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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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新任主委黃建榮理事長
和卸任主委洪啓啟超理事長交接儀式

新型冠狀病毒於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爆發，在中國大

陸各省蔓延，鄰近亞洲的日本、韓國、新馬、台灣，甚至美、

加、歐洲義大利、德、法、西班牙、伊朗，全球五大洲無一

倖免，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中醫要如何介入防治和西醫共同

對抗疫情，成為台灣公衛體系的重要課題。面對嚴峻複雜的疫

情，中西醫雖是不同的醫療體系，各有優勢，更應相互補充，

取長補短，建立有效的救治機制，共同打贏新型冠狀病毒，控

制疫情，提升臨床救治效果，以保障社會民眾的生命安全。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20年3月宣佈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已經成為世界大流

行傳染病。3月初新型冠狀病毒全球確診病例突破16萬例，已超越2003年「非

典」SARS疫情的8100例確診病患數量。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公會為確保

會員醫療安全，向台北市政府爭取提供醫療用口罩、防護面罩、隔離衣，也協助

會員添購護目鏡、額溫槍、消毒用酒精，同時主動製作防疫文宣，讓會員們看診

無虞，為台灣防疫及醫療盡一分心力。未來如何讓中醫提供國人優質的醫療品

質，除了提升專業性、加強實證探討與全球化發展，目前正推動讓中小學健康促

進課程加入中醫養生保健相關內容，透過教育，建構對中醫藥的正確認識及運用

之道，也讓民眾健康獲得更大保障。

今年317國醫節邁入第九十屆，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原訂3/14-15舉辦的國醫

節系列活動，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至7月4-5日召開第90屆國醫節慶祝大會及

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將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大會主題

「中醫實證與全球化」，在六個會場發表50餘個專題演講。感謝衛福部與全聯

會的指導協助，大會精采可期，屆時歡迎各縣市公會理事長蒞會指導，並歡迎全

國中醫師踴躍出席共襄盛舉。

黃建榮理事長應邀出席社會福利基金會舉辦春節聯
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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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重要訊息

   醫政公文  

．中醫師全聯會109.1.8(109)全聯醫總富字第141號函：

檢送衛福部1090103衛部中字第1091860010號函「總統府公報中醫藥發展法」。

．中醫師全聯會109.2.7(109)全聯醫總富字第196號函：

會員於申報健保費用、藥品明細時，務必核實申報門診日劑藥費、藥品明
細，並請減少向保險對象收取自費之科學中藥品項。

．中醫師全聯會109.2.7(109)全聯醫總富字第219號函：

請加強宣導並提醒所屬會員，對於交付病人之所有藥品，其包裝標示應確
實遵循醫療法、醫師法、藥師法，以及相關法規命令等規範辦理。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09.2.20北市衛醫字第10931089712號函：

為落實與推動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請開業會員執行與推動「109-110年診

所版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並申請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帳號。

．中醫師全聯會109.2.24(109)全聯醫總富字第244號函：

檢送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90207健保醫字第1090001213號公告暨「全民

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中醫師全聯會109.3.3(109)全聯醫總富字第258號函：

檢送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90226健保醫字第109120066C號公告暨「支付

標準表修訂」等中醫部分。

   衛福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平台專案認證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於108.12.31榮獲衛福部109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方案研發單位認證。方案編號:CL-01-0486

中醫藥長照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研發與人才培訓研習
時間：109.4.19(日) 12:30-17:30    

地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報名費：1,100元(含研習證書及午餐)。座位有限。

積分費：若需積分，另繳400元4點積分申請費。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uPphU4Uq3ByD9BNw9 

報名期限：109.4.15(三)12:00截止。一律線上報名QR code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院所研習會

中醫提升慢性腎臟病照護品質計畫視訊課程       
時　間：109.3.29(日) 8:00 - 12:30

地　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主　題：慢性病的中醫、針灸治療、腎病計畫申報作業、

            慢性腎臟病的西醫分歧與治療

報名費：500元 (沒有積分)。  ◎ 座位有限

報名網址：http://bit.ly/2W7Fd23 

               一律線上報名 or QR code 掃描

報名期限：109.3.25  12:00 截止

聯絡電話：02-2314-0277 

               詳細請見網站內容

中醫院所感染管控標準作業研習會課程
時　間：109.4.19(日) 8:30 - 12:40

地　點：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主　題：無菌觀念，病毒防範，N95口罩、防護面罩、手套及

            防護衣等實務操作演練及看診作業流程規範。

報名費：1,000元(含4點積分)。  ◎ 座位有限

報名網址：http://bit.ly/3bgj5qX

              一律線上報名 or QR code 掃描

報名期限：109.4.15   12:00截止。

聯絡電話：02-2314-0277

               詳細請見網站內容

主題：針對健康、亞健康、輕度失智失能的長者，研發「中醫教

你預防失智失能：中醫氣血順暢、中醫控制常見病、穴道按摩、

肌力練功、藥膳茶飲」照護方案內容，培

訓在社區推廣的師資人才。獲頒本次認證

的師資人才，可以優先至各縣市社區關懷

據點授課。

黃理事長出席衛 衞生局召開防疫物資需
求協調會議

黃理事長出席台北市醫師公會召開武
漢肺炎緊急應變會議

張茂楠議員召開中醫參與長照座談會
與會有啓衛生局黃局長社會局陳局長及
公會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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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47 期 台北市衛生局智慧用電補助／稅務座談會

