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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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2020，新冠病毒全球流行，多國鎖國封城，各國政經動盪，

人心惶惶不安，國際交流活動停擺。台灣超前部署成功防疫，國人在

國際艱困局勢看見曙光，在全球主要國家疫情評比，台灣防疫名列第

一，台灣經濟狀況名列前茅，彰顯出台灣人的意志及信心！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創會已屆70週年，歷經歷屆理事長卓越領導，

奠定優良的會務基礎及制度，公會在會員服務、繼續教育、健保服

務、社會公益皆具規模，在創新研究如：推動中醫學術及臨床研究計

畫、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國際交流合作、中醫國際論壇、中醫長照關懷延緩衰老失

能、會館更新擴充日益茁壯。公會會務、財務、業務，連續30餘年榮獲台北市政府評鑑

為第一組優等社團，這一份榮耀歸功於全體會員及各界長官指導及友會團體的支持協助！

感謝大家！

展望2021牛年，後防疫時期，浴火鳳凰，企盼中醫界更加團結合作，扭轉乾坤，台

灣中醫光耀全球，再創高峰！

文/監事長林源泉

正逢歲末迎新之際，大家秉著嶄新的希望，邁向2021年，源泉

在此向所有中醫藥界的先進及醫師道長拜個早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事事如意。源泉自擔任監事長一職，在公會優良、健全的體制之下，

配合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們，推動中醫藥相關法案與醫療計劃，成果

豐碩，績效斐然，在此感謝每位辛苦付出的醫師與工作同仁。

「中藥品質把關與用藥安全推廣」，多年以來，一直是公會的重

點工作項目。不管在藥材飲片中的「農藥殘留、重金屬含量」標準

訂定，還是在科學中藥「有效成分、品質穩定」的要求，公會都積極

參與政府、民間所舉辦的會議，雖然近年來進展有限，但也努力整合各界寶貴的意見，進

而形成具體、可行並令「民眾安心、醫師放心」的共識、草案或法案。未來，公會更秉持

著：「為全民健康把關」、「提升全民健康」的精神，繼續為全民謀福。

2020年相信是人類歷史上最特別的一年，由於年初新冠病毒的傳播，造成全球經濟

及日常活動的全面停擺。公會在上半年，也因此停辦許多課程或將其延後，但隨著疫情發

展減緩，與台灣防疫的卓越表現，七月國醫節大會，仍風光開幕，雖然出席現場的醫師減

少了，但公會與時俱進，利用現代網路科技及視訊，將大會精彩演講，傳播至更多國家，

參加線上視訊的醫師總數，更勝往年，這真是令人感動又振奮的消息，雖然疫情阻隔，卻

也因此發現，全球關注中醫的醫師及民眾比想像中更多。期待新的一年，公會及各位醫師

道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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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期/第 2 版醫政公文

   醫政公文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9.09.23全聯醫總富字第0721號函轉衛福部109.09.14衛部中字
   第1091861557號函：

若購買之桑白皮等中藥材有非藥用部位過多成份，請檢具藥品包裝所載廠商名稱、廠址等資訊，併附樣品乙
份，逕向衛福部中醫藥司檢舉並副知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臺北市衛生局109.09.24北市衛醫字第1093153948號函轉衛福部109.09.21衛部照字
   第1091561415號書函：

為維護診所之醫療及照護品質，及避免發生護理人員執業未登記或違法雇用非護理人員執行護理業務
之情事，請開業會員配合辦理。

．臺北市衛生局109.10.14北市衛醫字第1093156299號函轉衛福部109.10.5衛部醫字
   第1091666480號書函：

為維護診所醫療照護品質及民眾知的權利，請未配置護理人員之診所，於明顯處所揭露相關訊息，以
供民眾參考。

．臺北市衛生局109.10.14北市衛醫字第1093156297函轉衛福部109.10.5衛部醫字
   第10911666413號函：

有關醫療機構刊登術前術後之比較影像等內容，作為治療說明或衛生教育資料之輔助圖片請循醫療廣
告相關規範。

．臺北市衛生局109.10.26北市衛醫字第1093166069號函轉衛福部09.10.22衛部中字
   第1091861789號函：

中醫醫院、診所提供病人之中藥藥袋標示應依醫師法及醫療法規定載明藥品相關資訊。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109.11.13全聯醫總富字第0832號書函轉衛福部109.11.3衛部中字
   第1091861714號函：

