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會持續參與「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 
9月23日(一)「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 
由蔡明諺副秘書長代表出席。 
 

二、 本會參與【醫策會】108年度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之 
「中醫專科醫學會評選」，申請科別為中醫內科，將於10月7日(星期一)， 
由陳光偉主任代表學會進行口頭報告。 
 

三、年會日期訂於12月22日(星期日)，地點訂於中國醫藥大學，投稿規則 
詳見官方網站。 
 
四、中西整合醫學雜誌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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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卷第二期將於2019年12 月出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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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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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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辦法請點我 

現職: 
-蘇貫中中醫診所院長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醫學博士  
 
經歷: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醫藥大學內婦科教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婦科主任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院長 

中西整合醫學會勉語： 
人類在生老病死過程中為了增加存活率、減少病痛、延長壽命逐漸發展出醫學
的雛形，醫學是人類與疾病兢爭過程累積的經驗，東西方不同的文明各以不同
的思考方式為起始而孕育，東西方思想曾有機會融合發展可惜明朝後期採鎖國
政策，世界各自發展的過程中尤其是西方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結果造成歐洲發
展突飛猛進，東方閉塞鎖國的思想直至清朝西風東漸一些有識之士想有所作為
又被慈禧太后消滅，到了民國戰亂不斷政府遷台慢慢安定後方於民國47年由一
群中醫師出錢捐地成立中國醫藥大學，希望能結合中西醫學造福人類。 
 

  二十餘年前台灣醫界包括了中醫、西醫等學者專家覺得應該有一個機構提供
一個作為中西醫學研究發展討論的平台因而成立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在
各屆理事長的領導努力推廣對於傳統醫學的認知，希望西醫界能理解中西醫學
在處治病患時應用不同思考模式，讓這過程提供病人另一個治療選擇，但是如
何將這不同領域的思考模式結合運用尚有一條長遠的路，在屠呦呦領取諾貝爾
醫學獎時大會提到頒獎原因是因為得獎人能以現代的科技研究証實古代的理論，
這說明了自古以來人與疾病競爭過程有許多用生命換來的寶貴經驗如果能以現
代科技探討可能帶來造福全人類的新醫學。 
 

  人類面臨生老病死很多無奈，故醫學的發展目前還有很大的空間，中國古代
醫學理論 “經絡學”提到子午流注，現代生理學從時間醫學範疇將其納入研究在
去年研究者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中國傳統醫學中有太多寶藏，經絡能量循行、
三焦理論、五臟表裡理論、子母治療理論等不勝枚舉， 真心期待在台灣的學
者能從事這些研究對人類有巨大貢獻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最後我記得學校前
董事長陳立夫先生講的一句話 “醫學無分中西、救人的方法越多越好” 與大家
共勉。 

mailto:society@cw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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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明雅堂中醫診所院長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婦科醫學會理事 
-中國醫學大學中醫學系兼任部定助理教授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士 
 
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西整合醫療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婦科主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內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中西整合醫療學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部定講師 
-考試院中醫典試委員 
-台中市中醫師公會理事 
 
研究領域: 
-馬兜鈴酸腎病變 
-清熱解毒中藥之藥理機轉 
-骨質疏鬆症體質研究 
 

陳雅吟 
 Ya-Yin Chen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希望與各位先進及同道醫師, 藉此
醫學會建構之平台,讓傳統中醫與
西方醫學可以相互激盪及啟發,共
謀中西醫學的發展及應用。 

學會職位: 
監事 

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台灣中醫兒童暨青少年科醫學會、 
                       台灣中醫臨床技能學會、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中市中醫師公會 
 
時間 : 2019年10月20日 (星期日)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B1國際會議廳 
 
線上報名網址:https://pse.is/KZAFK 
 
繳費方式: 
1. 郵局買等值匯票／掛號信報名表及匯票，受款人：蘇秀如 
匯票及報名表以掛號信寄至: 
             40447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部 蘇秀如 收 
 
2. 銀行匯款/ATM/網路轉帳，並傳真或Email報名表 
Step 1：銀行代碼(007) 第一銀行埔墘分行 帳號：238-68-055919 戶名：孫茂峰 
Step 2：填妥本報名表, 完成繳費後將報名表 
                傳真至(04)2206-1070  
                或E-mail 至蘇秀如小姐信箱：t1797@mail.cmuh.org.tw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39週年院慶暨兒童氣喘中西醫臨床學術研討會 

https://pse.is/KZA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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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9年11月10日(星期日) 9:00~13: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3教室  為鼓勵基層醫療人員參與，本次研討會不收取報名

費，敬請於11月05日之前報名，逾期報名者酌收報
名費$200。 

 
可申請之學分: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乙類4分) 
 台灣內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B類5分)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3分) 
 中西整合醫學會教育積分費$400元（4點) 
 