109年診所執業稅務暨相關業務講座
時　　間：109年3月29日（星期日）下午14:00~17:20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研討主題：稅務申報解析．診所穩健經營的稅務眉角

主 講 人：會計師 張碧霜 講師

萊博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實踐大學會計學講師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顧問

說明：

本會會員報名費200元‧非會員400元；

行政人員200元。全程出席之中醫師可申請品質教育

積分4點 (積分申請費400元)。

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0577。

報名繳費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 請註記報名稅務講座 )

臺北市醫療院所暨藥局智慧用電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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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期/第 4 版防疫專欄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防疫專欄
疾病管制署致醫界通函第392號
全國醫界朋友，您好：

因應中國大陸武漢地區發生肺炎疫情，且目前是肺炎、流感好發的季節，為防範疫情於醫療機構內傳播，疾管署籲請各位

醫界朋友，於執業過程中提高警覺，並落實以下措施：

一、對於急診檢傷與疑似呼吸道感染之門診病人應落實「TOCC」機制，確實詢問並記錄旅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別(Occu

pation)、接觸史（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等資訊，並遵循相關感染管制措施，及時採取適當的隔離防護措施。

二、於門診、急診區域主動提供或協助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病人或陪病者佩戴外科口罩。

三、門、急診區域應有病人分流看診機制，在門、急診規劃通風良好的診間與檢查室，以作為分流看診區域；候診室應維持通風

       良好，並妥善安排病人就診動線，提供需進行評估、診療或採檢之用。

四、於門診、急診區域與醫院入口張貼明顯告示，提醒就醫民眾與陪病者，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請佩戴口罩候診，並於就診

時務必主動告知醫師近期是否曾前往中國武漢地區旅遊史等資訊，以利醫師建立正確診斷。

五、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應確實遵循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如有咳嗽和打噴嚏等症狀，應於照護病人時全程佩戴口罩並加強手部

衛生；若有發燒和出現急性呼吸道症狀或癥候時，應在家休養，並主動報告單位主管，落實健康監測與管理作為。

2.

 

 

 

 

六、如診治病人出現嚴重肺炎，發病前10日內曾有中國武漢地區之旅遊史，可至疾管署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選

擇「其他」，並於「其他病名」欄內填入「不明原因肺炎-具中國武漢旅遊史」，同時採集咽喉擦拭液、痰

液、血清送疾管署檢驗。

年關將近，我國與中國大陸地區民眾通商、旅遊及返鄉活動更趨頻繁；為降低肺炎、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於

醫療機構內傳播之風險，請各位醫界朋友落實TOCC問診及執行相關感染管制措施，以保障就醫民眾安全與醫

療照護工作人員自身的健康。

       感謝您與我們共同維護全民的健康安全。

新冠肺炎
防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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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47 期  防疫專欄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成立防疫小組，製作防疫

文宣提供會員張貼於診間，衛生福利部、台北市

政府衛生局、中醫師全聯會的防疫公文及公告PO

在公會官網，並透過行政區通訊Line通訊群組供

會員參閱。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自2月3起，配發基層診所

防疫醫用口罩、N95口罩、防護面罩、隔離衣。公

會皆透過LINE及手機簡訊通知會員領取，領取清

單依市府衛生局規定，每天須回報衛生局。

公會為協助

診所防疫，協助

會員代購酒精、

護目鏡、額溫槍

，共同抗疫，確

保中醫服務安全

品質。

黃理事長向衛生局爭取提供醫療機
構執業醫師醫用口罩及防護面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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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期/第 6 版台北國際論壇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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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項     目

0704 09:00-17:00 201大會廳 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經方特別演講

0704 09:00-17:00 2F 川堂 2020台北國際中醫藥資訊展

0704 18:40-21:00 201大會廳 大會外賓歡迎晚宴

0705 09:00-16:00 2F、3F、4F 川堂 2020台北國際中醫藥資訊展暨學術壁報展

0705 09:00-15:30 201大會廳
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開幕式
第90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特別演講

0705 16:30-18:00 201大會廳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19屆第2次會員大會
暨第5屆中醫杏林獎表揚

0705 10:00-16:00 301會議廳 針內婦科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0705 10:00-16:00 402D會議廳 中醫健保法規感染性別暨負責醫師訓練研習會

0705 10:00-16:10 402A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成果暨新知研討會(一)

0705 10:10-10:40 402B會議廳 中醫藥臨床研究成果暨新知研討會(二)

