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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林展弘

公會舉辦溪頭會員自強活動
2017.08.13

世大運主席柯市長肯定中醫醫療服務
2017.08.23

林理事長率團出席日本中醫學術
大會2017.09.17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歷經三年的準備，爭取中醫納入台北世

大運醫療服務。台北市政府雖未能提供經費，公會仍以有限的

經費，負責醫師的訓練及賽場醫療用品，感謝全聯會的指導及

來自7個縣市50位服務醫師，分別在台北市立體育館、台北網

球中心、新莊桌球館服務，協助台灣的選手締造佳績，並使各

國的選手看到台灣的特色醫療，媒體爭相報導，增加中醫的曝

光率。

本會為增加台灣中醫在國際的能見度，繼今年5月參訪韓國首爾後，理事長

率團於6/22-25到加拿大溫哥華出席加拿大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7/25-8/8組

團到北歐交流觀光，8/2-3分別於聖彼得堡及莫斯科舉行台俄中醫學術研討會，

9/16-17率團出席在日本熊本舉行日本中醫學術大會，並將於12/2-6率團出席

在福建平潭召開第4屆中醫科學大會暨第十三屆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研討會，並

應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經方學院的邀請出席12/7-8在江陰市舉行紀念曹穎甫學

術研討會。

今年7/1-2羅明宇常務理事代表公會出席在新加坡舉行國際經方班，溫崇凱

副理事長9/22-24出席在瀋陽舉辦世中聯眼針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10/3-8林

源泉副理事長率團前往朝鮮考察人參田並與高麗綜合醫院交流，以上公會幹部出

國皆銜命邀請各國的中醫團體明年3/17-18率團前來台北參加論壇交流。醫療交

流無國界跨越政治籓籬，共同造福世人健康。

除了推展國際交流，公會舉辦專業課程講座，每場座無虛席，開辦雲端學院

亦屆滿週年，嘉惠遠距學習中醫師，公會積極推動社會公益服務，諸如中醫保健

講座、中醫穴位護眼校園巡迴講座，及將於10/29舉辦大安森林公園公益慢跑健

走嘉年華活動，敬邀各位先進屆時蒞臨共襄盛舉！

本會會務在理監事服務團隊積極推動及全體會務人員努力下，公會的會務、

業務及財務績效卓越，經台北市政府評鑑為優等社團,這份殊榮應歸功於全體會員

鼎力支持！企盼會務能再繼續成長茁壯！為提升中醫形象及地位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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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1.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6.06.29北市衛健字第10634606500號函：

請院所加入「台北市癌症防治便利網-健康好站」之醫療院所，推動癌症篩檢預防保健預防。

2.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6.07.11北市衛醫字第10644055300號函：

復公會物理治療師可以執登於中醫診所內執行業務案。

3.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6.08.07北市衛醫字第10644778301號函：

轉衛生福利部醫事機構市招應依醫療廣告之規定辦理。

4. 衛生福利部106.09.08衛部醫字第1061666192號函：

重申:依醫療法規醫療機構全面提供病人安全針具。

5.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6.06.14中執會台北(4)弘字第038號函：

說明：三伏貼為自費項目不得申報健保、宣導院所正確申報職災案件案。

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6.06.19健保醫字第1060080755號函：
支付標準標號01024C等163項申報醫療費用應填報「執行時間-起」及「執行時間-迄」或「執行醫

事人員代號」欄位作業，展延至106年10月(費用年月)。

7.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106.07.24中執會台北(4)弘字第049號函：

民眾借用健保卡、冒用健保身分就醫之處理原則及院所通報說明。

8.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6.08.31健保醫字第1060033803A號函：

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向民眾收取自費宣導說帖，確保民眾就醫權益及相關規範。

9.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6.09.14(106)全聯醫總全字第0517號函：
中醫門診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若有「未符合保險人公布中醫總額部門醫療資訊公開『醫療費用明細

標示¬¬』」，將不予核發品質保證保留款。

10.衛生福利部106.9.30衛部保字第1061260461號函：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目。中醫新增「開具連續二次以

