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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成立賀!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成立

九十九年五月三十日本會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1講

堂舉辦”中西結合心臟醫學學術研討會”，邀請長庚中醫醫院中醫

內兒科李克成醫師主講「中醫對「心」認識源流淺探」、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張坤正主任主講「心臟衰竭的西醫診斷與治

療」、長庚大學中醫學系游智勝副教授主講「心臟衰竭的中醫診斷

與治療」、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心臟內科游致顯主任主講「周

邊血管疾病的診斷與治療」、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胸腔內科黃

涵研究助理主講「探討三黃瀉心湯對高醣引起內皮細胞損傷的保護

角色」、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心臟內科何豐名顧問醫師主講「探

討黃芩代謝物對低氧狀態下對內皮細胞損傷的保護角色」、台北市

立萬芳醫院心臟內科謝敏雄醫師主講「心律不整的西醫診斷與治

療」、台南奇美醫院中醫部許堯欽主任主講「心律不整的中醫診斷

與治療」等專題。研討會在高尚德秘書長和主持人何豐名教授的結

論下，活動順利圓滿結束。

學術研討會活動學術研討會活動

中西結合心臟醫學學術研討會中西結合心臟醫學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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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德祕書長代表理事長開幕致詞▲高尚德祕書長代表理事長開幕致詞 ▲ 主持人：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心臟內科
何豐名 教授 

主持人：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心臟內科

▲ 主持人：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院長
鐘威昇 院長 

主持人：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院長 ▲主持人：台中榮民總醫院中醫科
王人澍 主任 

▲主持人：台中榮民總醫院中醫科

▲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心臟內科
游致顯主任專題演講

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心臟內科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心臟內科
謝敏雄醫師專題演講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心臟內科

▲會員聆聽演講▲會員聆聽演講 ▲會員聆聽演講▲會員聆聽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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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煌輝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開幕致詞 煌輝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開幕致詞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 陳汶吉所長致詞▲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 陳汶吉所長致詞 ▲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腸胃內科
陳盛煊院長專題演講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腸胃內科

九十九年七月十八日本會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4講堂舉辦 ”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成

立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大會開幕儀式由王煌輝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首先致詞，並介紹出席貴賓，中

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高尚德院長與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陳汶吉所長，感謝貴賓蒞臨指導，同

時也預祝成立大會及研討會成功！會運昌隆！

學術研討會邀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胃腸肝膽科許博翔主任「幽門桿菌與消化性潰瘍、胃癌、胃粘

膜相關性淋巴癌之診療新知」、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王煌輝兼任副教授「中西醫結合治療消

化道疾病的部分優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腸胃內科陳盛煊院長「另類醫療在消化系疾病治療的

可能角色」、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高尚德院長「肝硬化腹水中醫療法探討」、台中榮民總醫院胃腸

科張繼森主治醫師「功能性消化不良之診斷與治療新知」、台中榮民總醫院中醫科王人澍主任「以台

灣草藥加強龍膽瀉肝湯治療黃疸型慢性肝炎療效之醫案報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消化內科鄭庚

申主任「西醫腹水之診斷與治療新知」、彰化秀傳紀念醫院醫研部陳明豐副院長「從中西結合醫學談

保肝之道」等專題。大會順利圓滿。

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成立大會暨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成立大會暨

學 術 研 討 會學 術 研 討 會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高尚德院長致詞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高尚德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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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簡稱世界針聯）(The 

World Federa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Societies)(WFAS)是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建立正式工作關係的非政府性針灸團體的國際聯合

組織，總部設在中國北京。世針聯的宗旨是促進世

界針灸界之間的瞭解和合作，加強國際間的學術交

流，進一步發展針灸醫學，不斷提高針灸醫學在世

界衛生保健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人類的健康做

出貢獻。

世針聯的主要任務，為組織世界針灸學術大

會、中型學術研討會和專題學術討論會；促進國際

針灸界之間的友好往來，鼓勵各種針灸學術交流；

完成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正式關係所承擔的工作，

實施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戰略；宣傳和推廣針灸

醫學，爭取各國針灸合法地位；發展針灸教育，提

高從業人員水準；開展針灸醫療服務；出版針灸學

術刊物，提供針灸資訊服務；制定和推廣有關針灸

的國際標準；為實現本會宗旨所必須承擔的其他任

務。

世界針聯由團體會員組成，包括會員和准會

員。會員和准會員必須是所在國或地區成立三年以

上擁有50名成員以上的合法針灸學會或合法針灸機

構。世界針聯現有團體會員139個，代表著48個國

家和地區20餘萬名針灸工作者。會員大會是世界針

聯的最高權力機構，執行委員會是常設權力機構，

秘書處是世界針聯常設辦事機構。中華針灸醫學會

也是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的會員，我們也積極加世

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學術大會。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WFASWFAS))的成立及發展的成立及發展