0705 14:00-16:30 203會議廳 第90屆國醫節暨中醫總額20週年成果展記者會

0705 14:00-14:40 203會議廳 中醫總額開辦20週年座談會

0705 19:00-21:00 201大會廳 第90屆國醫節暨創會70週年會員聯歡晚會

201大會廳／經方學術暨臨床應用研討會 (A課程)  2020年7月4日(星期六) 08:50-17:00

大會開幕．主席及來賓致詞

吳氏免疫針灸結合經方治療疑難疾病的最新研究與

臨床實證／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副校長  吳奇教授

圍絕經期中醫調治
／台灣中醫婦科醫學會創會理事長  徐慧茵醫師

血崩病患行經期的中醫療法/保產無憂方的運用經

驗分享及禁忌／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  賴榮年教授

以中醫基礎理論解讀傷寒論條文之迷及其臨床應用

舉「四逆散」「白虎加參湯」與「炙甘草湯」為例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系主任  張東廸教授

2020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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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大會廳／大會開幕暨特別演講 (B課程)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09:00-16:30

大會開幕式．政府首長及各國來賓代表致詞．合影

台灣中醫藥事業新的里程碑-中醫藥發展法
／衛福部中醫藥司司長  黃怡超教授

針刺深度探討—安全深度、得氣深度、臨床有效深

度／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  林昭庚教授

中醫治療失智症新思維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名譽理事長  陳旺全講座教授

中醫藥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對策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  蘇奕彰教授

深度學習與人工智能在預防癡呆中的作用--面向未

來的中醫藥的創新研究
／日本中醫學會理事長  酒谷 熏教授

中醫藥對心血管疾病併發症防治之研究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施純全教授

中藥治療過敏性鼻炎之免疫調節實證研究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主任  楊賢鴻教授

針灸於憂鬱症的治療與療效評估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院長  孫茂峰教授

401會議廳／針內婦科臨床應用學術研討會 (B課程)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10:00-16:30

開幕式

京畿道韓醫師會不孕計劃報告
／慶熙meerae韓醫院代表  金濟明院長

雷射針灸特色及臨床治療優勢
／台灣中醫醫學會理事長  胡文龍教授

低能量雷射於中醫醫美的應用
／台灣中醫美容醫學會理事長  陳潮宗教授

經方治療冠心病的應用策略與優勢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吳龍源教授

脈診與經方的科學化
／中華全球經脈臨床醫學會理事長  郭育誠教授

動筋針法與肌筋膜鬆解
／美國紐約自然針灸健康中心  陳德成院長

骨髓炎中醫治療／義大醫院中醫部部長  蔡金川教授

針刀結合星狀神經節針刺治療頸源性頭痛的臨床研
究／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  高宗桂教授

肩鎖關節脫位傷科治療探討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黃蕙棻教授

台灣中醫學院教育在中醫典籍課程規劃現況與展望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系主任  林宜信教授

慢性腎衰竭中醫藥治療
／馬來西亞中醫經典學會副會長  謝裕元醫師

402A會議廳／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I)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10:00-16:00

開幕式

老年人進行3個月太極拳訓練後肱動脈僵硬度，血
流動力學和血脂的變化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副教授  呂萬安醫師授

龍膽瀉肝湯在肝病之實證醫學研究
／保生堂中醫診所院長詹永兆醫師‧台北醫藥大學楊玲玲名譽教授

臨床中醫常用經痛方劑之實證醫學研究
／台北醫藥大學萬芳醫院婦產部‧藥學院生藥學科許淳森、
   徐慧茵、楊玲玲

醫院中西整合癌症治療模式之初探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  陳麒方主治醫師

中醫療法降低了貝爾麻痺後中風的風險：全民健保
資料庫研究見解

TCM therapies reduced the risk of stroke after 
Bell’s palsy: An insight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 Graduate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Scienc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唐吉利 Gil Ton
北宋《本草圖經》蘇頌千歲紀念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榮譽教授  張永賢教授

鼻腔攝影儀在鼻傷寒雜病論有關太陽病辯證及用藥
／全球孫思邈醫藥研究院執行院長  宋和乾醫師

運用山元式新頭針療法治療帕金森氏症之病歷報告
／醫心堂中醫診所院長  高資承醫師

中藥鐵螯合劑之研發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消化內科主任  吳明順助理教授

402B會議廳／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II)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10:00-15:30

大會開幕

男科疾病的六經辨證思維探討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楊仁鄰醫師

中醫體質分類判定標準與臨床應用研究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井慧如醫師

建構中醫失智症日間照護模式
／彰化基督教醫院中醫部主任  黃頌儼醫師

臨床醫源病與不良反應通報考察：以小柴胡湯為核
心的分析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  瞿瑞瑩主治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中醫急症處置計畫流程建構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  王宏銘醫師

Incidence of Cellulitis following acupuncture treatments 
in Taiwan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  王品軒醫師

禁針穴針刺法與靜脈雷射治療眩暈症 
／里安診所院長  韓建國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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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醫學在糖尿病之整合臨床研究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  楊玲玲名譽教授

蒙古大黃抗氧化、螯合鐵離子及抗肝癌活性之研究
Antioxidant, iron chelating and antihepatoma ability of 
Mongolia Rhubarb／Ganbolor Jargalsaikhan Liver Center, 
Ulaanbaatar Mongolia 

