容有鼻部、印堂、眉稜骨、眼睛、唇口、法令、舌、耳、神靈、斑痣
、掌診、指診等鼻病望診治法。

定價1,500元
特價1,200元

十字面形診
治法

˙精裝本（19.5公分×26.5公分）300餘頁（高級書面紙彩色印刷）
̇ 林源泉理事長行醫數十年的無數病案，以大量圖文輔助說明，從望診分析、治則、

處方用藥，循序漸進，條理分明。全書採用全採照片印刷，可謂海峽兩岸中醫藥界
討論望診之巨著，亦為臨床從醫者最佳工具書。

定價1,600元
特價1,280元

張步桃新編
眼科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 200餘頁（高級書面紙）
̇ 本書為張步桃大師生前最後一本著作，內容有認識中醫眼科、常見眼疾，乾眼症、
    黃斑部病變、眼睛過敏、中風、網膜出血、飛蚊症等治療，新編傷寒六經法要。

定價250元

思考中醫-
傷寒論導論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 500餘頁（書面紙）
̇ 《思考中醫》又名《傷寒論導論》，作者廣西中醫藥大學劉力紅教授，致力於《傷

寒雜病論》的研究解讀和疑難病症研究。作者竭力將學術性與趣味性相結合，超越
對《傷寒雜病論》的研究，是個案特點和學術規律結合研究的典範。該書名為《思
考中醫》是取思考時空、思考生命、思考健康之意，所以既是中醫書，也是傳統文
化學術書，更是一本超越時空與領域 的人文社會科學書。

特價250元

郝萬山傷寒
論理論與臨

證

˙精裝本（15公分×21公分） 450餘頁（高級書面紙）
̇ 「傷寒論理論與臨證」為郝教授平日授課的內容整理成專書;本書以平鋪直敘、活潑

生動的方式，讓讀者較易了解傷寒論的 理、法、方、藥，並習得其辯證用方思路與
方法。本書除了供執業醫師臨 床參考外，也是對有志於學習中醫藥人士，認識傷寒
論經典著作不可多得的一本好書。

定價600元
特價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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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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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期/第 20 版國醫節國際論壇報名

報名國醫節論壇大會及特別講座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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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7屆國醫節第9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報名表

A
3月11日(六)09:00～17:00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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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日)09:00～16:00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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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日)10:10～16:00
106年健保法規品質研習會

402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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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7屆國醫節台北國際論壇特別講座報名表

課程

選項

□ A 鍾政哲董氏奇穴 10,000元

□ B 楊維傑五輸穴及特效一針 32,000元

□ B1 五輸穴發揮及五行針法(一)

□ B2 五輸穴發揮及五行針法(二)

□ B3 特效一針及區位針法

□ C 溫崇凱頭皮針 12,000元

□ D 堀口三惠子美顏針 6,000元

□ E 杜惠蘭婦科 4,000元

□ F 賴建守腹診 2,000元

□ G 黃煌經方 12,000元

□ G1《張仲景經方藥證一》

□ G2《張仲景經方藥證二》

□ G3《張仲景經方藥證三》

□ H Weber雷射針灸 4,000元

◎ 特別講座105年12/31前繳費9折優惠，2種課程8折優惠、3種課程7折。  

◎ 1/31前2種課程9折、3種課程8折優惠。

第87屆國醫節第九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 兩天註冊費4000元，於12月31日前劃撥申請20點積分註冊費2,400元，1月31日前3,200元，
    贈送大會論文集、兩天午餐。6年換照原訂180點積分，自105年起修正為120點，1年應研習
    20點以上。繳費如未註明感染性別課程點數，皆本會辦理申請醫學課程。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33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感染課程(內容詳見第8版)試題：請簡述拔罐及紅外線使用處理。

◎ 本期雜誌可申請105年度醫學課程2點，申請通訊教育課程 6 年內不得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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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期課程於1月10日前回傳。

◎ 報名繳費請利用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詳註繳費
     積分選項】。服務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http://www.tpcm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