衛福部函釋「中醫醫院診所不得將處方之中藥藥粉打錠後提供病人服用」，請確實遵照辦理。

．依據臺北市衛生局109.12.1北市衛食藥字第1093166967號函：
轉知鴻生堂未經核准擅自製造「千觔拔」及「養神湯」藥品回收案。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換照公告

依據醫師法第8條暨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7條辦理，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應於其

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屆滿前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及繳納費用到公會辦理執業執照更新作業：執業執

照正本、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完成120點繼續教育證明文件(公會可協助提

供)、執業醫師附在職證明並蓋診所大小章、負責醫師附開業證照影本、代辦人請攜帶身份證並填妥委託

書、繳納費用450元( 300元執業執照規費、150元異動費）＜公會即日起受理換照服務＞

※以下公文全文及附件請上公會網頁瀏覽www.tpcma.org.tw

2020第90屆國醫節第12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202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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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版/第 50 期 交流活動剪影

 鄭宏足十堂課教您開經方課程                          林源泉經方藥理臨床應用課程                    胡文龍雷射針灸應用課程

林高士水藥方劑臨床應用課程                              郭育誠脈診儀經方應用課程                                  診所影音我是直播主研習課程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代表出席全聯會
代表大會晚宴聯歡

2020中醫休閒防疫新生活嘉年華

台北市蔡副市長表揚優等社團
奬黃建榮理事長代表公會受獎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舉辦社團研習會邀請
黃理事長報告長照時代社團扮演的角色

公會榮獲台北市政府優等社團獎(中)  優秀會
務人員奬獎奬(右)  社團研習講師感謝獎(左) 表揚奬

玉泉里社區據點重陽敬老活動 台北市羽球盃錦標賽賽場義診服務 社區據點共餐冬令進補活動

黃理事長率理監事代表出席
109年國慶慶典活動

登山社舉辦雙北東滿山聯誼活動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出席台北市21大醫事團體
聯誼會

國醫盃羽球錦標賽聯誼餐會

  

聯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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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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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期/第 4 版台北國際論壇報導(一)

大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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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版/第 50 期  台北國際論壇報導(二)

經方研討會大會演講
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1大會廳

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吳奇教授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學博士生導師／吳雄志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副院長／賴榮年教授

日本藤門會會長／賴建守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系主任／張東廸教授

大會開幕暨特別演講
2021年3月14日（星期日）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1大會廳

衛福部中醫藥司司長／黃怡超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董事／林昭庚講座教授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名譽理事長／陳旺全講座教授

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教授

日本中醫學會理事長／酒谷 薰教授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施純全教授

中國工程院院士／吳以嶺教授

加拿大慈濟中醫門診教學中心院長／鍾政哲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院長／孫茂峰教授

世界針灸聯合會副主席.新加坡中醫師公會副會長
／郭忠福主任醫師

針內婦科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2021年3月14日（星期日）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01會議廳
大會演講貴賓及主題110.1.31公告

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21年3月14日（星期日）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AB會議廳
大會發表演講學者專家及主題110.1.31公告

世界傳統醫學學術大會
2021年3月14日（星期日）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1會議廳

Opening Ceremoney            
Jaung-Geng Lin / Yu-Cheng Kuo

Solving the Mystery of Chi (氣)and Qi (炁)
Formal 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 Si-Chen Lee 

Rehabilit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Using Yamamoto New Scalp 
Acupuncture: A Pilot Study
University of Pécs, Hungary / Hegyi Gabriella 

Methodological Invariants for 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Assessment and Surveillance
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 France / Gregory Ninot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Omics Era
University of Rome Tor Vergata, Italy / Giovanna Franconi

Meridian and Aging 
President,Meridia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lliance, Taiwan 
/Yu-Cheng Kuo

Trends in R&D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irecto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Taiwan 
/ Fang-Rong Chang 

HAR-NDS (Hyaluronic Acid-Rich Node and Duct System) 
and Stem Cells 
Eutilex and Tulane University, South Korea / Byoung S. Kwon

Integrated center for TCM and the state of regulation of 
TCM in France 
Sorbonne University, France / Alain Baumelou

Energetics in Medicine: Grow your clinical skill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disease 
The Binder Institute for Personalized Medicine, Germany / Silvia Binder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odalities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Use and Cost-
related Non-adherence to Medical Care among Older 
America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ted States / James X. Zhang

Basic Principle of Bhuta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Ministry of Health, Thimphu, Bhutan  / Dorji Gyeltshen

Insights into Ayurvedic Microbiology – from a Clinical 
microbiologist’s perspectiv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man / P. Chitra Rajalakshmi