◎ 張永賢

▲ 台中榮民總醫院胃腸科張繼森醫師專題演講台中榮民總醫院胃腸科張繼森醫師專題演講 ▲研討會情形▲研討會情形

▲研討會情形▲研討會情形 ▲成立大會後理監事們合影▲成立大會後理監事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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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針聯於1987年11月22日在北京宣告成

立，第一屆世界針聯主席是胡熙明，當時他是衛生

部副部長暨中醫藥管理局局長，也是中國針灸學

會會長。王雪苔是世界針聯秘書長。11月23日即

舉辦首屆「世界針灸學術大會」。世界衛生組織

（WHO）西太平洋辦事處主任中島宏出席大會開

幕式並講話，在這次大會，頭皮針專家朱明清示範

頭皮針治療急性腦中風偏癱病人，當場站立行走，

使50多個國家代表嘆為觀止，拍手稱 ，中外報刊

競相報導。針灸當時的認識是針刺麻醉及鎮痛，進

而認識針灸治療腦中風偏癱的療效。

1988年世界針聯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88

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專題研討會為

「針刺麻醉與針灸鎮痛機轉」。1989年在北京召開

「89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專題研討會

「國際針灸教育」。

1990年12月5日世界針聯在法國巴黎召開第

三屆會員大會及學術大會。1991年世界針聯與針灸

研究所共同主辦《世界針灸雜誌》創刊。1991年在

北京召開「91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專

題研討會「針法灸法」。1992年在義大利羅馬召開

「92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專題研討會

「國際針灸研究趨勢」。

1993年11月20日世界針聯第三屆世界針灸學

術大會在日本京都召開，大主題有經絡循經感傳現

象（PSM），邀請築波科技大學西條一止教授、愛

知大學佐藤豐彥教授、韓國慶熙大學姜成吉教授、

中國福建省中醫藥研究所所長胡翔龍教授及台灣中

國醫藥大學張永賢教授作特別演講及大會綜合討

論。1994年在韓國漢城召開「94世界針聯國際針

灸學術研討會」，專題研討會「針灸臨床適應症及

其治療」。1995年「95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

討會」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召開專題研討會「針灸與

氣」。

1996年9月21日世界針聯「第四屆世界針灸學

術大會」在美國的紐約召開。1997年世界針聯在北

京召開第四屆會員大會。同年11月1日在世界針聯

與世界衛生組織共同舉辦「世界針聯成立10周年學

術大會」在北京召開。1998年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

員會決議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針聯建立正式關係。

世界針聯成為世界上唯一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正式

關係的國際針灸組織。1998年「98世界針聯國際

針灸學術研討會」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專題研討會

「針灸臨床的安全與療效」。1999年舉辦「99世

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在越南河內召開專

題研討會「跨入21世紀，服務於公共保健事業的針

灸」。

2000年11月13日在韓國漢城召開「世界針

聯第五屆世界針灸學術大會」，2001年12月13日

在新加坡舉辦「2001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

會」專題研討會「新世紀的國際針灸科研，教育與

臨床療法」。2002年11月7日在義大利羅馬召開

「2002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專題研討

會為「國際針灸臨床研究方法」，2003年9月12日

在挪威奧斯陸召開「2003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

討會」，專題研討會為「針灸循證，安全性及其應

用」。

2004年10月28-29日，在澳大利亞黃金海岸

召開「第六屆世界針灸學術大會」。2005年11月4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召開「2005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

術研討會」專題研討會為「針灸新方法，新方法，

新世界，21世紀的醫學」。2006年4月22日在印

尼巴里島舉辦「2006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

會」。專題研討會為「針灸在提高健康水準，疾病

的預防，治療和健康方面的發展」。11月24日在馬

來西亞吉隆坡，專題研討會為「中醫藥及針灸提升

中老年人的生活品質」。  

2007年10月28-29日在中國北京召開「世界

針聯成立20年暨世界針灸學術大會」。2008年11

月7日在中國北京召開「2008年世界針聯國際針

灸學術研討會」。專題研討會為「針灸與人類健

康」。

2009年11月5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舉辦「第七

屆世界針灸學術大會」。今年（2010年）11月6日

將在美國舊金山召開「2010年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

術研討會」專題研討會為「針灸研究，教育及臨床

試驗」。

中華針灸醫學會為「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的會員，以致相關每屆舉辦學術大會及每年舉辦學

術研討會，歡迎大家蒞臨參加，並積極發表論文，

並認識從事針灸醫學的專家學者，作交流與合作。

（2010年3月17日第80屆國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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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學術大會（每4年舉辦）

