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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事長 林展弘

公會參與衛福部世界衛生
日義診健行活動(1070427)

林展弘理事長出席台北市十五
大醫事團體聯誼會(1070421)

公會舉辦免費癌症篩檢轉介宣
導說明會(107052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三月十七、十八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承

辦「第88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第10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來自16個國家及地區、30餘個中醫藥團體，超過375位國外人士前

來共襄盛舉，國內外中醫藥界人士超過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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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盛會。

繼去年和俄羅斯鍼灸專業醫學會簽署交流合作協議書，公會今年

和希臘針灸學會、阿根廷針灸學會、國際針灸聯盟、巴西針灸學院簽

訂MOU，本次大會在全聯會協助下台灣十個縣市中醫師公會與韓國

十大公會簽署MOU成為姊妹會。台北國際中醫藥論壇不僅成國際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

更提升台灣中醫在國際的地位。迎接地球村的時代，公會舉辦中醫社交及會議英文研習

營，並將推出醫病英文研習班，提升中醫職場英語能力服務來自國外的病患。

為配合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啟用，增進中醫師在影像判讀臨床素養，本會邀

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放射科主任黃大宜醫師講授臨床影像在骨關節 、臟腑疾病

系統等判讀，歡迎中醫師踴躍報名參加研習。增進醫師正確的診斷專業水準，提供病患

更好的醫療照護。

增進中醫師對現代醫學臨床認知，特邀請教學醫院專精各系統疾病的醫師，講授疾

病的機轉及臨床用藥。增進中醫師對現代醫學及臨床用藥認知，邀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藥劑部部長陳立奇教授及藥學專家講解臨床常見疾病用藥機轉及中西藥併服宜忌注意要

點，裨益中醫師臨床用藥精準，提供病患更好的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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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週年，嘉惠遠距學習中醫師，公會積極推動社會公益服務，諸如舉辦長青學院、中醫保

健講座、中醫穴位護眼校園巡迴講座，及將於10/28第三度舉辦大安森林公園公益慢跑

健走嘉年華活動，敬邀各位中醫先進屆時蒞臨共襄盛舉！

公會每月舉辦的社團有登山社、羽球社、歌唱聯誼社、高爾夫球社、健康舞蹈社，

歡迎會員參加。今年公會為促進國際交流，9月將起組團前往日本、加拿大、巴西及大陸

參訪及順道觀光，歡迎有興趣的會員及中醫同道報名參加，裨益台灣中醫在國際的曝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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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台北市衛生局從5/1起至11/30進行「107年度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請各診所配合辦理。

請診所逕上衛生局網站(http://www.health.gov.tw/專業人員區/醫護管理資訊/醫事品質管

理/評核督導考核業務/基層醫療機構督導考核)下載表格，並填妥機構基本資料，俾利衛生局

訪查人員現場核對。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7.05.04北市衛食藥字第10732398600號函轉衛生福利部重申醫療院所

及相關醫事人員應使用合法醫療器材軟體以保障病患權益。

•衛生福利部107.04.27衛部保字第1071260206號令修正「全民健保轉診實施辦法」。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7.05.18北市衛秘字第10734508401號函：

「台北市醫療院所暨藥局智慧用電補助要點」，院所申請網址:https://goo.gl/xEgA9V

   重要訊息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2018年中醫藥學術暨臨床研究計畫申請6/30截止。

•請台北市中醫院所加入台北市衛生局癌症防治便利網-健康好站，提供市

民癌症防治宣導衛教及免費癌症篩檢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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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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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提升會員專業G10免費上視訊課程
(1070605)

吳雄志教授傷寒抓獨法特別講座(1070319)

俄羅斯和平發展研究會交流團參訪公會
(1070202)

劉恩明教授毫火針特別講座(1070321)

召開第18屆第9次理監事會議
(1070114)

黃煌教授經方特別講座(1070319)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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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39 期 健保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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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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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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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台北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區 東區 全區

2017Q1 4,800 6,025 39,135 3,822 2,162 207 56,149

2017Q2 9,335 10,528 53,918 4,607 2,432 197 80,888

2017Q3 13,094 11,226 62,374 6,163 2,355 204 95,416

2017Q4 14,109 9,938 58,180 6,079 2,356 199 90,861

費用執行佔率 12.83% 10.43% 66.51% 6.82% 3.10% 0.32%

執行醫師數 1,101 382 1,112 410 522 72 3,599

執行院所數 552 216 594 230 297 41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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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與2016相比大幅度成長，相信往後將會有突破性進展，2018的目標為

費用執行佔率20%，請同道們一同努力，利己利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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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期/第 4 版台北國際論壇報導

台灣中醫在國際大放光采
為慶祝第八十八屆國醫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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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月十七、十八日在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第88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中醫藥成果展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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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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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紐

