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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校友會理事長：林昭庚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理事長:夏德椿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理事長:何明印
◎中西整合癌症醫學會理事長:高尚德

一、歡迎新會員入會: 本月有5位會員加入學會，今年度共有7位會員入會。
二、提醒繳交常年會費:
1.本會常年會費$1,200
2.2018年及今年度(2019年)未繳費者，須繳清兩年會費共2,400元。
3.會費繳交方式 :
a.郵政劃撥：21511322 戶名：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
b. ATM匯款:銀行代號:700 轉入帳號:0010 學會匯款帳號:21511322
*本會匯款帳戶尚未更名，正式更名後將另行通知*
4. 繳費期限：2019年12月31日
5. 會費有效期間：以年度計算，2019年度會費有效期間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三、108年度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專案小組
第一次會議
本會由葉家舟理事代表出席此會議 ，本會將持續出席
相關會議。
四、官方網站(https://cwm.org.tw/)之會員專區已建立，
會員登入專區後之功能:
1.查詢並修改會員個資料。
2.查詢本會教育積分。
3.閱讀中醫整合醫學雜誌。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謹啟

一、登入網址: https://member.cwm.org.tw/login
二、登入資訊:
1.請以您的 “會員編號”登入，密碼預設為您的 “會員編號”。
2. 第一次登入後，系統會自動要求您更改密碼。
3.修改密碼後請以新密碼再次登入系統。

*相關資訊請至p2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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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右方為登入後之首頁，可看到您於學會所取得
的積分訊息。

四、選單如上圖:可從選單中查看中西整合醫學雜
誌、中西整合醫學會積分紀錄及修改您的聯絡資訊。

中醫在空污保衛戰的角色
開創中醫上呼吸道醫療新藍海市場之實戰課程(一)
時間

研討主題

08:40-09:00
09:00-09:10

主講者
報到

引言致詞

09:10-09:50

精研草本淨鼻法介紹暨實作課程

09:50-10:40

三伏貼(穴位貼敷)之臨床應用及製作方法實戰課
程
雷射針灸之基本應用與呼吸道病毒感染後嗅覺
異常之臨床操作課程

11:00-11:50
11:50-12:10

綜合討論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洪裕強 常務理事
嘉義長庚耳鼻喉科
張耕閤 醫師
高雄長庚中藥局
王芬郁 藥師
高雄長庚中醫針灸科
黃博裕 主任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蔡明諺 副秘書長

 本會會員(有繳交年費者): 課程費用3,000元(含耗材與操作機器)
 非本會會員: 課程費用3,500元(含耗材與操作機器)
 醫學生（含見實習生）: 課程費用2,000元，請出示學生證。
全程出席本課程之中醫師可申請:
1.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3點(300元)、
2.中西整合醫學會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3 點(300 元)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jibNybCGAFjddBnL2
報名須知:
1.報名截止日：108年4月17日(三)止。為利於後續行政作業，請於截止日前報名。
2.學生請於報名後email學生證影本。
3.繳費方式: 請於4/17日(三)前劃撥繳費，再傳真或email郵政劃撥收據影本。
郵政劃撥：21511322 戶名：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
聯絡人: 陳小姐 電話：04-2205-3366 #3119 傳真：04-2207-7140 Email: society.cw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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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台中慈濟醫院神經醫學中心主任、兼任手術室主任
-教育部部定副教授
-慈濟大學兼任副教授
-中台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美國神經外科醫學會會研究醫師
學歷：
-中興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系碩士

林英超
Ying-Chao Lin

經歷：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外科醫師
-國軍台中總院神經外科醫師
-署立豐原醫院神經外科主任
-台中慈濟醫院神經外科主任
-台中慈濟醫院疼痛中心主任
-台中慈濟醫院教學部副主任
研究領域: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腦部腫瘤及外傷手術
中醫和西醫都是治療人體的疾病，恢
-脊椎微創及內視鏡手術
復身心靈的健康。是相輔相成，甚至
-三叉神經痛手術
是互補的角色。若能完全整合，必能
-腕隧道手術
成就完全之醫療
-腦血管瘤手術
-中藥成分在腦腫瘤效果之細胞實驗
-醫務管理

現職:
-宏樺中醫診所院長
-台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理事
學歷: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
-中國醫大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
-中山醫大醫學研究所博士研究