時　　間 屆　　數  地　　點

1987.11.23 第一屆 中國北京

1990.12.15 第二屆 法國巴黎

1993.11.20 第三屆 日本京都

1996.09.21 第四屆 美國紐約

1997.11.01 10週年 中國北京

2000.11.12-13 第五屆 韓國漢城

2004.10.29 第六屆 澳洲黃金海岸

2007.10.20-22 20週年 中國北京

2009.11.05 第七屆 法國斯特拉斯堡

世界針聯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每年舉辦）

時　　間 專　　題  地　　點

1988.9.16 針刺麻醉與針灸鎮痛機轉 加拿大多倫多

1989.9.04 國際針灸教育 中國北京

1991.11.23 針法灸法 中國北京

1992.10.22 國際針灸研究趨勢 義大利羅馬

1994.11.12 針灸臨床適應症及其治療 韓國漢城

1995.11.03 針灸與氣 土耳其伊斯坦堡

1998.11.17 針灸臨床的安全與療效 西班牙巴塞隆納

1999.11.09 跨入21世紀，服務於公共保健事業的針灸 越南河內

2001.12.13 新世紀的國際針灸科研、教育與臨床療法 新加坡

2002.11.06 國際針灸臨床研究方法 義大利羅馬

2003.09.12 針灸循證，安全性及其應用 挪威奧斯陸

2005.11.04 針灸新方法，新世界，21世紀的醫學 萄葡牙里斯本

2006.04.22 針灸在提高健康水準、疾病的預防、治療和康復方面的發展 印尼巴里島

2006.11.24 中醫藥及針灸提升中老年人的生活品質 馬來西亞吉隆玻

2008.11.07 針灸與人類健康 中國北京

2010.11.06 針灸研究、教育及臨床試驗 美國舊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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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世界中醫藥大會10月在荷蘭召開

◎ 張永賢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WFCMS）為國際中醫藥界的最高學術組織，自2003年成立，在中國

北京、法國巴黎、加拿大多倫多、新加坡、澳門和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辦共六屆國際學術大會。每一次

世界中醫藥大會約有56個國家，186個團體的專家學者代表參加，為全球中醫藥人士展示成果，交流

經驗，開闢視野的國際中藥學術平台。

本次為第七屆世界中醫藥大會於10月1-2日在荷蘭海牙世界論壇會議中心舉辦。大會主題是「中

醫藥的臨床實踐與科學研究」。展現荷蘭及歐洲國家對中醫藥醫療的需要和發展方向，中醫臨床實踐

是中醫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科學研究是中醫藥進展的後盾。歡迎大家前往參加並發表論文。

大會信息中心E-mail:www.2010wccm.com

世界針聯2010
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在美國召開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The World Federa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Societies）

（WFAS）於1987年成立，是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建立正式工作關係的非政府性針灸團體的國

際聯合組織。目前有126個會員團體，遍佈世界50多個國家。世界針聯宗旨是促進世界針灸界之間的

瞭解和合作，加強國際間的學術交流，進一步發展針灸醫學，提高針灸醫學在世界衛生保健工作中的

地位和作用，為人類的健康做出貢獻。

世界針聯每4年學術大會，而且每年舉辦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今年（2010年）11月6-7日在舊

金山舉行「世界針聯2010美國國際針灸學術研討會」，由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中國中醫科學院共

同主辦，美國中醫針灸學會承辦。今年主題為「針灸研究、教育及臨床實踐」。

研究論文徵文截止日期8月30日，電子文件送至wfas2007x＠yahoo.com.cn。論文內容包含

(1)針灸研究(2)針灸臨床(3)針灸教育(4)針灸展望(5)各國針灸概況(6)循證針灸學（EBAM）(7)針灸

與預防醫學。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並發表論文。

◎ 張永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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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西整合醫學會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擬訂於99年12月5日舉辦，大會當天同時

頒獎。

1.中西整合醫學會雜誌年度優秀論文獎

獎項：優秀論文獎一名：頒發獎狀與獎金壹萬元，佳作二名，各頒發有獎狀及獎金伍仟元。

2.中西整合醫學會會員年度學術論文獎

獎項： 學術論文獎設首獎一名，頒發獎狀與獎金參萬元，貳獎一名，頒發獎狀與獎金貳萬

元，參獎一名，頒有獎狀與獎金壹萬元。

3.請會員踴躍申請，申請日期至10月20止。

（二） 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徵求會員 ” 口頭報告論文 ” ，

每人發表15分鐘，欲發表論文的會員，將論文題目、單位、姓名等資料傳至學會。

報名截止日期：99年10月20日

（三）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已於7月18日成立，入會申請書請上中西整合醫學會網站下載，歡迎

會員加入。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第一屆理、監事當選名單臺臺臺灣中中西西西整整合合合消消消化化化醫醫醫學學學學學會會會會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屆屆屆理理理理理、、、監監監事事當當當當選選名單單單
99.07.18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理 事 長 王煌輝 理    事 柯萬盛 候補理事 蘇進成

副理事長 陳明豐 理    事 陳光偉 常務監事 邱碧瑩

常務理事 王人澍 理    事 陳建仲 常務監事 賴東淵

常務理事 高尚德 理    事 張宏州 監    事 林慶鐘

常務理事 鄭庚申 理    事 黃進明 監    事 周仁偉

理    事 何明印 理    事 鄭振鴻 監    事 黃上峰

理    事 林宏任 理    事 蕭益富 秘 書 長 賴學洲

理    事 洪業晃 候補理事 黃仁杰 副秘書長 施宜興

訊訊 息息 快快 遞遞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一致決議：

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為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之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