402D會議廳／109年健保法規暨感染性別研習會
                 ／負責醫師訓練課程 (C課程)
2020年3月15日(星期日)10:00-16:00

開幕式

中醫師開業條件及執業誤區須知 (醫務行政1小時)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員服務委員會前主委羅明宇醫師

實證醫學在臨床上的應用 (實證醫學1小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傳統醫學科主任黃中瑀醫師、
   皮膚科主治醫師黃愉真醫師

中醫參與長照2.0政策與展望 (衛生政策1小時)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長期照護專案規劃委員會 陳運泰主委

中醫門診健保專案畫  (衛生政策1小時)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資訊組組長 歐乃慈醫師

院所感染管控作業感控議題-手部衛生、咳嗽禮儀
及個人防護 (感染控制1小時)
／林口長庚醫院感染管制課  林均穗課長

醫療常見兩性問題 (性別議題1小時)
／長庚醫院中醫部婦科主治醫師  陳曉暐醫師

院所常見醫學倫理及醫糾案例 (醫學倫理或醫療法規1小時)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中西醫整合科主任
   陳建宏醫師

1. 出席本場次課程的醫師經課後評量可取得教學醫院基本訓練
7個學時課程認證。含醫務行政、實證醫學、衛生政策、感
染管制、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學時。(如需教育積分請於論
壇C課程註冊繳費) 

2. 報名費1,000元，如已報名出席台北國際論壇C課程免再交報
名費。 

第一天
行程

台北車站東三門喜相逢→台鐵月台搭乘莒光號82車次前往瑞穗→午餐瑞穗春天酒店→富源
森林遊樂區~蝴蝶谷→光復糖廠→宗泰食品-阿美麻糬觀光工廠→花蓮搭乘莒光號81車次→
晚餐鐵路便當→甜蜜的家 

06:45-07:00 台北車站東三門→台鐵月台搭乘莒光號82車次→花蓮瑞穗

07:15-10:59

早餐
帶著愉悅好心情，搭乘莒光號專車，欣賞沿途東岸美景，享用知名營養早餐 〝阜杭豆漿〞，配著車窗外明媚
風光，海闊天空的景色，歡樂列車揭開前進花蓮悠閒旅程的序幕。

12:00-13:30
午餐

【瑞穗春天酒店】國際廳 午宴，會場挑高五米無柱空間，非凡大氣的用餐環境，視野寬闊一覽無遺，為

年度旅遊聯誼大大加分。

14:00-16:00

【富源森林遊樂區】為花蓮瑞穗必推秘境，堪稱蝴蝶的故鄉，擁有多條林間步道、吊橋、瀑布，及知名

賞蝶泡湯的蝴蝶谷。在每年3~8月是蝴蝶谷最佳的賞蝶季節，來到這裡能遇見青帶鳳蝶、端紅蝶、蛇目蝶等

30多種蝴蝶翩翩起舞。在3~5月、9~11月間，還能夠欣賞黑翅螢及台灣山窗螢，每當夜幕低垂，點點螢光

在草地林間閃爍飛舞，總是令人讚嘆不已。漫步於園區中，參天高大的樟樹林，深深吸進一口帶有樟木香的

芬多精，展開一場與大自然的對話。園區內險峻的溪谷地形十分壯觀，溪中錯落有致的巨石，湛藍的富源溪

蜿蜒而下，在巨石間洶湧奔騰，走在吊橋上，欣賞這番美景與龍吟瀑布，不妨來趟親子自然生態學習之旅。

16:30-17:30 【光復糖廠】不下車。

18:38-21:16

晚餐
結束一天的行程搭乘莒光號81車次返北→晚餐鐵路便當→帶著滿滿的回憶結束歡樂假期→甜蜜的家。
~約定下次再相會喔~

一日遊團員結束行程返北

17:30 二日遊團員 →入住一房難求的瑞穗春天酒店→享受飯店設施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109年會員自強活動

富源森林遊樂區蝴蝶谷生態之旅
活動日期/一日遊：8月9日(星期日) / 二日遊：8月9~10日 ( 星期日 ~ 一 )
集合時間/109年8月9日(星期日)上午06:45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三門→台鐵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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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20:30

晚餐
【瑞穗春天酒店】歐式自助式晚餐—悠閒享受浪漫晚餐，都市的塵囂與緊張忙碌全都置之腦後，想想這樣

的夜晚是不是粉幸福啊！

第二天
行程

瑞穗春天酒店→光豐公路→北迴歸線遊憩區→午餐巴哥浪船屋→豐濱天空步道→宗泰食
品-阿美麻糬觀光工廠→花蓮搭乘莒光81車次→晚餐鐵路便當→甜蜜的家。～約定下次再
相會喔~