上調劑，而且每次給藥二十八天以上之慢性病連續處方」。門診診察費診療項目計1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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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務經台北市政府評鑑為優等社團

舉辦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台北市藥師公會黃金舜理事
長率理監事拜訪公會

公會舉辦會員繼續教育 舉辦世大運中醫服務醫師結業授證合影

與俄羅斯針灸學會簽署MOU 歐洲中醫藥學會學術組召集人
Dr. Gil參訪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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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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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費用係向勞工保險局拆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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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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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保已退休

已退保者 仍依健保
方式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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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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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Q1 4,800 6,025 39,135 3,822 2,162 205 56,149

2017Q2 9,335 10,528 53,918 4,607 2,432 68 80,888

費用執行佔率 10.49% 10.80% 68.12% 6.62% 3.58% 0.38%

執行醫師數 710 289 936 321 409 57 2,722

執行院所數 405 172 524 182 225 33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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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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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病患創造中醫利多

※目前中區多「以」免「持」職災單方式申報，建議台北區會員也多利用此同方式申報。

台北區與去年同季相較第一季成長約1.6倍、第二季成長約2.6倍，相信往後將會有突

破性進展，請同道們一同努力，利己利眾

【無職傷單申報流程】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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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影響
院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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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期/第 4 版公益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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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各行政區聯誼座談會熱烈召開
文/常務理事 羅明宇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為加強服務會員於第18屆林

展弘理事長就任後，依台北市12個行政區域成立12

個LINE通訊群組，已召開兩次聯誼交流餐會，第三

次從9月26日至10月25日由士林區、北投區、大安

區、萬華區、內湖區、松山區、信義區、南港區、

中山區、文山區、大同區、中正區各組組長舉辦聯

誼餐會，會員除熱烈出席並向公會提供建言。

◎本次座談重點：1. 衛生局今年度診所考核重點項

目；2.申請健保給付利多要點如職災較高點值申

請；3.善用公會資源認識醫療責任險及法律諮

詢；4.診務經驗交流G10(Growth10%)醫術專業

提升計畫分享。本會為加強服務會員，增進各行

政區聯繫，透過智慧型手機群組，將醫政公文及

訊息快速傳達給會員，成立各行政區中醫群組，

請各區道長配合加入，以利會員即時掌握最新公

文內容，會員的意見亦可藉由群組反映給組長彙

送公會，各區群組ID請洽公會。

中醫穴位護眼校園推廣巡迴講座 /台北市士林區葫蘆國小

第 5 版/第 36 期  社團活動

公會創會67週年向65歲以上中醫長者致敬

2017年資深中醫暨
十二行政區群組中醫聯誼餐會
106年第4季會員慶生會
時間：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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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凱撒大飯店4樓寶島廳

主題：敬老尊賢．經驗傳承．聯誼交流．光大中醫

對象：敬邀本會65歲以上的資深中醫師(可攜伴一位出席)，

           歡迎12個行政區的群組中醫師及第4季(10.11.12月)的

          壽星會員蒞臨聯誼餐會。

陳曉鈞常務理事中醫穴位護眼宣導 何志偉議員與羅永智校長致贈感謝狀 陳天定副主委講解中醫穴位護眼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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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期/第 6 版國際交流報導

文／蔡德祥理事

期待已久的台俄中醫學術交流研討會及北歐波羅的海公主郵輪號團於7月25日終於啟航了。當晚，乘坐阿

聯酋航空A380經杜拜至丹麥哥本哈根上帝王公主號郵輪，從郵輪開始，當自己的主人，開會兼具娛樂，豈不

快哉，隨心所欲的安排海上休閒時光，選擇想吃的食物、想玩的活動、想看的表演、五星主廚及庶民美食全都

上桌，藉此增廣見聞，洗滌心靈，儲備能量、拓展業務。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林展弘理事長擔任團長，團員八成是理事長共32人，包括：林理事長夫妻家屬、溫崇凱

