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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校友會理事長：林昭庚 

◎中西整合醫學會理事長:夏德椿 

◎中西整合癌症醫學會理事長:高尚德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理事長:何明印 

1.本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訂於2018年12月9日(星期日)於中國醫藥大學舉行，此次學術活動含壁報

論文(Poster)徵稿 ，壁報發表規則、評審辦法及投稿報名相關訊息:https://goo.gl/forms/15tFfcwzcwRuCvsU2 
為提升學術論文研究風氣，以提供學術研究交流平台，並鼓勵學生及本會會員投稿，本次研討會不向學生及本會有
效會員收取報名費用。 
評選辦法 
•壁報論文組：由評審於研討會當日早上10點起進行評比，大會將擇優選出3篇參展壁報，每篇核發獎金新台幣3000元及
獎狀1張，並於學會之會刊登表揚，若評選成績不佳，該獎項得從缺。 

 

•口頭報告組： 
每位入圍者有10分鐘的時間(報告8分鐘報告，最後2分鐘為討論時間)，大會將評選出前三名，評審標準包含報告者之臺風、
口頭報告表達能力、口頭報告時間控制、與聽眾之互動、簡報製作完整度及美工設計等。 
第一名  新台幣8,000元  
第二名 新台幣5,000元  
第三名 新台幣3,000元  
 

2. 原本預定於8月份舉辦之陳榮洲教授暨名譽理事學術傳承研討會活動更改為其他活動，造成不便，深感抱歉。 
 

3.本會獨立舉辦之中西整合專科醫師考試將訂於12月9日舉辦，相關報名訊息將於近期正式公告。 
本會之中西整合專科醫證書為「本學會為推廣中西結合醫學教學及研究， 促進中西醫學發展與應用所辦理之相關繼
續教育課程及考試所核發之證書，非衛生福利部規劃中之專科醫師證書」，特此公告。另外，學會也有持續參與醫
策會辦理的「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相關會議會，將會另外公告相關的會議記錄。 
 
 

4.歡迎新入會會員:今年至8月底,共6位新會員入會:會員3名;永久會員3名。 
 

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 秘書處 謹啟 

論文(Poster)徵稿相關訊息  

mailto:society.cwm@gmail.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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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建置癌症中西醫日間照護整合醫療模式之成果發表】
學術研討會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Y7YA7wYsXnMeefRD3 
 
本研討會無報名費，可申請: 
1.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 
2.中西整合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 
 
時 間:107年10月21日（星期日）上午8:30 ~ 13:00 
地 點: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兒童醫院6樓紅廳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主辦單位: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大高雄中醫師 
                公會、嘉義縣中醫師公會、台灣中醫醫學會、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高雄榮總傳統醫學科  

【中西整合醫療應用在重症病房照護】學術研討會 
時 間:107年10月14日（星期日）上午08:00~12:15  
地 點:彰化基督教醫院 第二醫療大樓11F連瑪玉學術講堂(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研討會相關資訊:免報名費;可申請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及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院 
協辦單位: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彰化縣中醫師公會、中西醫整合醫學會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台灣中醫診斷學會 
 

相關訊息詢問電話（04）723-8595轉4229施小姐或賴小姐 

【陳俊明中醫師臨床婦科學精進課程】 
 
時 間:107年11月11日（星期日）上午 
地 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https://goo.gl/forms/Y7YA7wYsXnMeefRD3
https://goo.gl/forms/Y7YA7wYsXnMeefR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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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復健部部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豐原分院醫務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碩士班教授兼系主任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士 
 

經歷: 
-中醫學院針灸研究所所長 
-中醫學院國際針灸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研究領域: 
-復健醫學 
-針灸學 
-輔具 
-物理治療、疼痛治療 
-Acupuncture Science and Clinical research. 

-Myofascial Pain. 