西蘭、澳洲、希臘及荷蘭等16個國家及地區、30餘個中醫藥團體，超過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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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盛會。

經方專家特別演講座無虛席
三月十七日於201大會廳舉行「經方論壇」，大會邀請的國內外專家學者有: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導李賽美教授、台中中

國醫藥大學賴榮年教授、日本藤門會前會長福田佳弘教授、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賴建守教授、高雄義守大學吳龍源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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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赫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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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東醫定理學會金正坤會長、日本藤門會前會長福田佳弘教授、加拿大

卑詩省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鍾政哲教授、亞伯達針灸管理局前主席嚴慶蘋、希臘針灸學會會長Konstantina、巴西針灸學

會蔡萬文會長、阿根廷針灸學會孫榕榕會長、新加坡中醫師公會祕書長梁桂賢、馬來西亞中醫經典學會會長黃更華、廣州

中醫藥大學李賽美教授、南京中醫藥大學黃煌院長、國醫大師河北中醫藥研究院李佃貴榮譽院長、天津醫科大學吳雄志教

授、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吳奇教授、甘肅針灸學會副會長楊才德教授、中國中醫科學院廖福龍所長等30餘個

中醫團體。

國醫節慶祝大會祥獅獻瑞
三月十八日，上午9時舉行國醫節慶祝大會，由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旺全理事長、台北市中醫公會林展弘

理事長主持，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卓榮泰秘書長、徐國勇發言人、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黃怡超司長、全聯會陳旺全理

事長、各縣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及中醫藥界來賓多人蒞臨會場，開幕式由基隆市八斗國小舞獅隊表演，精采的表演，獲得

全場來賓如雷的掌聲，揭開大會的序幕。

行政院賴院長致詞嘉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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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賴清德院長大會致詞祝全國中醫師國醫節快樂，並期勉中醫在臨床研究發揮創新的技術，呼應蔡總院

「5+2」產業，創新中醫的生物科技產業，共同造福國人的健康，賴院長代表大會頒贈中醫醫療貢獻獎座予已故名醫巫水

生理事長，表彰巫理事長畢生對臺灣中醫醫療之卓越貢獻由其女兒巫繡妃醫師受獎；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先生亦於大會

表揚中醫師全聯會對於臺灣各地之慈善援助，同時代表衛福部接受全聯會對花蓮震災款新臺幣3百萬元，台北市捐助款77

萬元並表揚花蓮縣中醫師公會於震災期間發動之中醫義診團隊，最後由國外代表致詞，大韓民國韓醫師協會會長崔赫鏞教

授、加拿大中醫藥管理局前主席鍾政哲教授、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經方學院黃煌院長分別致詞祝賀，最後慶祝大會在全體

嘉賓合影下禮成。

國際盛會　點亮台灣

第88屆國醫節慶祝大會
第5屆中醫藥成果展第10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文／大會執行長溫崇凱副理事長

大會主席林理事長展弘 全聯會陳理事長旺全致詞 行政院賴院長清德致賀詞 立法院蘇院長嘉全致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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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39 期  台北國際論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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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實證與全球化」，共分八個會場進行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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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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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時值慶祝第88屆國醫節，全聯會特舉辦「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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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分為三大展示區:依1.愛在偏鄉迴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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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中醫健保總額成果座談會，分別邀請林昭庚教授、陳旺全理事長、施純全教授、林舜穀醫師、柯富揚秘書

長報告中醫藥治療與預防失智症最新實證研究成果報告。

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台灣能見度
為推動國際交流及合作，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每年皆和國外來的中醫團體簽訂交流合作協議書，繼去年和俄羅斯鍼灸專

業醫學會簽署交流合作協議書，今年和希臘針灸學會、阿根廷針灸學會、國際針灸聯盟、巴西針灸學院簽訂MOU，本次大

會在全聯會協助下台灣十個縣市中醫師公會與韓國十大公會簽署MOU及姊妹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已和24個國外公學會團

體簽訂MOU，台北國際中醫藥論壇不僅成國際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更提升台灣在國際的地位。本次花蓮地震令人感動，

是來自韓國友會送來溫馨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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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會員大會」，今年度大會頒發第三屆中醫杏林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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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宴請與會國內外來賓及公會會員，立法院蘇

嘉全院長、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黃怡超司長、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黃世傑局長、台北市議員張茂楠、郭昭巖、何志偉蒞

臨晚會致詞指導。晚會主持人由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郭威均率俊男美女等中醫師群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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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各縣市中醫師公會各醫藥團體，各教學醫院協辦支持，以及中央政府首長