副理事長、林源泉副理事長夫人、張景堯理事長夫婦、蘇守毅理事長夫婦、劉德才理事長夫婦、陳朝龍常務理

事夫婦、陳文豐常務監事夫婦、賴仁德院長、張惠琴院長、李麥理事長、林月慎理事長、詹益能理事長夫婦、

黃月嬌副理事長、高宗桂理事長夫婦、邱定常務理事夫婦、蔡德祥理事夫婦。

第1天�阿聯酋航空。第2天�丹麥 哥本哈根：佛萊德瑞克斯古堡、海邊美人魚雕像。第3天�丹麥 哥本哈根：
玫瑰宮、斯托耶行人徒步購物街、聖阿爾班教堂。第4天�挪威奧斯陸：維京船博物館、維格蘭雕刻公園、
荷曼科倫滑雪跳台、皇宮外觀、卡爾約翰大道、奧斯陸歌劇院。
第5天�遊輪海上巡弋。第6天�德施威林及呂貝克：湖新城堡、荷爾斯滕門、呂貝克舊城區、聖瑪麗亞教
堂、市政廳外觀。第7天�遊輪海上巡弋。第8天�愛沙尼亞 塔林：塔林舊城區包括，窺視廚房塔、市政府廣
場、三姊妹之屋、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天主教堂、卡德里奧宮殿。第9天�蘇俄聖彼得堡：凱薩琳大帝皇宮、
彼得夏宮、彼得大帝紀念銅像、奧羅拉巡洋艦、彼得保羅要塞外觀，及台俄中醫學術交流研討會。第10天
�蘇俄聖彼得堡：隱士盧博物館(冬宮)、聖以薩教堂外觀、血腥教堂、涅瓦大街。第11天�芬蘭赫爾辛基：
岩石大教堂、議會廣場、赫爾新基大教堂、露天市集廣場。第12天�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皇宮衛兵交
接、瓦薩號戰艦博物館、購物街一遊。第13天�遊輪海上巡弋。第14天�丹麥哥本哈根：Kastellet濱海公園
遊海、小美人魚像。第15天�快樂回台北/阿聯酋航空

7/29、7/31、8/6 在郵輪上分別由台北市、台南市及新北市舉辦自我介紹&慶生會、名醫成長過程告白
及比手畫腳猜字遊戲，笑點不斷，好不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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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版/第 36 期 國際交流報導

林展弘理事長率團暢遊北歐 溫崇凱副理事長於莫斯科演講

台俄中醫學術研討會在莫斯科交流後合影

林理事長率團出席加拿大中醫學術大會 台北交流團出席吳雄志老師特別講座 台灣中醫界交流團開幕式合影影

在聖彼得堡交流後合影

溫崇凱副理事長針灸臨床演示

【2017台俄中醫學術交流研討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經俄羅斯反射專業學會的邀請，台北中醫交流團於8/2於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辦台俄中醫

學術交流研討會，俄方反射醫學會聖彼得堡分會理事長Kantselson Maksim與Zaitcev Sergei 醫師負責接待。台

灣共5位中醫專家參與盛會，並有4位專家發表演說，包括溫崇凱副理事長主講針灸理論重構與臨床應用、高宗

桂理事長主講三針治療疼痛症、蘇守毅理事長主講太陽頭痛臨床簡易療法，蔡德祥理事主講小針刀病例分享。

尤其溫崇凱副理事長，現場展現絕技，技驚全場，又另外安排行程至莫斯科演講。通過本次學術交流，更增進

彼此雙方的了解，台俄雙方的友誼，嘉惠兩國的國民健康。

【第5屆加拿大國際中醫學術研討會】
文/郭威均理事

6/23 由林展弘理事長率中醫代表團，參加由慈濟中醫學會舉辦之中醫學術研討會，由台中市曾天德醫師
教授「董氏針灸縱橫針法治療應用」，席間學員發問不斷，學員的學習態度驚人！

6/24 加拿大慈濟人醫會舉辦中醫學術研討會正式開始，席間由林展弘理事長率同陳俊明名譽理事長、全聯
會柯富揚秘書長、台中市曾天德醫師、郭威均理事一同列席大會，並與大會主席暨執行長合影留念！