08:30-10:00

早餐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https://www.grandcosmos.com.tw/
睡到自然醒→任性享用豐盛自助式早餐→打卡、拍照、分享瑞穗春天酒店的早晨，享受酒店極盡奢華的設施
→AM10:0離開瑞穗春天酒店→開啟第二天的行程~
瑞穗春天酒店～裝潢誇張奢華佔地兩萬坪，歐風莊園城堡建築外觀令人驚艷，大廳的挑高空間以及家庭房裡
的溜滑梯，豐富的親子遊憩設施包含「金色水樂園」、「黃金湯」、「休閒會館」、「小旅人樂園」、「童
趣屋」、「電競室」、「圖書室」、「兒童超跑俱樂部」、「夜間市集」、「主題遊園×泡湯之旅」！美麗
的綠景公園、永恆教堂更是處處充滿異國風情！全台擁有最多樣房型，可提供多元旅宿體驗，這樣的國際觀
光休閒度假飯店，真的令人期待體驗。

10:00-12:00

【北迴歸線遊憩區】台灣一共有三個北回歸線標，分別在嘉義水上鄉、花蓮舞鶴台地、豐濱鄉。這座北

回歸線標碑，潔白的地標坐擁海岸山脈與太平洋的美景，常常吸引了許多遊客來此打卡拍照、休憩，但是你
知道為什麼這座北回歸線標碑中間會有一條細縫嗎？北回歸線就是指北緯23.5°，象徵熱帶以及溫帶的分界
點，最明顯的就是台灣北回歸線以南主要種植的熱帶作物鳳梨以及釋迦，以北主要的溫帶作物茶及水稻，而
夏至中午時分陽光會正好射入北回歸線標的縫中，此刻塔旁的遊客即可體驗太陽下無影子的奇觀！所以經過
除了來此拍照做個紀念，也可以閱讀解說牌了解四季的奧妙！

12:00-13:30

【巴哥浪船屋】～無菜單料理
巴歌浪(Pakelang)在阿美族語中是一種儀式，透過到海邊或溪邊捕魚過程，讓悲哀或歡樂付諸流水，回歸正
常生活。位於花蓮、台東交界的「巴歌浪船屋」，是阿美族的爸爸哈旺和兒子里艾共同經營的民宿和餐廳，
離海僅50公尺，船屋昂首航行的外型和海上真正的漁船輝映成趣。巴歌浪得天獨厚地擁有海天一色美景，在
山的臂彎、海的懷抱中，南洋椰影搖曳，前方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地上還可以露營。美景當前，最讓人意外的
是，這裡竟然還有不輸高級餐廳的美食，在海風吹拂下，伴隨著浪濤聲入耳，是場感官的美食饗宴。

18:38-21:16

晚餐
結束一天的行程搭乘莒光號81車次~(車程時間18:38-21:16)返北→晚餐 鐵路便當→帶著滿滿的回憶結束歡樂
假期→ 甜蜜的家。  ~期待下次再相會~

說明：

一日遊費用

團費每位2,600元 (含遊覽車、門票、保險、早、午、晚餐)

1.1. 會員：優惠免收團費；報名繳交2,000元保證金，出席活動當天退還。

 2. 會員攜伴第一人優惠價繳交 1,700元；第二位眷屬、親友起每位2,600元。

3. 三歲以下（106.8.10以後出生）幼童不佔車位、餐位，每位300元。

二日遊費用

團費(含：遊覽車、門票、住宿、保險、早、午、晚餐)

2人房，團費每位8,000元，會員本人優惠價交：4,500元

3人房，團費每位7,800元，會員本人優惠價交：4,300元

4人房，團費每位 7,300元，會員本人優惠價交：3,800元

【兒童團費：6~12歲兒童：5,000元(佔車、餐位，不佔床)。3~6歲兒童：1,500元(佔車位，不佔餐位、床

位)。3歲以下(106.08.10以後出生)之幼童不佔車、餐位每位500元】

【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二日遊費用以實際團費全額計費】

報名方式

本次活動240人為限(額滿即截止報名)，為利於火車包車申請，請以正楷詳填報名表4月30前傳真繳費單據及

報名表。為免向隅請，儘早報名繳費。繳費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

榮，本會傳真專線：(02)2314-0577，或 E-mail: tinaanna3689@yahoo.com.tw

【註記：報名自強活動，報名參加自強活動之會員行前敬請繳清至109年6月底常年會費】

備　　註

1. 繳交團費後因個人因素而無法參加活動，退費標準如下：

    A. 出發日前15天通知無法參加，每位人員扣除行政費500元後，退剩餘款項。

    B. 出發日前10天到14天，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團費40％，退剩餘款項。

    C. 出發日前9天到3日，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扣團費70％，退剩餘款項。

    D. 109.08.06至活動當天，通知無法參加活動者，請恕無法退費。

     取消報名，滙款退款手續費30元請自付。

◎ 小小叮嚀：參加者當天請著輕便休閒服裝、布鞋、休閒帽、攜帶防曬用品及輕便雨具

【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人 

  員每位一律費用為2,600元】

報名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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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劉渡舟大師經方思維治療婦科疑難雜病的經驗分享
                                                                                                                                      文／北京杏園金方國醫醫院院長 薛啓鉅夫