賴院長、蘇院長、陳時中部長、黃怡超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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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會執行長溫崇凱常務理事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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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賑災捐款本會與巴西針灸學院簽訂MOU

出席大會各國專家學者合影本會與阿根廷針灸學會簽訂MOU 中國醫藥大學林昭庚講座教授致詞

頒發第三屆中醫杏林獎本會與希臘針灸學會簽訂MOU

衛福部陳部長時中致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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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展弘理事長頒獎典禮致詞 陳旺全理事長致詞祝賀得獎人 作品優勝者與大會主辦單位合影

文/執行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陳朝龍

由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辦、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負責承辦「2018中醫藥宣導金句及創意短片

徵選比賽／聰明看中醫-正確選擇中醫就診第一屆台灣中醫文創獎頒獎」於107年3月17日（星期六）10:00-

10:30台北市徐州路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圓滿落幕。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106年8月31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訂定徵選活動實施辦法。訂定活動主題:2018中醫

藥宣導金句及創意短片/聰明看中醫如何選擇正確中醫就診。106年9月14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訂定舉辦文

創獎研習會，106年10月19日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修正辦法並對外公告徵選作品，106年12月12日召開第四

次籌備會議成立評審委員會，107年2月15日參選作品截止收件，107年2月20-25日民眾網路票選，107年2

月26-28日專業評審，107年3月5日公告成績，107年3月17日優勝作品於第88屆國醫節公開表揚。

優 勝 作 品

．2018中醫藥宣導金句類

國中組參賽38位錄取第1名1位、第2名2位、第3名2位、佳作5位；高中組參賽28位錄取第1名1位、第2名3

位、第3名2位、佳作5位；大專(含研究所)參賽64位，第1名從缺、錄取第2名2位、第3名3位、佳作8位。

．創意短片類

大專組報名11組，錄取第1名1組、第2名2組、第3名2組、佳作4組；高中組報名4組，

第1名從缺、錄取第2名1組、第3名1組、佳作2組。

誌 謝

感謝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張仲景

文教基金會、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桂台興業有限公司、新唐人亞太電視台、中國醫藥導報、晴境動畫行

銷公司、市議員何志偉、同時感謝本次參與評審委員亞太創意學院楊政儒教授；環球科大鍾世和教授、南台科

技大學童鼎鈞教授、中國科技大學李瑞翔教授、南亞技術學院黃燕萍教授、銘傳大學黃建勳教授。並感謝全國

國中、高中、大學同學及指導老師參與，共同為發揚中醫文化，促進國民健康而努力。

獲獎作品 QRcode

第十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出席外賓與台灣貴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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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本會信義區林恭儀組長、南港區熊偉程組長、大同區陳朝龍組長、北投區羅明宇組長、中山區吳建東組
長、中正區陳建銘組長、松山區高定一組長、萬華區蔡德祥組長、士林區卓雨青組長、內湖區許瑞香組長、文
山區洪淑英組長、大安區覺宗宏組長分別於5月20日至6月23日精心策劃舉辦各區開執業醫師聯誼座談會。

座談重點：
1. 各行政區之癌症轉介門診結合全聯會癌症照護和其他照護專案。2. 協助會員年度業績成長G10，在公會免費上雲端課程

專案。3. 職災專案執行成效討論。4. 推動診所成立癌症轉介服務及中醫衛教諮詢的「健康好站」。5. 診所經營管理經驗交

流。6. 配合台北市衛生局推動台北市醫療院所記藥局智慧用電補助要點更新照明空調設備。

台北市107年度第1次行政區開執業醫師聯誼座談會

歡
迎
參
加
社
團
活
動

類  別 活動時間 地  點 主 辦 人

羽  球
每月第一週 

日下午2-5時
聯友羽球活動中心
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2號

會長：陳仲豪 醫師 

高爾夫球
每月第二週二 

上午06:00開球
每次活動地點不固定需電話詢問 會長：鄭清傳 醫師 

登山社 每月第三週日 上午
集合時間&地點
視活動路線另行通告

會長：黃奕碩 醫師 

歌唱聯誼社
每月第四週日 
下午13:00

好愛KTV
(捷運中山國小站)農安街50號B1

會長：林源泉醫師 

健康舞蹈社
每月第四週日 

AM09:30~12:00

艾朵拉舞蹈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326號4樓（捷運:
板南線江子翠站4號出口往後走右轉）

會長：吳思葦醫師 

◎報名參加的會員及社會人士前800名由本
會提供礦泉水、及帽子；報名前300名中
醫師會員贈Polo衫乙件，為利於統計人
數，報名截止日期8月30日。

◎會員個人跑滿5圈除了公會捐贈1000元公
益基金外,還送價值近3000元的Garmin健
康手環。個人圈數第一名理事長提供紅
包獎金,。團隊競賽各行政區組團體隊由
2男1女共3人組成，團體優勝前三名大會
頒獎表揚。