To Treat Sjögren's Syndrom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ine University,Taiwan / Hen-Hong Chang

110年健保法規暨感染性別研習
2021年3月14日（星期日）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CD會議廳

開幕式

中醫師開業條件及執業須知 (醫務行政1小時)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員服務委員會主委／陳曉鈞醫師

實證醫學在臨床上的應用 (實證醫學1小時)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部長／陳俊良醫師

中醫總額與健保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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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醫療品質1小時)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針傷科主治醫師／蔡馥光醫師

院所感染管控作業注意要點 (感染控制1小時)

林口長庚醫院感染管制課／林均穗課長

院所常見性別議題 (性別議題1小時)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張敏玉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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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醫師
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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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期/第 6 版中醫休閒日活動報導

2020中醫休閒防疫新生活嘉年華活動報導

文／副理事長 呂文智

為因應新冠病毒後疫情時代，配合政府倡導防疫新生活，鼓勵社會民眾多從事戶外休閒活動。由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主辦，台

北市政府衛生局、社會局及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共同指導「2020中醫休閒防疫新生活嘉年華」於109年11月1日星期日假台北

市內湖區大湖公園陽光草坪舉行。  

時值立冬前夕，本次休閒防疫嘉年華活動特加上中醫元素：中醫防疫操-五禽戲、冬令養生藥膳、防疫保健茶。同時為向民眾

宣導用藥安全，現場中醫師為民眾健康把脈，認識安全中藥材，園遊會也有健保專案及健保申報諮詢服務，活動多采多姿。

上午7:30陽光普照，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已在舞台前集合先行演練中醫防疫操為活動暖身。上午8:30來自各界貴賓雲

集，報到後換上大會POLO衫，整齊劃一，朝氣蓬勃。出席大會貴賓有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立法院高嘉瑜委員、衛福部黃怡超司

長、健保署台北業務組劉玉娟組長、台北市議會張茂楠議員、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施純全教授、基隆市中醫

師公會理事長黃澤宏、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監事長陳文豐、本會名譽理事長陳志芳、名譽理事長林展弘，還有遠從台南市來參會的

翁坤炎前理事長，以及各中醫藥學會理事長。

大會開幕式由副理事長呂文智主持，大會主席由黃建榮理事長擔任，經絡拍打功暖身操在經國健康管理學院林怜俐教授帶動

下，全體與會人員活絡筋骨開啟活動序幕。黃理事長致歡迎詞後，邀請黃珊珊副市長致詞，副市長感謝三年來藉由中醫藥調養健

康，受益良多。高嘉瑜委員致詞即清唱高歌一曲，增添會場歡悅氣氛，黃怡超司長肯定首都中醫師公會辦理活動首屈一指，也是

台北市中藥商公會理事長張茂楠議員致詞期許中醫中藥合作無間，衛生局何叔安科長感謝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在防疫期間協助衛生

局發放口罩 基層診所，確保中醫診所及醫護人員安全，社會局陳科長恭賀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今年被市府評鑑為優等社團，公會除

致力會員專業提升，並參與中醫長照社會據點服務，致力社會公益，社會局邀請公會於11月26日在台北市社團研習會和各社團分

享公益服務，健保署台北業務組劉組長肯定黃理事長擔任中執會台北區分會主委致力提升中醫健保服務品質。行政院顧問也是全

聯會副理事長施純全教授肯定公會在防疫期間貼心的規劃休閒活動，辦理嘉年華會展現公會向心力。

開幕式接著由陳曉鈞副理事長帶領全體參會人員宣讀「中醫防疫健康宣言」，媒宣委員會主委陳文戎常務理事帶領全體出席

人員共同宣誓「中醫用藥安全宣導」。接著由健康推廣委員會副主委吳建東的中醫防疫養生操-五禽戲，以及由台灣華佗五禽經絡

氣功太極拳養生學會理事長李坤城醫師帶領學員展演「華佗五禽戲」、「雲水劍」為大會增色不少。

開幕式後進行分組活動：有白鷺山藥用植物解說，由理事陳天定及理事郭威鈞帶領會員到白鷺山認識本土藥用植物，會員輔

導委員會主委楊正成帶領環湖健走，感謝內湖區資深會員卓播道醫師特別客串導覽解說，常務理事陳贊文及陳文戎帶動親子活動-

踢足球聯誼，會場展示項目有歐乃慈主委、楊玉台醫師協助健保申報及專案計劃諮詢，理事蔡德豐及楊仁鄰服務民眾的中醫義診

及衛教諮詢，並有安全中藥材及GMP中藥規範解說。以及廠商提供保健器材用品展。上午10:30進入大會壓軸摸彩活動，感謝各

大藥廠及友會團體贈送豐富的獎品，為大會活動進入高潮。

本次在大湖公園舉辦中醫休閒防疫新生活嘉年華活動圓滿成功，特別感謝各級長官蒞臨指導，中醫師公會全聯會指導及經費

補助，各友會團體及各大藥廠共襄盛舉，感謝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支援救護車全程待命，感謝媒宣委員會副主委