6/25 繼續參加慈濟人醫會舉辦之中醫學術研討會，連續兩日的研討活動由大陸的吳雄志教授講授「傷寒論在

婦科疾病的應用」！

6/27 經過大半日的City tower，一行人欣賞了溫哥華市區的美景，以及參觀大型的市區花園，令人心曠神
怡，真是好山好水。

★小結：
       奉理事長之命，

寫 此 遊 紀 ， 以 饗 會

員，期待明年年中巴

西參訪團，會員共襄

盛舉，增廣見聞，舒

暢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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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威均理事

經過兩三個月的策劃及勘景，公會決定進入溪頭森林中享受芬多精，經由林展弘理事長的帶領，公會會

員、家屬寶眷、公會幹部及工作人員一共338人次，總共九部車遊覽車之多，其中更有三部參加二日遊、六部

車參加一日遊。

8月13日 一大清早6點半集合完畢後由中正紀念堂出發，前往第一個景點『紫南宮』，位於南投縣竹山

地區的紫南宮，為知名的土地公廟，眾多民眾都因為工作或生涯規畫因素，前來求取土地公的發財金，一方面

祈求發財，一方面祈求平安！

經過紫南宮土地公的發財金及六星級廁所洗禮後，九台遊覽車浩浩蕩蕩的前往用餐地點，一行人延後抵達

用餐地點，『紫林莊』享用五星級鱘龍魚料理，用餐的料理中，除了美味的鱘龍魚，還有許多山菜及竹筍料

理，經過飽餐一頓後，前往下一個景點『溪頭』！

9部遊覽車於中正紀念堂前等候會員上車

團員參觀南投紫南宮六星級廁所

中午公會理監事及會員於紫林莊與南投縣中醫師公會理監事舉辦流聯誼餐會

理事長出發前召開領隊會議 遊覽車隊於中正紀念堂前集合出發

土地公廟前祈求旅遊平安中醫業務大展 會員於發財雞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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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在溪頭森林遊樂區入園區合影留下團體照，其間有導覽員的帶領下，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芬多精洗禮，

導覽員帶領著一行人，分組遊覽溪頭，由於時間的短暫，讓大家覺得意猶未盡，經過芬多精的洗禮後，再度集

合時需要分道揚鑣了，一日行的夥伴們準備起程回家，期間經過『三義新月梧桐』享用晚餐，由於嚴重塞車，

加上行程有延後，一日遊的夥伴，一直到晚上9點左右才開始享用晚餐，二日遊的夥伴則留在米堤大飯店享用

Baffe，用餐完畢梗有夥伴享用米堤飯店的設施！

8月14日 經過一晚的好眠，眾人在7點Morning call呼喚起床後，紛紛前往享用精美的早餐，在享用早

餐後，三車的夥伴們前往鹿谷享受採茶文化之旅，到達鹿谷後經由導覽員的解說及帶領下遊覽七星湖，並聆聽

採茶文化及享受採茶的樂趣，其間更有享用不同種類的茶香，經過鹿谷茶文化的洗禮後，一行人前往用餐地

點，『金竹味餐廳』享用竹筍大餐，經過悠遊的飽餐一頓後，下午緩緩的前往桃太郎村，感受一下古早味，園

區內除了享受現代默劇型式的表演外，更有民國初年的街景，大家懷念著過往的情誼，也可以坐下來靜靜的享

受咖啡，小朋友則品嚐冰淇淋！

一天的行程又要結束了，經過理事長的帶領，一行人前往新竹地區『新聖地』享受無菜單的海鮮料理，在

最後的晚宴中，大家克難的使用手機及麥克風，居然還能唱歌表演，在大家享受著歡的氣氛中，用餐結束後，

一行人帶著快樂的心情搭著遊覽車回到台北。

二日遊會員於米堤飯店前合影

晚上於新聖地餐廳舉行聯誼餐會及歌唱聯歡

下午於桃太郎村合影

下午於溪頭森林園區合影留念 森林教育園區解說員介紹台灣特有的林木

手作茶體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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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醫療 行銷台灣
中醫是我國在醫療科學上的驕傲，擁有千年深厚的醫療學理依據及實務經驗，也是一般民眾遇到運動傷害時經

常會求助的醫療方式。而世大運作為奧運的搖籃，參與賽事的選手很多都是明日之星，在醫療防護與治療上應更加多

元，提供選手選擇他們可信賴的醫療方式。同時，2017世大運更是向全世界行銷台灣文化的平台，而中醫不僅受國

際認可，更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藉世大運已成功向國際發揚此項台灣特色醫療，增加台灣能見度!