摘要：中醫既能治功能性疾病，也可治療器質性病變

中醫論病，“精於氣化而略于格物”，西醫則是“詳於行跡而拙於氣化”，

這是中西醫明者的共識，更是客觀事實！然中醫以其古為今用，西為中用的兼融智

慧，確得實踐中證實，中醫治病方法既可改移造化，亦能轉變形態。今天僅就個人

師從劉渡舟老師學習古之婦科第一良方——溫經湯的心得體會，來談談關於中醫既

能治功能性疾病，也可治療器質性病變的認知觀點。和同道分享和討論。                   

【關鍵詞】劉渡舟、溫經湯、婦科疑難雜病、多發性粘膜下子宮肌瘤方 

前言：

中醫治療婦科病，概其要者，總不離經、帶、胎、產四端，古今醫家皆以此為辨（病）證著手之

綱目。若按現代醫學之分，則以功能性與器質性兩者之分為多。二者各有所長，亦各有所限。若能

以中醫望、聞、問、切與西醫之查融合診斷，則誤診、漏診少矣。若固執一端，皆難於滿足現代臨

床之需也。

一、從臨床實案談溫經湯治療多發性粘膜下子宮肌瘤

董女士，47歲，北京人，園林工作者

求診主訴：

每次月經淋漓10-20天方止，已近一年時間。

病程經歷：患者自結婚起二十年來懷孕5次，在婚初前幾年因工作關係連續三次行人流術，第四胎足月

剖宮產一女嬰。在兩年前，又一次行人工流產手術。術後月經一直量多有血塊，也曾請西中醫多方調治，均

以“功能性子宮出血”診斷治療。其間三次採用刮宮止血術，其症狀得以暫時緩解。就在此次求診前一年，

董女士月經36-40天一行，每次行經先是暴下如注，4,5天后則淋漓15-20天，經中挾有類似於幹血渣狀血

塊。近二次經月不止，此次行經一直延續至此次求診時刻，複用中西藥物及刮宮術治療，時有暫效，到下次

經行仍一如既往。

在前5個月經市婦產醫院診為“多發性粘膜下子宮肌瘤”，建議切除子宮手術治療、患者恐懼手術，經

人介紹，遂來我院求診中醫治療。

1. 從治療多發性粘膜下子宮肌瘤實案談溫經湯的方證識要

刻下診見：

除前述月經症狀外，腹診中脘，臍周至小腹涼硬，行經第一天則腹痛較甚，後逐漸減輕。平素白帶較

多，腰腿痠倦，神疲倦怠。手心發熱，乾而不潤，口唇乾燥，望診可見面色黃白不澤，舌體瘦小，舌質淡

嫩，舌尖微紅，苔薄白，脈沉細滑而無力。

治療經過：

劉老據脈證診為，氣血不濡，充任失稟，則淋漓為病。其誘因為頻繁流產，傷其肝膽、沖任、氣血、生

理之常。此因正合《金匱》“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之病機。

少腹冷痛為宮寒，手心發熱，唇口乾燥均為氣血失濡之候，面色黃白，脈沉細滑無力，知氣血皆虛，從

其病史結合刻下脈證所見，其證情皆與溫經湯方證對應，治當溫經止漏，和血益氣，處以方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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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茱萸 8g    川芎9g                    白芍12g      當歸 9g      紅參 9g

炙甘草 9g    阿膠（烊化）9g        丹皮  9g      麥冬 30g

薑半夏 9g    炮薑10g                  桂枝  9g

2. 還原實案臨證思路過程

特別要說明的有三點：劉老在使用溫經湯時參用經驗，一般氣血虛不甚者，用黨參。氣血虛極者，常用

邊條紅參，最多用到15g；第二是麥冬特別要重用，20g、30g均屬常見。劉老語曰：凡用溫經湯，必須重

用麥冬以滋肺胃津液，以復津血的流失，還能通心脈而益榮，又可塩製吳萸、桂枝生薑之溫燥，以免耗陰。

這是劉老多次強調用是方的要義。還有一點，就是病人若服溫經湯後頭暈、咽乾、口舌潰瘍，兼見心煩等副

作用出現時，劉老皆會減阿膠用量，增麥冬用量，屢得應手之效。

服上方四劑，月經已是點滴血量，五劑終止，六劑手心熱除，唇口已不燥。月經止後，白帶仍然偏多，

婦科B超所見，陰道內仍有大量分泌物和盆腔積液。同時伴有小腹墜痛，腰骶酸沉。其舌質較前略增血色，

苔白而潤，脈沉細弦。劉老在原方基礎上，將炮薑改為乾薑5g加炒白朮20g，茯苓12g，澤瀉12g，囑服六

劑複診。

患者複診喜曰：“劉老啊，吃了您的藥後，我覺得全身輕鬆，尤其是小肚子和腰部就好像卸掉了千斤重

物一樣的輕快。白帶也基本上正常了。這回我想請您給我治療一下子宮肌瘤了。我相信您一定能把肌瘤給消

掉。我可怕這麼早就沒有子宮了。”

劉老用溫經湯原方將白芍改赤芍9g，加桃仁9g，雲苓12g，生牡蠣18g，生鱉甲9g，先後據證微調藥

物，連續用藥兩月餘，已完全沒有自覺症狀，經行正常。經兩次B超複查，未見子宮肌瘤蹤跡。西醫婦科醫

生檢查後，歎之曰：

從醫數年，臨床僅見此一例，深為服膺。

（1）有聞必錄——捕捉大師臨證“一語真傳”