脊椎病變及各類痛麻症治療研習會

研習時間：107年8月10日(星期六)上午9:00-晚上9:00

研習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11號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

研習主題：1. 神經內科教授講解脊椎損傷生理病變。

                   2.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溫崇凱教授1年治療

                       案例分享

報名說明：

1. 報名費10,000元。

2. 已在全聯會登記為脊椎損傷友善中

醫診所的醫師，免交報名費。

洽詢電話：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02)2314-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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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版/第 39 期 傷寒論課程

(P)2018《本經疏證》第2期練功坊講座
清．鄒澍所撰《本經疏證》，以分析《傷寒論》、《金匱要略》書中藥物配伍的理論來注
疏《神農本草經》，是書見解博大精深、鞭辟入裡，堪稱古今本草第一善本。本系列練功
坊特邀請長期致力於經方研究與實踐的臨床醫師現身說法，參照比對歷代經典，深度解說
藥物作用，歡迎有志於經方的醫師同道們一起來磨練功夫，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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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起每月第四週日下午13:30~17:30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上課地點

8/26
13:30-15:40 細辛 正宏堂中醫診所院長     ／ 吳宗鴻 醫師

YWCA301室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7號

15:50-17:30 半夏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 鄭宏足 醫師

10/28
13:30-15:40 厚朴、枳實 青田中醫診所院長        ／ 黃詩硯 醫師

15:50-17:30 芒硝、甘遂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 鄭宏足 醫師

11/25
13:30-15:40 黃連 和悅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 詹琬菁 醫師

台大景福館
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15:50-17:30 黃芩 恩慈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 莊志瑜 醫師

12/23
13:30-15:40 柴胡 青田中醫診所院長        ／ 黃詩硯 醫師

15:50-17:30 梔子、淡豆豉 正宏堂中醫診所院長    ／ 吳宗鴻 醫師

1/27
13:30-15:40 大黃 恩慈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 莊志瑜 醫師

15:50-17:30 桃仁、杏仁 和悅經典中醫診所院長 ／ 詹琬菁 醫師

報名說明：全程5堂5,000元，舊生／填課程問卷(6/25前8折、7/25前9折)      新生／(6/25前85折、7/25前95折)

中醫(含學士後)在校生填課程問卷報名費3,000元，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全程可申請20點)

課程問卷 QRcode

Q《胡希恕傷寒論講座》第六期讀書會公告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
主  講  人：鄭宏足醫師／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中華民國中醫肝病醫學會理事長
研討時間：107年9月6日起每月第一週星期四上午10:00-12:00共10堂
研討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107年度 9月6日 10月4日 11月1日 12月6日

108年度 1月4日 4月4日 5月2日 6月6日 7月4日 8月1日

傷寒論第六期讀書會／《胡希恕傷寒論講座》
胡希恕（1898—1984），中國現代傑出的經方家、中醫臨床家，率先提出了《傷寒論》的六

經來自八綱，明確了經方治病是根據症狀反應，先辨六經，繼辨方證，求得方證對應治癒疾病；
經方醫學是不同於《內經》的醫學理論體系。胡希恕先生作為臨床效果卓著的經方大家，被中醫
名家劉渡舟高度評價：“每當在病房會診，群賢齊集，高手如雲，惟先生能獨排眾議，不但辨證
準確無誤，而且立方遣藥，雖寥寥幾味，看之無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得力于仲景之
學也。”胡希恕先生曾經擔任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教授，其“六經、八綱、方證”的辨證
體系療效卓著。作為“謹守病機派”代表的胡希恕先生，與“臟腑經絡派”代表的劉渡舟先生、
“方證藥證派”代表的葉橘泉先生，被譽為中國現代傷寒學術史上的三座高峰。

主講鄭宏足醫師，清大奈米工程與系統工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及中國醫藥大學助理教授並教授必修傷寒論。十
餘年不間斷讀經方、用經方、教經方；更嫻熟西醫西藥與最新科技，好學不倦，與時俱進，中西醫療無縫接軌，悠遊
自得。小至輕症太陽初起，大至危症厥陰勝負，都有非常豐富的實戰經驗；熱愛分享與討論，不藏私不秘傳，授課邏
輯清晰，條理分明；淺顯易懂，活學活用，穿插現代醫理，精彩可期！絕對讓您醍醐灌頂，耳目一新，臨診不再猶疑
躑躅，處方立藥胸有成竹，勢在必得！歡迎中醫同道踴躍參加研討。
報名說明：
會員報名費4,500元(8/5前繳費4,000元)   非會員報名費5,500元。(8/5前繳費5,000元)
中醫系(含學士後)在學學生優惠價3,300元(8/5前繳費3,000元)。※劃撥請註記學系
申請積分(每堂積分2點申請費用200元)
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

