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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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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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會員加入學會，今年度共有12位會員入會。
二、登入學會官網之會員專區後可閱讀中醫整合醫學雜誌。
登入網址: https://member.cwm.org.tw/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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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會line群組成立，敬請各位加入，以便
即時收學會發送之訊息。
http://nav.cx/cYC1wrk

四、年會日期訂於12月22日(星期日)，地點訂於中國醫藥大學。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年會增加【青年潛力
學術研究獎】鼓勵45歲以下醫師投稿，相關訊息會稍後公告。
五、本會會員住宿優惠:學會與台中卡爾登飯店簽約，會員可享住宿優惠，詳情請洽秘書處。
目前簽約之飯店:
1.台北:兄弟大飯店
2台中:卡爾登飯店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55號)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61號)
相關優惠訊息請於官網查詢: 會員住宿優惠(點我開啟連結)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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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慈濟年會 中醫專題研討會【中西醫整合神經醫學】
時間: 2019年09月22日(星期日) 8:00~12:00
地點:台中慈濟醫院第一院區5樓階梯會議室
時間

主題

講師

08:00-08:20
08:20-08:30
08:30-09:00

林欣榮 院長

幹細胞技術神經醫學應用

花蓮慈濟醫院
09:00-9:30

李育臣 主任

針灸應用在週邊神經系統疾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針灸科
09:30-10:00

座長

報到
貴賓致詞

溫崇凱 院長

頭皮針於神經醫學應用

溫崇凱中醫診所
10:00-10:30

夏德椿 理事長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副主任

何宗融 副院長
花蓮慈濟醫院

Break
王健豪 主任

10:30-10:45

東部某綜合醫院民眾使用民間草藥狀況之探討

10:45-11:00

從古典針灸角度談腦中風的診察與治療

11:00-11:15

Acupuncture therapy improves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Decreased Risk of Dementia Among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Receiving Acupuncture
Treatment: A Population-Base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中風急性期之中西合治新探

花蓮慈濟醫濟醫院

高允中 醫師
關山慈院

11:15-11:30

11:30-11:45

謝伯駿 醫師
台北慈濟醫院

曹榮穎 理事長
台中市中醫師公會

王人澍 副院長
台中慈濟醫院

阮膺旭 醫師
大林慈濟醫院

黃仲諄 副主任
台中慈濟醫院

11:45-12:00

陳建仲 主任

綜合討論

台中慈濟醫院






2019年慈濟醫學年會官網http://tcmfaa.tzuchi.com.tw/TCMF2019/index.php/agenda
年會主題為「為生民立命，醫學人文愛」
年會時間: 9月21 (週六) ~ 9月22日(週日)假台中慈濟醫院舉辦
報名連結: https://www.surveycake.com/s/PvADm

中西整合醫學雜誌為本會於1999年5月創刊之學術刊物，截至今年6月已
出刊至第二十一卷第一期。雜誌不僅提供研究成果發表之園地，更是學
術交流與合作之重要媒介，期待各位學者專家，繼續踴躍提供稿件，以
充實本誌內容並提昇品質。
2018年7月8日第三次理監事會議通過，投稿後經本雜誌編輯委員會給予
接受函之稿件將給予稿費:
 Original article 10,000 元/篇;
 綜論 8,000 元/篇:
 Case report:2,000 元/篇。
投稿 E-mail：society@cwm.org.tw

投稿辦法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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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小兒推拿研習班【兒童生長常見疾病】

主辦單位:中醫兒童及青少年健康促進協會
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兒科 、台灣中醫兒童暨青少年科醫學會、台
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台灣中醫臨床技能學會、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時間: 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 9:30~17:00
地點: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大樓三樓第一會議(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報名方式:
STEP1.線上報名 http://tinyurl.com/y6nmkoqx
STEP2.繳交報名費
郵政劃撥帳號 :22830221 ，戶名: 中醫兒童及青少年健康促進協會
•
•
•
•
•
•
•

本課程報名費用3,500 元
108/09/30 前報名可享早鳥優惠 3,000 元 。 需完成 Google表單繳費才享有早鳥優惠。
課程 採小班教學，人數有限，請即早報名，繳費後不予退費 。
本課程可申請中 醫師繼續 教育 積分 5 學分 100元/ 點 。
全程參與者將授予小兒推拿研習時數證明。
連絡電話 : (04)2205 3366 分機 3317 (9:00 ~18:00) 吳恩婷小姐
來信至 tcmpedconsult@gmail.com
※本課程全程嚴禁錄音錄影，敬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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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顧問醫師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輻射生物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醫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士