-Rehabilitation.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醫學不分中西醫，救人的方法越多越好 

周立偉  

Li-Wei Chou 

學會職位: 
常務理事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教授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醫學士 
 

經歷: 
耶魯大學藥理學院訪問副教授 
高雄長庚醫院中醫部部主任(教授級主治醫師) 
高雄縣(大高雄)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研究領域: 
中醫藥 
針灸 
分子生物 
臨床試驗 
Cancer molecular biology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中西整合醫學會歡迎您的加入 

黃升騰 
Sheng-Teng Huang 

學會職位: 
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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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妥瑞兒、過動症 中醫有良方 
Reference: 自由時報 ／林惠琴  2018-08-10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23383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昨召開記者會，說明中醫可利用電針搭配行為療法、使用特定中藥材的科學中藥等方式，治療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妥瑞氏症，臨床觀察發現，患者使用後，病症獲得緩解，成為另一種治療選擇。 
電針搭配行為療法 可緩解過動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醫師林舜穀表示，國外已有研究證實，使用電針搭配行為療法可緩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電針穴位包
含頭部的本神、神庭、印堂，太陽、百會與四神聰，身體的肝俞、脾俞、腎俞，以及足部的太衝與太溪，可刺激腦部血流量與細胞活性，
進而提高情緒的穩定性，同時再搭配行為療法，引導患者認知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他人不適，可如何轉換注意力，或嘗試其他調整方式
等。 
林舜穀指出，國外研究讓患者接受12週相關療程發現，改善注意力不集中、活動量過多的情況，追蹤半年復發率僅約2成，較對照組近5
成明顯降低。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媒宣主委陳潮宗補充，臨床觀察發現，針灸前述穴位一樣會有改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效果，只是電針
成效更強。此外，中醫古籍早有相關病症論述，像是過去針對念經老是坐不住的小和尚會使用天王補心丹，能夠紓解情緒，也可用於治
療過動兒。 
特定中藥材 能改善肢體抽搐 
在妥瑞氏症方面，林舜穀說明，國外研究也證實，使用平肝熄風的天麻、鉤藤，重鎮安神的龍骨、牡蠣，調和氣血止痙攣的芍藥、甘草，
以及益氣生津的黨參、麥冬、五味子組成的科學中藥，可改善肢體抽搐與異常聲音的症狀。林舜穀強調，國內中醫也將相關方法用於治
療妥瑞氏症上，確實發現有成效，成為另一種治療選擇。 

 
 
 

 
 
資料來源：中醫藥司  107-08-14 
https://www.mohw.gov.tw/cp-16-43278-1.html 
邇來，迭次接獲中醫師詢問某些中醫專科醫學會所辦理「專科
醫師研習班」，完成培訓者是否即可取得部定中醫專科醫師證
書一事，為避免造成中醫團體及各界誤解，本部特此說明中醫
專科醫師制度規劃情形。 
為培育具有實證研究與專科教學能力之中醫人才，本部業於106
年評選中醫內科及針灸科作為優先推動專科科別；今(107)年委
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辦理「中醫專科醫師制
度建構計畫」，輔導中醫內科醫學會及中華針灸醫學會研訂兩
專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專科醫師訓練機構認定基
準」及「訓練計畫審查基準」等規範，並將於年底遴選兩專科
訓練場所，進行兩年專科醫師訓練試辦計畫；未來中醫專科醫
師訓練，將以認定醫院為訓練基地，非以課程教授方式，特予
澄清。 
 

查目前各中醫專科醫學會為提升醫學教育品質及學術研究能力，
辦理中醫相關專科研習課程，並核發該會認證證書，與本部部
定專科醫師證書，並無關係。本部將責請中醫專科醫學會辦理
專科相關課程時，應適時說明，避免學員誤解。 

中醫專科醫師訓練課程開始採認了嗎? 

【肺癌新國病系列報導】 

免疫療法使不同類型晚期肺癌可受惠 治療拼圖更完整 

Reference: 2018-08-21 商業週刊 
https://health.businessweekly.com.tw/AArticle.aspx?id=ARTL000118889&utm_source=face
book.com&utm_medium=social&utm_content=health&utm_campaign=content 
 