書
籍
請
自
行
購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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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版/第 39 期 醫學通訊課程

文／鄭振鴻中醫診所院長鄭振鴻中西醫師

【摘要】
中藥複方配伍不是簡單的藥物加減，而是密的組合，發揮整體作用的特色，增強或擴展主藥的功效，可制約主藥之偏性，消減主藥之毒副作用，

產生新的效用，都有嚴謹的法度與科學道理。兩種或兩種以上藥物配伍聯合應用的目的在於應用較小劑量的單味藥物以達較大的共同療效，以減少各

藥物的不良反應。不恰當聯合用藥可能藥物相互作用 (Drug interaction) ，使預期的療效降低即出現意外的毒性反應。    

【關鍵字】中醫處方、處方禁忌、用藥安全

【前言】
中醫治病以藥物療法為主，但不是以單位中藥作為運用單位，而是兩味以上的中藥組合成方劑的形式運用於臨床為主。中藥從單方發展到複方，

是中醫學上的一大進步，但複方並非藥味越多治病越好，而應注意藥物的選擇性與治病的針對性。按中醫藥理論的組方原則，對中藥進行適當配伍是

中藥製劑的一大特點。

雖中醫中藥治病，已有數千年歷史經驗，中醫治病多用複方，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藥物配方已累積豐富經驗，但對藥物配伍後在理化性質或生

理病理效應方面可能產生變化，現今中醫應該予以了解。醫者在方之與藥的概念，秦漢以前，方與藥是相互併用，以後醫者逐漸認識多味藥合用可增

效減毒，優點更多，慢慢有意識確立配方作為治病的主要形式，單味藥運用方式就讓步。《武威漢代醫簡》中28方除個別方為單味藥且未見用法，其

他全部是複方，並且為多味藥組合運用。以後各朝代的代表方，大多數是以兩味藥以上組成複方，單方僅限於民間或特殊的個別情況下使用。

現今處方應將中醫理論指導下辨證審因立法後，按照組方原則，選擇藥物酌定用量，採用適當劑型，制定藥物群體。故處方是有嚴格要求，不是任意

地將組方之藥混合一起，而是必須辨證立法，遵循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其方結構嚴謹，君臣有序，佐使分明，用量輕重適當，使方之藥性融合，使

方中藥物，充分發揮作用，適應病情之需要，製成相對應的處方。從最早的藥物專書《神農本草經》不僅總結單味藥性味、功能、主治，同時也總結

藥物與藥物相互配合應用經驗，如七情除單行外，其他如相須、相使、相畏、相殺、相惡、相反等都是兩藥相配的作用，也就是兩藥在方中的作用。

中藥配伍的作用
中藥間合理的配伍組合是方劑的核心，也是複方不同於單味藥的奧秘。〝藥有個性之特長，方有合群之妙用〞，方劑不是簡單地針對病人各種症狀的

一群藥物相加，而是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按一定組方原則配伍的組合。

(一) 協同作用
藥物配伍組成方劑，方中藥味相伍相輔相成，主要在於增強協同作用，提高療效，使全方發揮更好療效。

功效相同的藥物配伍，相互增強療效，中藥理論為”相須”；若功效不同，以一藥為主，其藥藥為輔來提高主藥的療效為”相使”。長期臨床應

用中，相須、相使藥物大多形成固定要對。

(二) 拮抗作用
方中諸藥相伍能相反相成，臨床應用於降低毒副作用，若拮抗作用發生降低療效，則不是配伍用藥目的。藥物配伍後，一藥減弱或消除另一藥的

功效中醫藥稱為相惡；而藥物間一藥減弱另一藥的毒性，則稱相殺；一種藥物毒性或副作用，能能被另一藥物減輕或消除，則稱相畏；兩種藥物

合用，能增強或產生毒性或副作用稱為相反。臨床應用相畏、相殺說明藥物同用後，能減輕或消除藥物的毒副作用，臨床用於毒性或烈性藥時，

選用的配伍。一般用於炮製時的解毒之劑。相惡說明合用藥物因拮抗而抵消和削弱原有功效，臨床基本不用的配伍方法。相反說明本來單味應用

毒性較小或無害的藥物，與他藥合用後，可能增強或產生毒性或副作用，屬配伍禁忌，原則上禁止使用。

(三) 調動作用
藥物組成中，若一味藥物調動影響方劑的效用，如補中益氣湯中升麻、柴胡、對腸蠕動無明顯作用，但全減去升麻、柴胡，則促進蠕動作用明顯

減弱；茵陳蒿湯中大黃對該方的利膽效能。但調動作用的機理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四) 雙向條節
同一藥物對身體某一功能合適劑量時使之興奮，超大劑量使之抑制；或同一藥物對身體若干功能，有的呈現興奮 ，有的呈現抑制。同一方劑同一