中醫參與世大運的成就與省思
本次中醫能參與世大運的服務有賴前輩的努力爭取，如陳志芳、曹永昌、林展弘等理事長與黃建榮監事長的爭

取、規劃與推動。最後由林理事長有條不紊的與衛生局長官協調並透過何志偉等議員大力協助其中的滋味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經過32小時的專業課程訓練與4小時的結訓課程，8/21至8/29台北世大運共有50位中醫師與10為指導醫

師參與體育盛會，提供85場次服務，協助選手41人次與工作人員47人次的亮眼成績，為中醫提供體育賽事的服務開

創美好的起點。然而在這起步的基礎之下我還能做什麼了呢?現在才是我們面對問題的開始!以下提供幾點建議讓大家

參考:

1. 我們需要組織戰非個體戶：中醫界需要有類似奧委會中醫學委員會推動小組有專責人員協助，提供訊息並積極參

與國內外賽事。

2. 加強體育單項協會與物理治療等學會的體育賽事合作：唯有長期的合作與配合才能行的久遠，利人利已，為提升

選手成績與中醫利用率努力。

3. 有限的資源下選擇參與的體育單項：球類單項競賽場就是很好的選擇，選手村更能發揮中醫特色。

4. 強化中西結合的運動醫學發揮中醫強項：針灸與傷科手法，拔罐刮痧與放血都是中醫特殊的療法，若結合肌效貼

等更能加強療效。

5. 獎勵中醫師取得隊醫資格並積極參與國際賽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供年輕醫師成長與部分津貼。

6. 媒體資訊的傳播: 專責人員負責發言與新聞稿之擬定。

文／陳朝宗理事

全聯會陳旺全理事長同林展弘理事
長等關心世大運選手村中醫醫療

林展弘理事長到各場館關心值班服務
醫師

柯文哲市長肯定中醫醫療服務和林展弘理事
長等合影           

世大運服務醫師於中醫醫療站為來自各國的選手提供中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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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版/第 36 期 毫火針、針刀醫學特別講座

劉恩明教授毫火針臨床應用特別講座
時間：2017年10月22-24日(星期日~二)     
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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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日) 毫火針機制功能適應症 毫火針特點、特性及優勢

10/23(一) 毫火針實際操作 毫火針定位取穴、禁忌

10/24(二)
毫火針臨床特色及在內、外、婦兒、
神經、五官、骨傷、皮膚科疑難症的案例

10/25(三) 毫火針臨床帶教(一) 毫火針臨床帶教(二)

10/26(四) 毫火針臨床帶教(三) 毫火針臨床帶教(四)

說明： ．全程(10/22-24)3天報名費21,000元；單堂課程8,000元／天    全程可申請積分24點(2,400元)
          ．臨床帶教10/25-26共4堂。

報名帶教課程必須為參加本期講座(10/22-24)全程課程研習的中醫師，每堂不得超過15個人，每人每堂報名費3,000元

本課程禁止錄影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進階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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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禁止錄影

許中華教授君臣佐使臨證思辨用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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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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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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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02) 2314-3456．傳真專線：(02) 2314-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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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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期/第 12 版醫學通訊課程

【摘要】
　　《黃帝內經》原書共十八卷，分成兩部書：《素問》九卷、八十一篇；《靈樞》九卷、八十一篇。其醫學理論是

由醫療經驗的累積，形成醫療理論體系，再集結成書。研讀《黃帝內經》要從經文內容了解醫療理論，進一步將醫療

理論應用在實際治病的臨床。從古至今，外在環境不斷改變；《黃帝內經》的醫學理論，仍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放諸四海而皆準。」由人體、環境、醫療經驗累積的《黃帝內經》醫學理論，