今年6月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上，免疫療法再度成為焦點，
年會上發表了上千篇關於免疫療法的研究成果，關於台灣「新國病」肺
癌的免疫治療，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部副主任夏德椿表示， 
目前ASCO建議肺癌治療的4大主軸是： 
1、檢驗肺癌細胞型態，確認是屬於哪一種型態的肺癌。目前台灣非小
細胞肺癌佔大宗，肺腺癌佔約65%、鱗狀細胞癌約15％、大細胞肺癌約
小於10%，而小細胞肺癌也約小於10%。 
2、檢驗肺癌基因的生物標記，確認是否有EGFR、ALK、ROS1等基因
突變。 
3、檢測PD-L1蛋白質表現量是否≥ 50%。 
4、檢測腫瘤突變負荷量（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 
免疫療法可及早於第一線單獨使用或併用化療 
夏德椿指出，肺癌治療已經進入了「精準治療」的免疫療法時代，目前
台灣臨床上大多只做到前3項檢測，因為TMB檢查必需用到次世代基因定
序，不但病人的組織量檢體量要夠，而且費時2周以上、自費高達15萬
元。以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為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只要一經確診就
會採取檢體透過切片染色進行基因以及PD-L1的檢測，以幫助醫師取得全
面資訊進行後續的醫療判斷。 
若腫瘤具有基因突變會以標靶治療為主，而不具特定基因表現型的患者
則可以再看PD-L1的表現量決定後續的治療方式。台灣具有EGFR或ALK基
因突變的病人大約佔所有肺癌病人的6成左右，若再扣掉ROS1等其他較
少見突變的病人，則大約有35%病患可能適合做免疫治療，但若又要符
合蛋白質表現量PD-L1≥50%的病患，則只剩下3分之1，也就是大約有1成
多左右適合第一線單獨使用免疫治療。 
PD-L1<50%的低表現量患者，免疫療法搭配化學治療也可以作為患者的
第一線的治療選擇。而若第一線使用化學治療或是標靶治療後失敗的患
者也可以在二線使用免疫療法，雖然反應率平均只有15~30%但也比傳統
化療的10%高很多，可以替患者帶來一線生機。夏德椿醫師也強調因為
免疫療法會喚醒自己的免疫細胞對抗癌細胞，免疫細胞一旦被免疫療法
喚醒後就會產生記憶，所以即使停藥免疫細胞仍會持續作用、對抗癌細
胞。 
免疫療法可及早於第一線單獨使用或併用化療 
夏德椿指出，肺癌治療已經進入了「精準治療」的免疫療法時代，目前
台灣臨床上大多只做到前3項檢測，因為TMB檢查必需用到次世代基因定
序，不但病人的組織量檢體量要夠，而且費時2周以上、自費高達15萬
元。以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為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只要一經確診就
會採取檢體透過切片染色進行基因以及PD-L1的檢測，以幫助醫師取得全
面資訊進行後續的醫療判斷。若腫瘤具有基因突變會以標靶治療為主，
而不具特定基因表現型的患者則可以再看PD-L1的表現量決定後續的治療
方式。 

台灣具有EGFR或ALK基因突變的病人大約佔所有肺癌病人的6成左右，若
再扣掉ROS1等其他較少見突變的病人，則大約有35%病患可能適合做免
疫治療，但若又要符合蛋白質表現量PD-L1≥50%的病患，則只剩下3分之
1，也就是大約有1成多左右適合第一線單獨使用免疫治療。 
PD-L1<50%的低表現量患者，免疫療法搭配化學治療也可以作為患者的
第一線的治療選擇。而若第一線使用化學治療或是標靶治療後失敗的患
者也可以在二線使用免疫療法，雖然反應率平均只有15~30%但也比傳統
化療的10%高很多，可以替患者帶來一線生機。夏德椿醫師也強調因為
免疫療法會喚醒自己的免疫細胞對抗癌細胞，免疫細胞一旦被免疫療法
喚醒後就會產生記憶，所以即使停藥免疫細胞仍會持續作用、對抗癌細
胞。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部副主任夏德椿強調肺
癌治療已經進入了「精準治療」的免疫療法時代，
免疫療法可用於非小細胞肺癌病患包括第一線、第
二線或是與化學治療併用，可以帶給晚期肺癌患者
一線生機。不同類型肺癌皆有機會使用免疫療法，
即便稱為「肺癌孤兒」的鱗狀細胞癌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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