林宜信
I-Hsin Lin

學會職位:
監事

經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研發長，教師發展中心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長庚大學專、兼任教職
-長庚護理專科學校、明道大學、義守大學專、兼任教職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主任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任委員(2002-2009)
-考選部典試委員、衛生署研究計畫、農業委員會研究計畫審查委員
-經濟部科專計畫、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國家品質獎(SNQ)審查委員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委員兼中國醫學教育小組召集人
研究領域:
中醫內科學
家庭醫學
老人醫學
過敏學
臨床試驗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中西醫整合嘉惠民眾，
中醫藥現代化引領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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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教授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台灣中醫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台灣中醫醫史文獻學會理事長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蘇奕彰
Yi-Chang Su

學會職位:
監事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基礎學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系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中醫藥展示館館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所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所主任
研究領域:
-中醫體質及辨證學研究
-中西醫整合研究方法
-免疫風濕疾病及癌症研究
-中醫暨整合醫學教育研究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中西醫整合是現在進行式，以謙
虛、客觀、思考、溝通、試驗、
修正來接近整合的目標，靠大家
持續、接棒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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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負責醫師訓練的中醫師自民國108年9月1日起適用
《勞動基準法》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重要公告 http://twtm.1655.com.tw/new.php?cat=30&id=1549
【緣起】
為改善醫師勞動條件並兼顧民眾就醫權益，衛生福利部與勞動部共同推動《勞動基準法》的相關修正案，
將受僱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的適用對象，並自民國108年9月1日起實施。
【適用對象】
由於公立醫院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的住院醫師適用相關的公務員服務法等法律，因此僅將私立醫院的住院
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的適用對象，而該「住院醫師」所指對象如下：
中醫師：
指醫療法第18條第2項的規定，接受負責醫師訓練的中醫師，在受訓期間應受《勞動基準法》的相關保障。
西醫師：
1.在接受1年期的PGY訓練階段，抑或是接受部定23個專科訓練階段的醫師。
1.已具專科醫師甄試資格，惟尚未通過專科醫師考試取得專科醫師證書前，於教學醫院的執業期間。
牙醫師：
指在接受2年期的牙醫師PGY訓練期間，抑或是接受部定3個專科訓練階段的牙醫師。
【彈性措施】
同步適用俗稱「責任制」的《勞動基準法》第84之1條的議定工時制度。
【相關權益】
受《勞動基準法》保障的住院醫師可獲得醫療院所提撥的6%退休金，也有職災補償、特休假等權益，但住
院醫師一旦升任主治醫師便脫離《勞動基準法》保障範圍。
「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其重點如下:
衛生福利部新聞稿 https://www.mohw.gov.tw/cp-2736-8859-1.html
1. 要求醫療機構須與住院醫師簽訂書面聘僱契約，並不得違反衛福部公布之「住院醫師與醫療機構之聘僱
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如工時、例休假、工資福利、職業傷害補償及保險、女性住院醫師懷孕期
間之值班限制等。
2. 約定之正常工時內之所有臨床、教學及會議等活動，均應計入工時計算，至於，正常工時外之活動如值
班、待命、候傳、轉診、緊急召回、會議活動等，明定其採計規定。
3. 工時之限制，較現行每日正常連同延長工時32小時、每週工時88小時之規定再予調降，並規定輪班制之
工時限制，以及例休、特休之規定，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休息，經由彈性約定，得於2週內安排2日之休
息，作為例假，但不得連續工作超過12日。
對於住院醫師工時縮減所可能產生之人力缺口影響，衛生福利部已同時推動辦理多項配套措施，包括：落
實分級醫療以分散住院需求、增加專科護理師等醫療輔助人力、擴大試辦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制度以提升住
院照護效能分擔專科主治醫師負荷、推動開放醫院模式增加醫師人力運用彈性、合理調整專科醫師訓練容
額、重點科別住院醫師津貼等。衛福部強調，除透過工時縮減改善醫師勞動條件，以鼓勵更多年輕醫師投
入急重症科別，另外，於今年更與法務部合作辦理醫療糾紛多元調處機制試辦計畫，降低醫療糾紛風險，
目前五大科人力已回穩，招收人數，除內科外，均有成長，105年五大科住院醫師招收率目前已均達八成
以上，其中婦、兒與急診科更達100%，第二年住院醫師留任率亦將近達100%，對於改善五大科醫師人力，
已有成效。
衛生福利部表示，藉由此次工時指引改善住院醫師勞動條件，以吸引急重症人力回流，再透過各項配套措
施，於維護民眾就醫權益、確保醫療體系健全發展之前提下，逐步推動所有受雇醫師納入勞基法。衛福部
提醒有招收住院醫師之教學醫院，該工時指引將於今年8月1日起實施並納入107年教學醫院評鑑基準，未
來將透過不定時稽查方式確認其落實程度，違反者將予記點追蹤，情節嚴重者將喪失教學醫院資格。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