在中醫奉為圭臬，更是未來醫學的寶典。

【關鍵詞】黃帝內經、中醫臨床、醫學理論

《黃帝內經》的成書與展望

成書
　　是自人類有醫療行為開始，歷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夏、商、周，歷代長期醫療經驗的累積，發展出各

種不同醫療系統的醫學理論。

　　《黃帝內經》各篇理論的內容，是由不同氏族醫療經驗的研究、發展、傳承，代代相傳，至周朝戰國時期，藉黃

帝與岐伯、雷公、伯高、鬼臾區、少師、少俞等醫學國師，君臣討論醫學理論的方式，以黃帝之名為書名，集結成

書。成為一部全方位、系統性的醫學理論巨著《黃帝內經》。

展望
　　依據《黃帝內經》理論：秦越人著《難經》、張仲景出《傷寒金匱雜病論》、王叔和書《脈經》，後世諸家踵

至，宗派競茂，匯聚成中醫醫療臨床經驗的長河，豐富中醫理論體系，因此《黃帝內經》是中醫學基礎理論的源頭。

《黃帝內經》的理論是從生活實踐而來，其學術思想和醫學理論，數千年來一直主導中醫學的發展。

　　《黃帝內經》理論以自然為師，以人體為本；現世界各國正風行研究中醫，發展中藥；全世界越來越注重人與自

然合一。《黃帝內經》的醫學和養生理論將會是未來醫療體系的主要動能。

《黃帝內經》研讀的方法

　　上古經典的文字，是雕刻在竹簡上，過程繁複艱難，文字越少越好，故發展出文字精煉、儉約的文言文，每一個

字都賦予深刻的意涵，所以在研讀《黃帝內經》時，要回復到當時代的書寫情境，心懷「字字珠璣」訓詁的嚴謹態

度，切不可滑口讀過，這樣才能體會當時書寫者用字遣詞的本意，漸漸就能了解書寫者文字所要表達的意思，進而讀

通經典，繼往世中醫絕學。

　　研讀《黃帝內經》除了要有嚴謹的研究態度，還時時要注重體會、實踐、實用，以便將從經文體會而習得的醫學

理論運用到臨床，推而廣之，造福全人類，開萬世太平。

　　《黃帝內經》是中醫理論的根源。先有醫療事實，再發展出醫學理論，是中醫理論形成的途徑。所以我們讀《黃

帝內經》的時候，就要「反推」。就是讀到一個理論，就要理解這個理論，在日常生活事、物中運用、臨床治療應用

的實際情形。這樣才能讀通《黃帝內經》，運用《黃帝內經》。如此才不會只是空有理論的《黃帝內經》，而是能實

際應用的《黃帝內經》，知行合一的《黃帝內經》。我們的努力推升、更能發揮中醫照顧人類健康的固有功能。

《黃帝內經》研讀的步驟：

一、查察：
運用上述研讀方法閱讀《黃帝內經》後，體會經文內容，並與天、地、萬物的運化對照，分析、觀察世界

上一切事、物的現象變化，並復返回來與《黃帝內經》經文，互相印證，以獲得知識，增進智慧。也就是《大

學》說的「格物、致知」。

研讀《黃帝內經》是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成為自己的知識學問。讀通古人的經典著作，是快速學習中醫

的捷徑。

中醫師應如何研讀《黃帝內經》
                                                                                           文／元天中醫診所莊昭龍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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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驗證：
以經驗證明所學的理論是正確的，或是觀察體驗所獲得的知識無誤。這樣才會成為自己的知識學問。