吳建東準備藥饍及藥材供媒體拍照。感謝籌備會呂文智主委、陳曉鈞執行長、陳文戎及陳贊文兩位副執行長，以及全體理監事和

會務人員等團隊合作，在疫情時間能圓滿達成任務，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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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辨證在
男科疾病的臨床應用舉隅
台灣中醫男科學會理事長  楊仁鄰醫師

摘要

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創立了六經辨證論治的原則，奠定理、法、方、藥的理論基

礎，歷代有許多醫家認為仲景的六經辨證是針對外感熱病的過程與治療所提出的，但是也有許多

有名醫家包括柯琴等醫家認為：六經辨證是所有疾病的辨治綱領，甚至是發展出後代八綱辨證、

臟腑辨證及經絡辨證等的濫觴、準則。現代有許多學者提出婦科、腎病、腫瘤等疾病的六經辨證

論治理論應用於臨床經驗，獲得很大的迴響，雖然《傷寒雜病論》書中關於男科疾病的論述不是

很多，但其辨證思維依然為後世研究男科病開啟臨床思路，為男科疾病的辨證論治奠定基礎。男

性的生理、病理可以從六經三陰三陽過程的演變、轉歸入手，將有不同的新面貌、思惟。胡希

恕、馮世綸提倡經方治療的特點是先辨六經，繼判方證，以求方證對應。方證對應指向指方藥與

證的對應，還體現在方藥量，煎服法等多方面的對應六經辨治。

關鍵詞：六經辨證、男科、中醫

本文

『六經』理論起始於《內經。熱論》，以整體觀念為基礎，說明人體陰陽經氣的運行規律。張仲景在

《傷寒論》創立的六經辨證理論。正是繼承《內經》的學術思想，以三陰三陽經作為辨證施治的綱領，用

開、闔、樞理論和氣機的升降來說明外感熱病的發生、發展、轉化的規律。

一般認為：《傷寒雜病論》是一部專門論述外感熱病的專著，六經辨證是仲 景為治療傷寒病而確立的

行之有效的辨證方法。但柯琴提出“仲景藥法，能令百病兼賅於六經，而不能逃於之外”。陳修園說: “蓋

病變無常，不出六經之外，《傷寒論》之六經乃百病之六經，非傷寒所獨也”。《傷寒論》六經辨證提 綱

是感受風寒之邪的外感病的辨證提綱，但從特定外感疾病的辨證論治過程中體現出六經辨證提綱，具有普遍

的指導意義，既可以指導外感疾病的辨證論治，又可以指導多種內傷雜病的辨證論治。

當病邪侵入人體時，除受侵害的部位發生局部病理變化外，作為整體的人 體還會形成一種以臟腑，經

絡，氣血為核心的整體性病理變化。這種整體病變與局部病變，同時存在於疾病的整個過程中，共同構成疾

病的病理基礎。有些 疾病(如外感病)  以整體變化為主要病理基礎;  而另外一些疾病(如某些內傷雜病)則以

局部病理變化為主要病理基礎。在整個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隨著臟腑，經絡，氣血的虛實變化邪正力量

對比的變化，均可使整體病理變化與局部病理變化的主次位置發生變化。

《傷寒論》採用六經分病，乃是據疾病內在變化的分類。這種分類方法，實寓深意，是仲景的偉大創

造。辨六經病的目的是辨病之所在，即辨別“ 病 所”，這是《傷寒論》辨病理論的最大特點，也是最大優

點。正如章炳麟在《傷寒論今釋》序中所說：“ 療病者，以病所為依據者也，得其病所，則治不至於逆，



2020/12/10 2020/12/10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ISSN:2312-8763ISSN:2312-8763

第 50 期/第 8 版醫學通訊課程(二)