劑量對偏亢和偏抑的機體某一機能狀態均可使之趨向正常水平的作用 ，是中藥藥理的特色，是方劑調和或調節平衡的藥裡表現。

(五) 逆轉作用
藥物或方劑有些可使病理逆轉為正常；逆轉錄打破了DNA-RNA-Protein 中心法則，使DNA分子的修復為正常細胞，或產生新功能。

配方禁忌
禁忌：為禁、忌、慎的泛稱，指應當避免的事物。但程度有所不同：禁，有禁止等涵義，程度最重，為不允許；忌，有畏懼、忌諱等涵義，程度次於

禁，為有所顧忌；慎，有謹慎、慎重等涵義，程度最輕，為不宜太過。

(一) 病證用藥禁忌
凡藥不對證，藥物功效為病情所需，有可能導致病情加重、惡化者，原則屬禁忌範圍。

(二) 配伍禁忌
中藥配伍應用，主要目的使臨床用藥更有效，更安全。凡是合用後反而使療效或毒復效應增強，影響用藥安全者，原則上都不宜合用，屬配伍禁

忌。

1. 神農本草經提出七情為中藥配伍理論總綱。其序提出配伍禁忌原則為勿用相惡、相反配伍。相惡會使治療效應降低，相反會使毒害效應增強。 

應儘量避免或杜絕減效、增毒情況發生，使臨床用藥更有效，更安全。

2. 太平聖惠方在藥十八反項首次舉相反藥十八種：烏頭反半夏、瓜樓、貝母、白蘞；甘草反大戟、芫花、甘遂、海澡；藜蘆反五參、細辛、芍藥

。五參指人參、丹參、玄參、南沙參、苦參。

目前共同認定十八反主要為：烏頭與半夏、瓜蔞，川貝母、白、白芨相反；甘草與海藻、大戟、甘遂、芫花相反；藜蘆與人參、丹參、玄參、

南沙參、苦參、細辛、芍藥相反。十九畏指明代劉純所撰<醫經小學>，其歌訣為：硫磺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見便相爭。水銀莫與砒霜見，狼毒

最怕密陀僧。巴豆性烈最為上，偏與牽牛不順情。丁香莫與鬱金見，牙硝難合荊三棱。川烏草烏不順犀，人參最怕五靈脂。官桂善能調冷氣，

若逢石脂便相欺。

中醫處方禁忌與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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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八反是相反配伍的主體，共同的配伍禁忌，成為法定配伍禁忌。十九畏的畏有畏避、避開的意思，即為這些藥對不宜合用。