《黃帝內經》成書年代，雖去古已遠，然而其醫學理論，運用在現代人體診察治病，仍是療效卓著，如浮

鼓相應。尤其是內分泌失調方面的疾病、風寒暑濕燥火六邪引起的疾病，是全世界唯一真正能治療痊癒的醫學

理論。

經過「驗證」的知識學問，是有實際踐行考察驗證的實驗過程，證明實踐有效，不會無用、誤用，才是真

正實際有用的知識學問。

三、篤行：
將《黃帝內經》的理論，實實在在使用在疾病的治療與預防，實際有用，以增強體質，促進健康，改善生

活狀況，提升生活品質，昇華心靈境界。是謂知「道」。

知「道」，再經篤實修行，則能「道生」，以臻「道成」。

《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

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

研讀《黃帝內經》需要哪些文化典籍資料的輔助

　　《黃帝內經》在成書前，歷經長時期醫療經驗理論形成的過程，醫療又與人民的生活緊密結合。氣候變化會影響

身體健康，人民鍛鍊身體使身體健康，以抵禦外邪的侵襲，形成與人民生活緊密結合的文化。而能夠書寫醫學理論的

醫者，都是熟讀當時文化典籍的讀書人，故而《黃帝內經》的理論內容，溶入很多當時人民生活中，普遍應用的文化

典籍理論。所以研讀《黃帝內經》需要運用許多文化典籍理論來詮釋《黃帝內經》的內容。

《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

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華夏文化與《黃帝內經》內容相關的典籍，四書、五經：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五經：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

                       易經：包括：《連山易》、《歸藏易》、《周易》。

《黃帝內經》白文注音版編訂動機

　　《黃帝內經》是中醫聖經，為中醫師、養生家必讀經典。然而古文沒有標點，句讀不明，現代人閱讀都有困難，

遑論理解經文內容；更加錯簡、闕漏，雖披閱前賢校註，參酌研究論述，大部分仍是百讀不通。從古至今，學者研

究、注釋者眾，然注文繁雜，印刷不精，傷目耗神；甚且離成書年代久遠，部分文字意義、用法，演進變遷，已非成

書當時書寫者所欲表達的本意。兼為欲從孩童起即培養下一代對中醫的興趣，孕育中醫人才，故推動兒童背誦《黃帝

內經》，乃以白文、注音編訂成書。

白文：即祇閱讀《黃帝內經》原文，捨棄註釋。

只讀原文，比較容易融入原著文字情境，擷取書寫者所欲表達的本意。

捨棄諸家見解各異之註釋，回歸自己體會原著本義。經典部分精華：如〈上古天真論〉：「提契天地，把握陰

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是提點修道煉丹功夫的方法，祇能師傳口授，無法註釋。

注音：讀音不同，文字所代表的含意就不同。

能夏不能冬。二「能」字〔讀（耐），意（耐受）。〕

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能」字〔讀（態），意同（態）。〕

善脹、心滿。「滿」字〔讀（悶），意同（悶），滿心也。〕胸悶也。

故標以注音，以方便兒童及初學者閱讀，更彌補古今文字差異、訓詁影響內容釋義的問題。

　　注音版《黃帝內經》改版是為了使內容更精確、經典更完美，使研讀同道能更輕鬆學習正確的《黃帝內經》，以

提升中醫醫療、養生，達到更高的水準，再進而由醫道通達於仙道。

　　綜合上方所論各點：中醫師在臨床治療疾病，依據《黃帝內經》的理論。故需要精確版本的《黃帝內經》，長期

深入的研讀，以助救苦濟世事功；中醫師更需要篤實實踐《黃帝內經》「法於陰陽，和於術數。」的修行，使自己修

道功業能夠達到「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真人的醫道最高境界。

參考資料：莊昭龍編訂《黃帝內經》、莊昭龍注釋【修道聖典《道德經》老子本義】、《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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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特別講座一覽表
大會時間：2018年3月17-18日  大會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時  間 講 師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報名費

A 0316
(五)

09:00-17:30
加拿大
鍾政哲

董氏奇穴精華穴位解析

與針刺手法
台大景福館／8,000元

B1 0316
(五)

09:00-17:30

美國
黃麗春

耳醫學治療手法講座(7-1) YWCA／8,000元

B2 0317
(六)