隨其所在而導之可矣。”不論外感病、內傷病，不論哪一科哪一種病，只要出現某經主證，就可確診為某經

病，而隨經出治，常可獲得預期療效。吳雄志根據聚類分析原理，提出六經辨證應分三步走：首先確定疾病

的陰陽屬性，以劃分歸屬於三陽或三陰；然後根據疾病的病位，明確具體經絡病變；最後根據陽經之在經在

腑或陰經之寒化熱化等表現，明確病性、病位、病證，確定證型及方藥。

《內經。上古天真論》曾將人的生命及生殖週期解釋得非常清楚，以男子為例：”岐伯曰：丈夫八

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 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

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 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 

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

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

行步不正，而無子耳。”這種週期規律實與六經的三陽三陰消長變化是一致的，只要能辨別男 科疾病的病

位(病所)，以六經辨證思維治療男科疾病是確實而有效的。

胡希恕、馮世綸提倡經方治療的特點是先辨六經，繼判方證，以求方證對應。方證對應指向指方藥與

證的對應，還體現在方藥量，煎服法等多方面的對應。六經辨治若與氣血，瘀血，痰飲，水濕等致病因素的

辨證結合，就可提升更高的療效。

茲提供六經辨證在男科疾病的臨床治療的經驗一則參考：

32 歲男性患者，近1年來，行房易早洩，不敢服補腎藥，前來就診。自述平日工作壓力大，焦慮、心

慌，眠差難入眠、眠淺，口苦、心煩易怒，脈弦細澀，舌質淡紅黯、苔薄白膩。中醫診斷：早洩，辨證屬少

陽火化證、肝膽鬱熱，陽不攝陰。治宜疏肝鬱利膽火，寧神定志。方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1.5 克合金鎖固

精丸1.5克，加枸杞、梔子、黨蔘、夜交藤、茯神各 0.33 克 (1包劑量)，服用兩週後眠差、心慌、乏力、

口苦、眼乾諸症大減，大便偏軟散，再加肉豆蔻 0.33 克，服用 1 個月後，自述眠淺易醒、大便偏軟改

善，偶眠差，行房早洩改善，時間已延長，建議盡量勿晚睡，行房增加前戲時間，目前仍治療中。

[參考書目]

吳雄志，吳述傷寒雜病論研究，2016，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 

劉渡舟，傷寒論通俗講話，1980，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謝作鋼，馮世綸教授從六經論治男科病經驗，中華中醫藥雜誌(原中國醫藥學 報)， 

2012 ; 27(10) : 2571-2573.

梁華龍，田瑞曼，《傷寒論》六經辨證的內涵與外延，河南中醫學院學報

2003 ; 18(105) ;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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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申報實務與勞動法規新觀念
張碧霜  會計師