1.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FiZZzw4p4vRc8VoQ8 
1 
2.報名截止日：108年11月01日(五)止，逾期報名者，請
當天至現場報名，並繳交$200報名費。 
 
3.學分費用繳費方式:請於108年11月05日(二)前劃撥繳費，
再傳真或email郵政劃撥收據影本。 
A)郵政劃撥：21511322 戶名：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 
B)ATM匯款帳號如下: 
1.轉入銀行代號:700 
2.轉入帳號:70000 10  21511322 
  
聯絡人: 陳小姐 
聯絡電話：04-2205-3366 #3119  
傳真電話：04-220-77140 Email: society.cwm@gmail.com 

【呼吸道疾病整合性照護暨衛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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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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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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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FiZZzw4p4vRc8VoQ8
mailto:society.cw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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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網址: https://tinyurl.com/yy58uhtb 
主辦單位：臺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  
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傷科、科正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台中中醫師公會、中華針灸醫學會、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台灣針刀醫學會 
課程地點: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美德大樓2樓-中醫傷科診間 (404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課程說明: 
Flossband組合是由Sanctband公司與知名運動物理治療師Sven Kruse合作共同開發。基於軟組織鬆動術概念，衍生出四
種強度的Flossband，不同的的阻力程度，可以在不同深度組織給予不同的等級的刺激，並依據使用者可忍受的程度作
調整，施作者透過不同的纏繞手法，Flossband就可以在肌肉上給予壓力，越高強度的壓力對疼痛受器及底層筋膜產生
抑制作用，因而放鬆粘黏及弱連結，當Flossband被鬆開的同時，底層組織液或血液滯留（塞車）的狀況終止，新的血
液灌流到組織間（亦稱為sponge technique）。 
 

Flossband於運動前後都可以被拿來使用，會是一個物理治療非常棒的治療方式，當病人或運動員的疼痛被抑制時，治
療師就可以進行鬆動，改善能量傳遞的方式，增加更多的能量在組織，降低於活動時的能量損耗。因為姿態性的疼痛
被釋放，病人可以顯著的增加動作品質，也讓速度更快了。 

活動日期 : 2019/11/17 (Level 2 課程) 
 活動時間 : 09:00~16:30 (總共 7.5 小時） 

                            

   

*注意事項* 
(1) 因故無法參加者，應於活動開始一周前通知本機構，退費需扣行政手續費500元整，活動開始一周內如因 
   個人因素無法前來，不退費但名額可轉讓。（告知主辦單位即可） 
(2) 本課程需通過測試方能取得結業證書。 
(3) 會議場禁止飲食，為響應環保，建議攜帶水壺及環保筷。 
(4)  本課程不提供午餐，當天提供代訂服務。 
(5) 研習會相關事項，請洽官方客服帳號(科正國際) LINE ID : @accuratus 向客服人員詢問。 

活動日期 : 2019/11/16 (Level 1 課程) 
活動時間 : 09:00~16:00 (總共 7 小時)                     

報名費用: 
Level 1 課程 : $5,000/人  
Level 2 課程 : $6,500/人 
Level 1+2 課程 : $11,000/人 
(本會會會員可使用團體報價 ,每人
費用9,500元) 
 
繳費方式: 
（1）銀行轉帳戶名：臺灣運動科學
健康促進協會 第一銀行(007) 帳號：
24610003836 
（2）繳費後填寫網路活動報名表。 
（3）課程提供 : 原廠 Flossband 
Level 1 (2英吋輕型*1 2英吋中型*1) 
Level 2 (1英吋輕型*1 2英吋3.5米中
型*1) 

https://tinyurl.com/yy58uhtb
https://tinyurl.com/yy58uh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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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研究：我國看病經驗、早產兒和托育率遠輸歐美 

「中醫藥發展法」草案預告 中央獎勵種植中藥首入法 

聯合報 2019-09-22[記者羅真]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061515 
 
為穩健推動台灣的中醫藥發展，衛福部推出「中醫藥發展法」草案，明訂主管機關每五年訂定中醫藥發展計畫，其中在中藥產業發展
上，草案明訂中央政府獎勵民眾承租公有或國有土地種植中藥，以減少我國對進口中藥的依賴。 
衛福部中醫藥司司長黃怡超表示，過去國內中醫藥發展缺乏由上而下的系統性規劃，舉例來說，國內養生保健風潮興起、 對中藥材需
求大幅增加，但我國中藥材近九成仰賴進口，國家經濟研究院統計，我國2016年自中國進口的中草藥占國內中草藥來源的五成六、日
本占二成八、韓國占2.56%、印度占2.45%、加拿大占1.72%。「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後，許多農地開始休耕。面對這波漸夯的養生
保健風潮，是不是有機會藉由獎勵促進國內中藥耕種？」 
 