09:00-17:30 耳醫學治療手法講座(7-2) YWCA／8,000元

B3 0321
(三)

09:00-17:30 耳醫學治療手法講座(8-1) 公會會議廳／8,000元

B4 0322
(四)

09:00-17:30 耳醫學治療手法講座(8-2) 公會會議廳／8,000元

C1 0317
(六)

14:00-17:00
17:30-20:30 台灣

溫崇凱

溫氏現代針灸學(頭皮針篇)
英文授課，中文翻譯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5廳／12,000元

C2 0318
(日)

10:00-13:00
14:30-17:30

溫氏現代針灸學(各類疾病剖析)
英文授課，中文翻譯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廳／12,000元

D1 0317
(六)

10:00-13:00
廣州

賴新生

針藥並用通元療法/
免疫及過敏性疾病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5廳／6,000元

D2 0318
(日)

14:00-17:00
針藥並用通元療法/腦病、
不孕不育症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廳／6,000元

E 0318
(日)

10:00-13:00
日本

堀口三惠子
美顏及育髮毫針及沿皮針法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廳／6,000元

F 0318
(日)

10:00-13:00
台灣

陳俊明
婦科不孕顯效治療特別講座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3,000元

G 0318
(日)

14:00-17:30
日本

賴建守
日本古方腹診臨床運用／
少陽、陽明病腹診與經方應用

台大景福館
／3,00０元

H1 0318
(日)

14:00-17:30

南京
黃煌

經方在腫瘤應用特別講座 公會會議廳／3,000元

H2 0319
(一)

09:00-17:00 經方在失眠應用特別講座 公會會議廳／6,000元

H3 0320
(二)

09:00-17:00 經方在婦科應用特別講座 公會會議廳／6,000元

I1 0319
(一)

09:00-17:30
天津

吳雄志

抓獨法在內婦科臨床應用講座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廳／6,000元

I2 0320
(二)

09:00-17:30 抓獨法在腫瘤及雜病臨床應用講座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廳／6,000元

J1 0321
(三)

09:00-17:30
廣東

劉恩明

毫火針一針療法應用講座(一)
台大景福館
／8,000元

J2 0322
(四)

09:00-17:30 毫火針定位取穴講座(二)
台大景福館
／8,000元

早鳥優惠詳2017年11月1日公告，報名請先郵局劃撥繳費 00195927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再上公會官網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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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Taipei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E-learning Courses

項  目 研 習 內 容 費 用

A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
區院長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理事長
許中華教授脈學12講特別
講座
課程時數：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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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費用含許中華著《脈的禮讚》精裝本320頁定價420元)   

推廣價
3,500元

B

台灣傷寒經方名家特別講
座Ⅲ

課程時數：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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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3,000元

C

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教授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
應用研習會

課程時數：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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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12,000元

D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中醫
徒手療法實務課程
課程時數：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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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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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時數：7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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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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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時數：7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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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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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天可多次研習。

．凡報名A至F課程的學員，可再享同一授課老師新開課程8.5折報名費優惠。

．匯款資訊

   台灣地區／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請註記課程名稱)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音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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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36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1.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12版) 試題：請簡述《黃帝內經》的成書為何？

◎ 本期雜誌可申請醫學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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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徵稿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 ISSN2311-198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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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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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稿請電傳E-mail:tp.cma@msa.hinet.net (請註記投稿「中醫藥研究論叢」)。

慶祝第八十八屆國醫節第10屆台北
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論文徵文通告

大會時間 2018年3月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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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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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前報名
，並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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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暨旅遊活動  /歡迎中醫同道報名參加

*第二屆海峽兩岸董氏奇穴針灸研討會

2017年11/4-6於廣州頤和大酒店，報名請洽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第四屆中醫科學大會曁第十三屆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交流論壇曁莆田景點旅遊活動
  2017年12/2-6於福建平潭，報名請洽全龍旅行社Tel:02-27521212

*2018年會員自強活動/盛世公主號沖繩海上巡旅
  2018年6/30-7/3，報名請洽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詳細行程請搜尋   盛世公主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