另外，專門執業者大多需聘雇專職員工及運用部份

工時兼職員工，有關這二種不同型態的工作夥伴應注意

的相關規範與法規，近年來在勞動團體努力下產生諸多

變動，造成工作夥伴與雇主間關係諸多變化；加上勞動

部所屬勞動檢查單位嚴格執法，對專心於懸壺濟世執業

者產生困擾，除需費時協商調解外，情節嚴重者上法院

訴訟，無法專心執行業務。張碧霜會計師深深體會到專

門執業雇主們的困擾，提供勞動部配合107年3月1日勞

動基準法修正施行，彙整【勞動條件自主檢視表】，給

專門執業雇主們參考，以減少雇主們因不符合規定受到

處罰。

張碧霜會計師應北市中醫師公會邀約，針對院所每年稅務相關的申報實務與勞動法規的新觀念，提出多年深入學習

的心得與專門執業朋友分享。

專門執業者於執行業務過程中每年都要面對的稅務申報，該如何運用該行業的特殊性質與相關規範，來進行合宜合

法申報；加上，近年來國際上全面參與CRS(共同申報系統)反避稅趨勢，台灣也於民國１０６年６月２８日修定發佈執

行新版『洗錢防制法』，均全面大量運用資訊互換與數據分析，提升查緝逃避稅負，專門執業者應認真思考如何因應來

配合這個趨勢潮流。

中醫師朋友們都是秉持懸壺濟世而進入此專門執業，但自從加入全民健康保險體系後，除法規與專業規範須確實遵

守外，在資訊發達數據上傳互聯情況下，主管機關很容易透過數據交換或互聯網絡取得來自專門執業者的相關資訊。因

此，中醫師朋友們稍不注意很容易誤觸法規，遭受到相關單位要求補正與處罰，情節嚴重者尚需承擔刑事責任的困擾。

因此，從執行業務者的所得來看，它是執行業務的收入減掉執行業務的必要支出而得。依據財政部相關規定執行業

務者的收入均需設帳紀錄，沒有設帳紀錄，會運用大數據分析對執行業務者進行核課；至於，執行業務者的支出就沒有

硬性規定需設帳紀錄，但是，沒有設帳紀錄財政部就採用對執行業務者相對不利的費用率核定，課徵相對較高的所得稅

賦以充實國庫稅收。專門執業者應仔細規劃到底採用收入及支出均設帳，還是收入設帳支出不設帳，二者孰較有利？如

果在抉擇上有困難，應尋求在這方面有研究的專業會計師協助解惑，以免傷了荷包或誤觸洗錢、擔負刑責、名譽受損。

張碧霜會計師深深體會到專門執業者的困擾，辛苦努力奉獻賺取收入，確需躲躲藏藏小心花用，本於多年禮佛學習

與秉持在同理心下，我幫您，您幫我，針對每位專門執業者所面對的經營環境不完全相同，採面對面諮詢提出相對合宜

建議，協助專門執業朋友降低稅務風險及負擔，使辛苦執業所得可以正大光明、自由運用、充分享受均衡的人生，而不

是把賺來的錢只能拿來看卻不能花用。

勞動條件自主檢視表
一、自主檢視前說明：

(一)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施行迄今已逾30年，為使適用該法之雇主瞭解並遵守法令規定，落實保障勞

工權益，爰將該法檢查重點項目分列如下，由事業單位以自主管理方式，檢視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二) 本公司已置備下列文件及辦理相關事項：

1. 與勞工簽訂之勞動契約(如訂有書面契約)。

2. 勞工名卡 (記載勞工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本籍、教育程度、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到職年月日、

工資、勞工保險投保日期、獎懲、傷病及其他必要事項)。

3. 出勤紀錄 (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刷卡機、門禁卡、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

實記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

4. 工資清冊 (包括每位勞工之工資計算項目、金額及工資總額、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發給之

工資數額等事項)。

應設帳

收入

得設帳

支出

減

不設帳
大數據

不設帳
費用率

執行業
務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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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取彈性工時 (勞基法第30條及第30條之1)、延長工時(勞基法第32條)及女性夜間工作(勞基法第49條) 所需

之工會、勞資會議及勞工同意之文件。

6. 事業單位採行「加班時數以3個月總量管制（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輪班換班間隔（勞基法第34條第2

項）」及「例假七休一（勞基法第36條第4項）」彈性調整措施，應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應經勞資會議同

意；勞工人數30人以上者，應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備查。且須符合勞動基準法第34條指定適用範圍，而

第36條適用前提為指定適用行業及其得調整之條件。

7. 已為勞工投勞保。   8. 事業單位內有勞工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者，已依相關規定及指引辦理。

二、重點檢視項目：更新日期：108年3月15日

自主檢視內容 法規條款

有依規定置備勞工名卡及登記相關規定內容，並保管至勞工離職後5年。 勞基法第7條

僱用定期契約勞工(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都依相關規定辦理。 勞基法第9條

給付勞工之工資皆達基本工資（基本工資金額可至勞動部官方網站業務專區/工資、工時/歷年基本工資調整）。 勞基法第21條第1項

按約定及按時全額直接發給勞工薪資。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本公司除按約定及按時給付勞工工資外，並提供其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有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應包括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並保存5年。

勞基法第23條

勞工如有加班，都有依規定給予加班費(前兩小時按其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時薪）加給3分之1以上，後兩小時按其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休息日前兩小時按其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時薪）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後兩小時按其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與加班時間合計未超過12小時，每月加班時數總和亦未超過46小時，但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
一百三十八小時。

勞基法第24條 
勞基法第32條第2項

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或休息日加班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且依勞工工作時數計算補休時數。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
商，補休期限屆滿或契約終止未補休，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勞基法第32條之1

本公司與勞工約定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超過8小時，每週不超過40小時(如有採彈性工時，相關規定及適用行業可至勞動部官
方網站業務專區/工時（休息、休假、請假）/工時制度及工時彈性化措施介紹查詢)。

勞基法第30條第1、2、3項 
勞基法第30條之1

本公司有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另勞工每日出勤時間依規定記錄至分鐘為止。本公司不會拒絕勞工申請其出
勤紀錄副本或影本。

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
第6項

本公司有使勞工延長工時（加班）需求，並有徵得工會同意；或無工會，業經勞資會議同意。 勞基法第32條第1項

對於採輪班制之勞工，其工作班次，應每週更換1次。更換班次時，至少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
事業單位例外彈性需求，應確認為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適用範圍，且徵得工會同意；或無工會，
業經勞資會議同意，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8小時。另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須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且應公告周
知。