黃怡超表示，有鑑於韓國推動「韓醫藥育成法」、中國推動「中醫藥法」之後的正面效益，我國也計畫推出專法「中醫藥發展法」。 
依據草案，主管機關每五年推出架構性的施政方向，計畫方向涵蓋提升中醫醫療照護品質、促進產業發展、促進現代科技研究發展、
人才培育等，盼能藉此爭取財源、穩健推動我國中醫藥發展。 
 
在中藥產業發展上，草案規範中央政府輔導民眾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種植政府核定的中藥藥用植物；考量中藥材收穫期較長
，因此草案規範政府應提出獎勵及土地租賃期限保障 ，以減少契約變更與土地收回成本壓力。黃怡超表示，為拚立法院本會期通過這
項草案，因此草案預告期僅14天，至9月底截止。 

赴馬來西亞當中醫免學歷證明？衛福部：不要受騙 

自由時報 2019-09-19 〔記者林惠琴／台北報導〕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20610 
 
〔記者林惠琴／台北報導〕我國與新南向國家交流日益頻繁，近期更有民間代辦業者宣稱不需提供學歷證明，即可取得馬來西亞中醫
師行醫證。對此，衛福部中醫藥司今日發布聲明指出，該廣告內容並不符合馬來西亞當地的傳統醫藥法令規定，將函請相關單位介入
調查，並呼籲民眾千萬不要受騙。 
近來有坊間代辦團體招攬馬來西亞傳統中醫師行醫證申辦參訪團，宣稱不需要提供學歷證明，經審核通過，即可取得馬來西亞中醫師
行醫證，在馬來西亞開業或受聘，對象包含民俗調理人員、中西醫師、藥師及中藥商均可提出申請。 
不過，中醫藥司副司長黃純英表示，有接獲民眾陳情，經詢問馬來西亞政府，確認此廣告內容並不正確，要在當地擔任中醫師，仍需
要在台灣是中醫學系本科畢業，並且經過審查程序，因此呼籲民眾不要上當，此案也已同步轉請檢調單位調查中。 
 
中醫藥司強調，目前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強化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其中包含中醫藥國際交流合作，期望透過
人才培訓、學術研究及臨床經驗分享，創造互惠共贏的成效，但民眾仍應審慎了解各項資訊，避免受不實廣告訛騙。 

自由時報 2019-09-08〔記者吳亮儀／台北報導〕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09137 
 

我國醫療水準、衛生保健和健康保險制度完善讓各國稱羨，不過衛福部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在病患看病經驗、早產兒和體重過輕新生
兒比例及托育率數字，都遠較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落後。 
 

衛福部公布「2017年群體衛生福利品質指標報告」，蒐集從2009年到2017年間的長期資料，收錄65項指標。為與國際接軌，納入
OECD國家一同比較，主因OECD會員國成員多為歐洲先進國家，對健康服務、照顧的指標管理著力很深，有標準化的資料蒐集、長期
追蹤會員國健康照護的品質與效能，並進行品質測量與跨國評比，我國沿用其架構，蒐集國內可取得的資料。 
我國在醫療初級照護、急性 照護、癌症治療傳染病照護都在前段班，且我國全民健保覆蓋率幾乎百分之百，傲視全球。 
 

不過，在「病人經驗」類別中，三項指標包括「醫師有無提供足夠時間為病人看診」、「醫師提供簡單易懂的說明」、「醫師有讓病
人參與治療或照護決定」；統計顯示，我國民眾對醫師看診時間太少、有無提供簡單易懂的說明最不滿意，在8個國家評比排名第6到、
甚至最後1名。 
 
報告指出，因我國健保沒有「守門人制度」，民眾可自由就醫，每人平均看診次數較其他國家高，相對壓縮看診時間；依台灣民情，
醫師執業代表專業權威，病人通常被要求服從醫師而較少質疑，相對歐美國家病人希望獲知更多病情相關資訊，我國病人健康識能不
足，也可能是醫病溝通障礙因素。 
 

健保署長李伯璋說，OECD國家每人1年平均看病不到5次，台灣人卻超過10次，自然會壓縮到看診時間，這也是為何現在要推動分級醫
療和減少不必要的檢查，「很多病只要去診所就能治療，甚至小感冒都不須看病」。 
另外，我國早產兒和體重過輕新生兒比例也高過許多OECD國家。我國2010年早產兒出生百分比為9.3％，與OECD各國共同評比，在32
個國家中芬蘭5.5％最好，我國則居第29名。 
 

體重過輕的新生兒是嬰兒死亡主因，2015年低體重新生兒出生百分比為9％，與OECD各國共同評比，在41個國家中，我國第39名。與
我國出生率同樣低迷的是「未滿兩歲托育服務比率」僅9.4％，在39國家排名是接近尾巴的37名，當年出生率更是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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