4. 十八反、十九畏並非百無禁忌，而是早期的實驗研究以簡單的毒性實驗為主。現今研究十八反是古人在臨床用藥中發現的問題，病人處於病理

生理狀態，所產生狀態，在生理條件下未必能看到；按照辨證規律，見於這種病理生理狀態中的反應，在另一種病理生理條件未必能見到。同

樣藥物，用於不同狀態的身體，甚至可見到正、反懸殊的效應。

因此十八反的表現應有一定的條件，限定於專屬的病理生理條件，廣泛增加其毒性，未必是十八反的普遍規律，應考慮臨床特點，某些症狀加

重、惡化、或者出現某些不利於治療的問題，應視作反或毒的表現，不一定反映到死亡率。十八反、十九畏，藥對並非絕對不能配用，即使配

伍可能毒性增強，或產生新的毒性，恐怕毒性不會超過砒霜。

(三) 妊娠用藥禁忌
指婦女妊娠具損害胎元、以致墮胎副作用、不能或不宜在娠其使用的一些藥物。

(1) 禁用藥物

劇毒之藥，水銀、砒霜、雄黃、輕粉、斑蝥、蟾酥、馬錢子、川烏、草烏。

藥物峻猛之品：催吐藥，膽礬、藜蘆、瓜蒂；峻下逐水藥，甘遂、大戟、芫花、巴豆、牽牛子、商陸；破血逐瘀藥，麝香、乾漆、水蛭、虻

蟲、三棱、莪朮等。

終止妊娠、引產、抗早孕藥物：天花粉、槐角、金銀花。

(2) 慎用藥物

祛瘀通經藥，牛膝、川芎、紅花、桃仁、薑黃、牡丹皮；行氣導滯瀉下藥，枳實、大黃、芒硝、番瀉葉、蘆薈；辛熱之藥，肉桂、附子等。常

用有毒中藥，硃砂、黃藥子、半夏、天南星、白附子、杏仁、遠志、木通等。

(3) 現代研究

A 對母體及胎兒損害極大劇毒藥水銀、砒霜、輕粉、斑蝥、瓜蒂等。

B 造成骨盆腔充血甚至流產大黃、巴豆霜、芫花、大戟、牽牛、木通等。

C 妊娠子宮有興奮收縮作用麝香、紅花、牛膝、莪朮、薑黃、蟬衣等。川芎對子宮小量則興奮，大量則麻痺。

D 終止娠引產作用天花粉、芫花、甘遂。莪朮、薑黃 、水蛭、川芎等。

E 胎兒畸形作用郁李仁、苦參、酒等某些成分。

(四) 中西醫合用禁忌
中西藥合用始於20世紀初期西醫藥傳入中國，清代名醫張錫純所著《醫學中衷參西錄》有戴“石膏阿斯匹林湯”是鼻祖。

(1) 協同作用

芍藥甘草湯與解痙藥聯用可以增強解痙、止痛效果。逍遙散與催眠鎮靜藥合用，可提高對失眠症療效；小青龍湯與抗組織藥合用，可減少西藥

用量和嗜睡、口渴等副作用；濟生腎氣丸與降血糖藥合用，可降低糖尿病患者性功能障礙和腎功能障礙。

(2) 降低藥物療效

不合理的中西藥合用，可能產生沉澱或複合物，妨礙吸收，降低療效(a)石膏、牡蠣、明礬等礦物質含鈣、鎂、鐵金屬離子的中藥與四環素或

soniazid或左旋多巴胺合用，生成複合物，不易被胃腸道吸收，而降低療效。(b)鞣質較強五倍子、石榴皮、訶子、地榆、大黃等不宜與類藥

物、維生素B1、多種抗生素、止痛劑及鈣劑、鐵劑等含金屬離子西藥合用，也不宜和麻黃鹼、奎寧、Reserpine、atropine等生物鹼類化學藥

物合用，容易產生沉澱而不易被吸收。(c)含汞的中藥，不能與硫酸亞鐵、Amylnitrite西藥合用，合用後能使Hg+2還原成HG+1，毒性增強；亦

不能與含溴離子和碘離子的藥物合用；否則生成有劇毒的溴化汞或碘化汞，導致藥源性腸炎或赤痢樣大便。

用藥安全
幾千年來中醫藥臨床實踐、具有獨特理論，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是無可質疑。但中藥的毒性是中藥藥性的組成部分，為古今公認事實，關於中藥毒

性認識，可追溯到遠古時代有關中藥起源→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之甘苦，→一日遇七十毒。《周禮：天官家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

事。表明先民認為毒是中藥治療作用密切相關的特徵內涵，毒與藥是相通的。

古人之所以將毒作為藥物的代稱，是因為毒反映中藥的偏性和治療疾病功能，人體之所發生疾病，是由於陰陽偏勝偏衰的結果。中藥之能治病，

就是利用藥物的偏性(毒) ，調節人體陰陽的偏性，而達到陰陽之間的相對平衡，使疾病痊癒。

凡藥皆有毒(偏性)的說法是正確，只是毒的大小不同而已；故偏性(毒)是中藥最基本性能，用之得當，可發揮治療效果，用之不當則對身體發生種種損

害，即現代醫學所稱〝不良反應〞。

古代藥物毒性含意較廣，認為毒藥為藥物總稱，毒性是藥物的偏性，毒性是藥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標誌；按毒性強弱分有毒、大毒、小毒、無毒等

記載。

中藥的副作用與不良反應
中藥的副作用指在常用劑量時出現與治療無關的不適反應，一般比較輕微，對身體危害不大，停藥後可自行消失。副作用產生與藥物特性、炮

製、配伍、製劑等多種因素有關。過敏反應也屬不良反應，其症狀輕者可見搔癢、皮疹、胸悶、氣急、重者引起過敏性休克，除藥物因素外，多與患

者體質有關。由於中藥常一藥多效能、多種作用，副作用產生固然與藥物偏性有關，更重要因為一味中藥有多種作用，治療時利用其一種或一部分作

用，其他作用便成為副作用。

指用藥後身體所出現的各種不良現象。WHO對藥物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ADR的定義：為了“預防、診斷或治療人的疾病，改善人的