勞基法第34條

對於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有給30分鐘休息。 勞基法第35條

勞工每7日至少會有1日例假及1日休息日，且連續工作不超過6日(如有採彈性工時，相關規定可至勞動部官方網站「勞動法令
查詢系統」查詢)。
事業單位例外彈性需求，應確認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指定行業者，且徵得工會同意；或
無工會，業經勞資會議同意，雇主得將例假，於每7日之週期內調整之。另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須報當地主管機關備
查，且應公告周知。

勞基法第36條

國定假日會依規定給假。 勞基法第37條

勞工工作滿6個月後，已依規定告知及給予特別休假，並由勞工排定之。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
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已記載於工資清冊。

勞基法第38條

勞工之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及特別休假，雇主照給工資。且雇主經勞工個人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別休假日出勤者，應加倍
發給工資。

勞基法第39條

未僱用未滿15歲之人從事工作。
如有僱用，其已國民中學畢業或已依勞動基準法第45條無礙身心健康認定基準及審查辦法辦理。

勞基法第45條第1項

對於僱用未滿18歲之勞工，已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年齡證明文件。 勞基法第46條

僱用15歲以上未滿16歲勞工(童工)，每日工作時間未超過8小時、每週未超過40小時，未使其於例假日工作。 勞基法第47條

未使所僱用的童工在午後8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 勞基法第48條

女性勞工如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已徵得工會同意(如無工會者已經勞資會議同意)，並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措
施，且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已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

勞基法第49條第1項

女性勞工分娩前後或流產，皆依規定給予產假及產假工資。 勞基法第50條

對於選擇舊制勞工退休制度或保留舊制年資之在職勞工，於去年底估算勞退專戶餘額，餘額已足支應本年度符合退休條件勞工
之退休金數額；如有不足，於本年度3月底前一次提撥差額，並送勞退監督委員會審議。

勞基法第56條第2項

僱用勞工人數滿30人以上者，所訂定工作規則已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開揭示。 勞基法第70條

勞資會議名冊應經主管機關備查，且勞資會議代表任期不得逾4年及由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一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擔任勞方
代表。
事業單位應至少每3個月召開1次勞資會議，且須勞資雙方代表各過半數出席，決議有出席委員3/4以上同意，另僱用30人以上
之事業場所，應分別舉行勞資會議。

勞基法第83條及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對於勞工選擇舊制勞工退休制度或保留舊制年資者，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專戶存儲。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

對於適用新制勞工退休制度之勞工，已依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

其他勞動條件事項。 勞基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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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版/第 50 期 中醫男科、活用針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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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月31日起
上課地點：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週日14:00-17:30 (共4堂)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人

1/31 男性生理病理之中醫導論 楊仁鄰 醫師

3/21 太陽、陽明經辨證的病理機制、方藥解析 陳朝宗 醫師

4/18 少陽、太陰經辨證的病理機制、方藥解析 陳朝宗 醫師

5/16 少陰、厥陰經辨證的病理機制、方藥解析 楊仁鄰 醫師

楊仁鄰 醫師
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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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大學(吳雄志教授)男科六經辨證

   培訓班結業

陳朝宗 醫師
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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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大學(吳雄志教授)男科六經辨證培訓班結業

報名說明：1. 報名費6,000元   (12/30前繳費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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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  

林榮志主任活用針藥疼痛立解臨床應用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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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3樓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110年3月28日
(星期日)

09:00-12:30
13:30-17:00

臨床常見及疑難痛症-四肢篇

110年4月25日
(星期日)

09:00-12:30
13:30-17:00

臨床常見及疑難痛症-頭和軀幹篇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林榮志主任 簡介

林榮志醫師現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西整合醫療科主治醫師、科主任，大葉大學藥用

植物與保健學系之部定助理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臨床講師，同時擔任中華針灸醫學會、

台中市中醫師公會、中西整合醫學會理事職務。

林醫師師承多位名老中醫，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之臨診經驗，求醫者眾，專精以針灸治療各

種痛症，在他手下，無不立癒。

由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與傳統醫學會特別邀請林醫師擔任「活用針藥疼痛立解」之特聘講師，林醫師毫不藏私的教

學，素有口碑，將教授學員如何運用針灸穴位結合方藥於疼痛控制與治療，立竿見影，效如桴鼓。

報名說明：1. 報名費8,000元 (1/31前繳費7,000元)      2. 主辦單位會員7,000元 (1/31前繳費6,000元) 