本案臨床思路回顧：

我在隨師侍診有一習慣，就是喜問老師臨證思維過程。這一習慣的養成，主要是得益于陳可冀老師當年

指導我（隨名師侍診）應“有聞必錄”一語真傳。隨著見聞的積累，我又得悟出“當究原委”。也就是說，

凡在隨師診見精彩醫案和老師的只言要義，一定要及時追問“老師當時是怎麼想的”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

此時千萬不可僅憑自己所學所知一點固化見識去與名師的神思對號入座。我的體會，大多時候，但凡一些名

家的經典案例，都比我們一般水準的學生輩所想的要簡單的多，這也就是“化繁為簡，舉重若輕”的真義。

結語：正如施今墨老師所教導：“執成方以治病，湊症狀以

          命證，醫家所不能求也！”

參考文獻：

1.《施今墨醫學全集》

2.《祝諶予臨證用方選粹》

3. 《金匱要略心傳-祝諶予課徒實踐錄》

4.《聽老中醫說中醫》

5. 《國醫薛培基》

黃理事長率團參訪北京杏園衞金方國醫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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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109-09 王秀女院長婦科不孕臨床講座(Ι)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

上課時間：4月12日起週日14:00-17:30    

報名說明：報名費6,000元(共4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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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109-12 陳文戎傷科診治技巧講座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中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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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起週日上午14:00-17:30(共3堂)

報名說明：1. 報名費6,000元(4/20前8折優惠；5/20前9折)  

                   2.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可申請12點) 

注意事項：1. 課程僅限30人報名2.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時 間 主　題  上課地點                                            王秀女 院長

4/12 不孕中醫也可行～中醫臨床分享 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4/19 月經病中醫治療～欲孕必先調經 台大景福館／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5/3 多囊性卵巢與卵巢早衰 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5/10 子宮內膜異位症 台大景福館／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6/7 證病結合治療不孕症

6/14 不孕症科中及水藥治療

6/21 助孕養胎快樂多注意事項

6/28 產後病症治療

時 間 主 題 / 講 師 講師經歷          楊仁鄰 醫師          陳朝宗 醫師

8/2 男性生理病理之中醫導論 / 楊仁鄰 醫師 楊仁鄰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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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朝宗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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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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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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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109-11 

王秀女院長婦科不孕臨床講座(Ⅱ)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     

上課時間：6月7日起週日14:00-17:30

報名說明：報名費6,000元(共4堂)

                  4/15前繳費4,800元優惠；5/5前繳費5,400元優惠

時 間 主　題

6/21 概論篇：宏觀與微觀下的傷科

7/19 技術篇：針推灸罐

8/16 診治篇：常見的傷科疾病診治技巧

陳文戎 院長
．翰林中醫診所院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中華中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博士

．王秀女中醫診所院長

．桃園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女中醫師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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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針灸臨床應用研習講座
- 傳統與科技完美結合　臨床治療再添利器 -

課程編號109-10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灣中醫醫學會

上課時間：5月17日起週日下午13：30~17：30(共6堂)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公會會議廳

時 間 主　題 講 師 經 歷 

5/17 雷射針灸原理與減肥 胡文龍 教授
．高雄長庚醫院中醫部副主任

．台灣中醫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針灸醫學會理事

．大高雄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國際疼痛研究學會會員

6/14
．雷射針灸診斷與探穴
．精神神經系統疾病

8/23 五官科疾病、呼吸系統疾病

9/13 ．骨骼肌肉系統疾病．雷射針灸鎮痛效果

10/18 例說雷射針灸於內科臨症之應用

林煥章 醫師 

．鵲慈中醫診所院長

．87年中醫特考考試及格

．中國醫藥學院臨床訓練班結業

．大台中中醫師公會第25屆監事、

   第26屆理事

11/8

．雷射針灸治療運動傷害

．上下肢運動傷害實作

．亞奧運隨隊經驗分享

郭純恩 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中醫針灸科主治醫師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駐診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中醫臨床教師

．美和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Cochrane Library中文化譯者

．台灣中醫醫學會理事．中華針灸醫學會專科醫師暨永久會員

．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肌內效協會認證

報名說明：報名費12,000元(3/30前早鳥價10,000元；4/15前優惠價11,000元)；積分申請費100元/點(每堂4點，共可申請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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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會議廳

上課時間：9月13日起每月第二週日上午(09: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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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說明：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榮。【請註記課程編號】

                 洽詢專線：02-23143456 ‧傳真專線：02-23140577

課程編號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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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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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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109-13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現代醫學系列課程

 -中西醫結合免疫治療病毒及癌症講座-
新冠狀肺炎中醫預防與治療的科學解析&癌症治療中醫新觀點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黃庭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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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起每月最後一個週日下午13:30-17:30 (共6堂)