生理功能，而給予正常劑量的藥品時所出現的任何有害且非預期的反應”中藥不良反應是指中藥(包括中草藥、中藥飲片)及其製劑在正常用法和用量的

情況下，產生除治療作用以外的非預期且有害於機體的反應。

結 語
藥證相符，大黃亦補 藥不對證，鹿茸亦毒，《中藥是純天然物質，無毒性，無副作用》，【中藥有病能治病，物並能強身】，<純中藥製劑絕無

副作用>，是對中醫藥認識上誤解，事實上由中藥引起毒副作用甚至死亡，自古以來確有論述。

有研究者收集1997-2006年中藥不良反應的檢出文獻量1274篇，有效文獻量905篇，1997年中藥不良反應報導52篇，2006年138篇，中藥不良反應

逐年上升趨勢。中藥用之不當即可發生不良反應，身為中醫師為病人安全，豈可不為中藥毒性應該有所認知。

標準處方要有多方面的體現

(1)能貫徹辨證論治的精神    (2)能體現正確的製法   (3)符合組方原則   (4)用量、用法、劑型都切合病情   (5)既有良好療效，又無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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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E-lear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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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課程名稱 時 數 報名費

E1 2016台北國際論壇針傷研討會 3 $    800 

E2 2016台北國際論壇經方研討會 5 $    800 

E3 2017台北國際論壇針傷研討會 3 $    800 

E4 2017台北國際論壇針傷研討會 5 $    800 

E5 許中華教授脈學12講 (含脈的禮讚精裝本) 12 $  3,500 

E6 許中華教授君臣佐使臨證用藥 12 $  3,500 

E7 台灣傷寒經方名家講座(3) 20 $  3,500 

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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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4,000 

E9 賴榮年教授婦科中西整合療法講座 12 $  3,500 

E10 盧文瑞老師運動損傷徒手療法 12 $  3,500 

E11 盧文瑞老師軟組織及骨傷徒手療法 12 $  3,500 

E12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臨床應用 24 $ 12,000 

E13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在各科疾病應用 24 $ 12,000 

E14 呂志宏老師中藥外用製劑 (A) 7 $ 1,800 

E15 呂志宏老師中藥酸痛五官製劑 (B) 7 $ 1,800 

E16 呂志宏老師滑石中藥製劑 (C) 4 $ 700 

E17 台灣中醫傷寒名家講座 (4) 20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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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 E4 課程不提供講義)開通課程上課期間90天內可多次複習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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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sea area／
Bank Name: Chang Hwa Commercial 

Bank Limited ATTN Wan Hua Branch. Swift code: CCBCTWTP502. Bank address: 304, Kang Ting Road, 

Taipei, Taiwan, R.O.C. Bank telephone number: 886-2-2306-0201. Fax: 886-2-2306-4761. Beneficiary 

name: Taipei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Account No: 5029-86-262162-00.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音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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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39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簡答題試題：請簡述中醫處方中藥配伍作用的五大原則。(內容詳見第13版)

◎ 本期可申請通訊醫學課程2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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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證書字號連同積分申請費200元繳費單於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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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撥時請於
    劃撥單通訊欄詳註繳費類別)。服務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E-mail：tp.cma@msa.hinet.net。

◎ 金匱大論壇 1套2冊 精裝本(21公分x30公分)共1012頁附典藏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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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醫師開執業暨經營大全

平裝本（15公分×21公分）  500餘頁（雙色印刷高級書面紙）

中醫師開執業／醫師開執業登記作業須知、診所設立流程、開業評估要點、診所內部格局與動

線規劃、醫療院所掛號費收費相關規定、負責醫師訓練、執業醫師注意要項。

院所經營管理篇／院所管理要點、藥局管理須知及流程、診斷書開具須知、院所經營損益平衡

分析、醫療院所稅務申報須知、醫療院所人力成本分析暨勞基法新制之因應、中醫師業務責任

險投保評估、醫糾問題因應及避免、醫療院所結束營業相關程序。

醫事相關法規篇／醫療相關法規、開執業重要法規、自費費用法規_、預收費用法規、預製藥

物法規、中藥材分類相關法規、診所陳列販售物品法規、醫療行銷法規、醫療廣告法規。

對衛福部重要函釋、常見違規事項及相關法規、醫療糾紛篇／調解案例、歷年民事判決案例。

定價3,000元/特價1,800元

定價：500元 / 特價：400元

〈其他出版品，請至公會網頁瀏覽〉

※ 訂購出版品繳費利用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0908-0909 2018本東京中醫學術大會
http://www.jtcma.org/scientific-meeting/index.html
線上報名至8/8截止：https://goo.gl/forms/8s3vpLcFznSwaMV23

．1005-1019 巴西聖保羅加拿大多倫多會議之旅
行程：https://goo.gl/i2FcND
線上報名至9/5截止：https://goo.gl/forms/SyPNZ0yIPGIt17At1

．1124-1126 第19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
線上報名至10/15截止：http://www.19icom2018.org.tw

．1218 2018香港九龍總商會80週年慶祝大會
線上報名至11/18截止：https://goo.gl/forms/Kbwqrp2RYqm5Ky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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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國際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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