張宏州
Hung-Chou Chang

經歷: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中西合作醫療中心住院醫師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中西合作醫療中心總醫師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中西合作醫療中心主治醫師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中西整合醫療科創科主任
-教育部部定講師
-中醫師公會第23屆理事
研究領域:
-中西醫學整合臨床治療
-腸道菌叢與益生菌
-中醫舌診臨床運用
-脂肪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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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本學會提供了一個讓中西醫學專家
們相互切磋琢磨的平台，不僅可以
學習世界醫療最新進展，同時交換
中西醫學臨床研究心得，形成最佳
的臨床治療指引。在這裡，我看見
中西醫學整合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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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鼻腔做做花草SPA 鼻涕不倒流
文／張耕閤、吳清源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49366
「醫師，為甚麼我一直咳，都不會好？」常有病人抱怨反覆流鼻涕，總覺喉嚨癢，有痰卡住，一直想咳嗽。其實很多病患經耳鼻
喉科醫師檢查後，多為鼻竇炎且有鼻涕倒流的現象，而這些症狀總是反反覆覆，不容易痊癒。
正常情況下，鼻內的正常分泌物本來就會沿著鼻咽部，經喉嚨流到食道，不會有任何感覺。但若過敏或發炎（如鼻竇炎），會讓
鼻腔分泌物變多及濃稠，此時流入喉嚨，就會覺得好像有痰卡在喉嚨，這時就稱為鼻涕倒流了。治療方法就是將這些黏稠分泌物
以及所沾附的細菌、灰塵或過敏原等清除掉，更進一步保護鼻咽黏膜，這樣就可有效改善鼻涕倒流的症狀。

鼻涕倒流。（照片提供／張耕閤、吳清源）
洗鼻 居家護理好選擇
在居家護理方面，在很多醫學論文及耳鼻喉科治療準則上，建議洗鼻是很好的選擇。但是看似簡單的洗鼻動作，實則有大大的學
問：從洗鼻器的握法、水溫的控制，甚至節奏的掌握等小細節，猶如交響曲的每個音符一般，只要少了一個，就無法成就流水般
美妙樂章！所以最好經由有受過訓練的醫護人員教學，才能減輕洗鼻時的衝擊、酸悶感，取而代之的是鼻腔內如SPA般的享受！
在中醫的角度，很多中醫古籍中就有用中藥放入鼻腔來治療相關疾病。像有些鼻竇炎患者在本院醫師評估及建議下，定期使用草
本鼻腔清潔液規律清潔鼻腔後發現，鼻涕倒流的症狀即明顯減少，同時在耳鼻喉科醫師的內視鏡檢查下，鼻涕倒流明顯消失，鼻
腔也恢復乾爽。
更重要的是，減少生理食鹽水的苦澀、輕微刺激感，取而代之的是，淡淡花草香味滑進鼻腔，進而流入咽喉。整個鼻咽猶如被花
草溫泉包住，享受著溫暖且香甜的鼻腔花草溫泉SPA！
若有反覆喉嚨癢或相關鼻病的病人，一定要找合格的中西醫師仔細檢查並評估。經醫師評估可以的話，用醫師建議的方法來保養
鼻腔。記住，有病一定要看醫師，這樣才是最好的保養方法！
（作者分別為嘉義長庚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嘉義長庚醫院中醫科主任）

Treatment of Acute Rhinitis with a Nasal Spray containing Tramazoline and Essential Oils: A Multicenter,
Uncontrolled, Observational Trial
Katona et al.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Allergy(2015) 5:38
IF:3.539 Rank: 13/27 (Allergy)
Abstract
Background: In this observational trial, data were collected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tolerability/safety of a nasal spray containing
tramazoline and essential oils (trade name Rhinospray® Plus) used for symptomatic treatment of acute rhinitis due to common
cold.
Methods: The trial was performed in 300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who were to be treated with Rhinospray® Plus for up
to 4 times per day for up to 10 days. Primary endpoints were the change from baseline to final visit in the mean of three single
symptom scores (blocked nose, sneezing, and runny nose) and the mean improvement in two quality-of-life parameters (ability to
perform normal daytime activities and quality of sleep).
Results: A total of 108 children, 30 adolescents and 162 adults were treated with Rhinospray® Plus. No patient discontinued
prematurely. There was a mean reduction of 2.0 ± 0.6 (standard deviation) in nasal symptom scores from baseline to final visit;
297 of 300 of patients (99.0 %) reported an improvement. The mean value for improvement in quality-of-life parameters was 1.3
± 0.5. Improvement in daytime activities was reported by all 300 patients (100.0 %) and in quality of sleep by 292 patients (97.4
%). Effectiveness and tolerability were rated as ‘very good’ or ‘good’ by 95.4 % and 97.4 % of patients, respectively; the
investigators rated effectiveness and tolerability as ‘very good’ or ‘good’ for 97.4 % and 100.0 % of patients, respectively. No
adverse events were reported.
Conclusions: Community-based patients reported a relief in acute rhinitis symptoms and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as a result of treatment with Rhinospray® Plus. Treatment was well-to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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