時 間 主　題 講 師

5/31

中醫未病先防、扶正祛邪和免疫學的相關性
1. 近代免疫學即將改變人類對付病毒和癌症的治療模式 
2. 癌症也是傳染病嗎？癌症與病毒的距離
3. 臨床應用治療癌症末期的扶正治療

劉紹祥 博士
李岳倫 博士
陳博聖 醫師

6/28

A 中醫用藥防禦新冠狀病毒的三個關鍵
B 從傷寒論直中太陰，論述『新冠狀病毒肺炎』病程防治

1. 改變細胞的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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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論述COVID-19的特性，論述脾胃相表裡關係。
    茯苓、冬蟲等真菌用藥的中醫免疫醫學新觀點

劉紹祥 博士
陳博聖 醫師

7/26
A 中醫和西醫間的合作橋樑—科學解釋中醫醫理

1. 中醫論治『癌因性疲憊』中醫治療腫瘤的臨床應用
2. 體質和腫瘤微環境的關係 / 用科學解析中醫治療癌症的智慧

林源泉 醫師
李岳倫 博士
劉紹祥 博士

8/30
給中醫師的第一把槍『扶正祛邪』

A 治療的新策略／B免疫學觀點開創中醫癌症新療法
     1. 免疫提升，就足夠了嗎?   2.免疫訓練、免疫記憶、免疫忠誠度

劉紹祥 博士
陳博聖 醫師

9/27

給中醫師的第二把槍『與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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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癌症西醫療法個別論述    2. 開刀好不好、標靶不定靶  
   3. 化療藥一段時間後為什麼沒效

林源泉 博士
陳博聖 醫師

10/31
給中醫師的第三把槍『全人醫療』
A中醫治癌新策略／B腫瘤微環境開創中醫癌症新療法
1. 調體質的生理和病理學意義  2. 種子和泥土效應

林源泉 醫師
李岳倫 博士
劉紹祥 博士
陳博聖 醫師

報名說明：1. 報名費12,000元 4/10前繳費8折；5/10前繳費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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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源泉 醫師

陳博聖醫師

劉紹祥 博士

李岳倫 博士

講 師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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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2020繼續教育課程一覽表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 時數
積分
數

報名費
積　分
申請費

109-05   額滿 

林源泉經方藥理解析及臨

床應用研習課程(共6堂)

4/26、5/17、6/21、7/26、

8/23、9/27 (週日) 09:00-12:30

公會會議廳

24
□

8,000元

□
100元/點

109-07

筋膜解密進階課程(共3堂)

3/29、4/19、5/24 (週日)

13:30-17:30公會14F教育中心
12

□
12,000元

□
100元/點

109-08

李蔡榮各系統疾病臨床醫

案分享講座(共4堂)

9/13、10/11、11/8、12/13 

(週日) 09:00~12:30 公會會議廳
16

□
6,000元

(7/10前8折優惠)

□
100元/點

109-09   額滿

王秀女院長不孕臨床治療

講座(I)(共4堂)

4/12、4/19、5/3、5/10

 (週日)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
6,000元

□
100元/點

109-10

雷射針灸臨床應用課程講

座(共6堂)

5/17、6/14、8/23、9/13、

10/18、11/8(週日)13:30~17:30

公會會議廳

24

□
12,000

(3/30前早鳥價
10,000元)

□
100元/點

109-11

王秀女院長不孕臨床治療

講座(II)(共4堂)

6/7、6/14、6/21、6/28

 (週日)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
6,000元

(4/5前繳費4,800元)

□
100元/點

109-12

陳文戎傷科診治技巧課程 

(共3堂)

6/21、7/19、8/16

(週日) 14:00-17:30

公會14F教育中心

12

□
6,000

(4/20前早鳥價4,800元)

□
100元/點

109-13

中西醫結合免疫治療癌症

及病毒講座(共6堂)

5/31、6/28、7/26、8/30、

9/27、10/31

(週日)13:30-17:30 公會會議廳

24
□

12,000
(4/10前早鳥價9,600元)

□
100元/點

109-14

中醫男科疾病六經辨證課

程(共4堂)

8/2、9/6、10/4、11/1

(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
6,000

(6/1前早鳥價4,800元)

□
100元/點

109-15

林高士水藥方劑的臨床應

用與經驗傳承II(共4堂)

9/13、10/11、11/8、12/13 

(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
6,000

(7/10前早鳥價4,800元)

□
100元/點

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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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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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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期/第 16 版國醫節國際論壇大會報名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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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如何運用溫經湯治療子宮肌瘤臨證思路》

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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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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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註記通訊積分) 服務電話：(02)2314-3456。

A
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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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日)09:00～16:00

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二)

內婦科、針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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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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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 (星期六) □ A1醫學課程8點 □ A2醫學課程8點

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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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星期六)、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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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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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優惠皆含20點積分)

                      109年1月10日前繳交 2,000元
                        109年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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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論壇大會申請20點積分報名費4,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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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雲端學院課程
隨時代腳步，中醫上雲端，隨時可上線，功力E大增。
名師大彙集，授課不藏私，畫面不漏接，學習E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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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前報名單課程8折優惠、報名2個課程以上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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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多次研習。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建榮  (請註記課程編號代碼) 課程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