                  3. 積分申請費100元/點 (每堂4點，可申請1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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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期/第 12 版診所影音研習課程

課程編號:110-1

廣 告

課程編號110-03  診所影音研習課程 ─

       行銷中醫DIY．我就是直播主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上課時間：110年01月10日、31日  下午14:00-17:30 (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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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師  

1/10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你需要哪些工具？

2.「為什麼想當YouTuber？」
    找到你的利基市場

梁瑜珊 講師

現任：

目映台北整合行銷影音策畫暨

社群行銷

學經歷：
．宏品中醫診所 影音製作社群行銷

．中視 消費型節目製作

．三立電視 外景節目企劃

．今周刊 影音記者

．擁有十年影視領域企劃製作經驗

1/31

3.YouTube平台簡介及實際操作

4.頻道命名、風格建立、封面圖 
   製作、版權音樂、廣告分潤

報名說明：

1. 報名費3,000元  (12/30前報名2,500元)

2. 雙人同行12/30前報名繳費優惠收4,000元

*  歡迎院所醫師、行政人員報名研習

洽詢專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02）2314-3456．傳真專線：（02）2314-0577
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註記課程編號】

課程注意事項： 

1. 本課程不收單堂學員  

2. 本課程報名後不受理退費

3. 自備智慧型手機或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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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版/第 50 期 繼續教育課程一覽表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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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4 

中醫男科疾病六經辨證

課程(共4堂)

110 /1/31、3/21、4/18、5/16

 (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6 □ 6,000元
(12/30前9折優惠)

□
100元/點

□
109-16

十堂課教你精藥物

系列課程講座 (共10堂)

109 / 10/18、11/15、12/27、

110 / 1/24、3/28、4/25、5/23、6/27  

         7/25、8/22

 (週日) 13:30-17:30  

公會14樓教育中心

40 □ 20,000元
□

100元/點

□

109-17

田安然院長經方在

腎臟疾病與急重症臨床應

用講座 (共3堂)

109/11/29、12/20、110/1/17 

 (週日) 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12 □ 6,000元
□

100元/點

□
110-01

雷射針灸臨床進階

課程講座(共8堂)

110/1/10、2/21、3/21、4/11、5/9、

       6/13、7/11、8/8 

(週日) 13:30~17:30  

公會會議廳

32 □ 16,000元
□

100元/點

□

110-02

林榮志主任活用針藥

疼痛立解臨床應用講座

 (共2天)

110/3/28、4/25  

(週日) 09:00-17:00  

公會會議廳

16 □ 8,000元
1/31前繳費7,000元

□
100元/點

□
110-03

診所影音Youtube製播工

作坊(共2堂)

110/1/10、1/31

(週日)14:00~17:30  

公會會議廳

0 □ 3,000元
12/30前繳費2,500元

□
100元/點

□
110-04

黃碧松院長特種針法

藥物結合難病應用(共2天)

110/5/16、6/20

(週日)09:00~17:00  

公會會議廳

16 □ 12,000元
3/30前9,600元

□
100元/點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手  機
<必填>

中 醫 師
證    書

 台中字第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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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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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遠端視訊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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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期/第 14 版雲端課程

課
程
簡
介

尊重版權所有
請勿複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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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3 2017 高宗桂教授針刀醫學在各科疾病應用 24 $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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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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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7 2018 譚仕馨、陳譽仁傷科徒手療法課程 20 $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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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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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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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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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期/第 16 版論壇大會報名表、通訊課程試題

首都中醫報導雜誌第50期中醫師通訊繼續教育試題
1. 醫學課程(內容詳見第7版) 試題：請簡述《本文摘要所指胡希恕及馮世綸提倡經方治療的
    特點為何？》
◎ 本期雜誌可申請109年醫學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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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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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六)09:00～17:00

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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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日)09:00～16:00
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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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廳

醫學課程12點
報名費1,000元／積分費1,200元

C
3月14日(日)10:10～16:00
110年健保法規品質研習會

．負責醫師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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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日 (星期六) □ A1醫學課程8點 □ A2醫學課程8點

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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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第91屆國醫節第13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大會時間：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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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優惠皆可申請20點積分)

                       109年12月31日前繳交2,000元；

                            110年2月10日前3,000元

◆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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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積分第幾個方案】

第4屆世界傳統與
替代醫學學術大會
2021年3月14日~16日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1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