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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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年度工作報告 
1.新入會會員人數:本年度共14名會員入會。 (其中5名為永久會員;1名繳費中)  
2.學術研討會活動:今年度共舉辦10場活動:台北1場、台中7場、高雄2場。感謝蔡明諺副秘書長、周立偉常務理事、黃
敬軒醫師協助統籌活動，並感謝台灣中醫兒童暨青少年科醫學會顏理事長宏融邀請協辦2場活動。  
3.中西整合醫學雜誌:今年度發行第21卷雜誌2本。 
4.中西整合醫學會會訊:今年度截至本期，共發行12期，每月一期。 
5.理監事會議:  

時間 會議名稱/重要事項 重要決策 

2月14日 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2月21日 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教育訓練委員會」設置。 

2月27日 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3月06日 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2位會員入會申請。 

3月13日 第十五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2位會員入會申請。 

3月21日 第十六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4月22日 第十七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5月07日 第十八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7月08日 第十九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7月16日 第二十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7月20日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請點選藍色字體查看會議記錄) 
8月22日 第二十一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10月25日 第二十二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12月06日 第二十三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1位會員入會申請。 

12月22日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於會訊第三頁 

 其他會務 
 一月份 

 公告本會募捐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捐款獎勵辦法於官網。 

 報內政部會員大會紀錄並申請學會更名相關事宜，於2019年1月7日獲內
政部台內團字第1070090170號函同意。 

 

 二月份 

 至內政部領取學會新圖記。 

 於官網公告本會出差旅費核銷辦法。 
 

 三月份 

 由葉家舟理事代表出席 「108年度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專案小組 

-第一次會議」 

 於會訊公告官網已設置會員專區。 

 於會訊公告會員福利:台北兄弟飯店提供『精英住房特惠專案』之住宿優
惠。 
 

 四月份 

 於官網公告本會永久會員陳俊明博士告別式訊息。 

 

 五月份 

 5月28日:完成107年度報稅。 

 製作2條學會名稱及logo紅布條，可於活動中使用。 

 學會網站付尾款結案。 

 

 六月份 

 由陳麒方副秘書長代表學會至韓國釜山進行學術交流。 

 

 七月份 

 學會Line群組成立。 

  

 八月份 

 與台中卡爾登飯店簽約，會員可享住宿優惠。 

 

 九月份 

 9月23日(一)醫策會10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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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 

 10月07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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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光偉監事代表
學會進行口頭報告。 

  

 十一月份 

 11月04日(一)醫策會108年度中醫專科醫師試辦訓練
「成果發表及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由楊仁宏院長代
表出席。 

 11月25日(一)醫策會「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
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由陳光偉監事代表出席，並於
會議中建議中醫專科未來可發展「中西醫整合醫學
科」。 

與會人員回應:衛生福利部將針對中西醫雙主修者，
其二年西醫一般醫學訓練及二年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
師訓練課程進行整合規畫，同時研議未來是否有「中
西醫整合醫學科」需求，再提至終醫專科制度相關計
畫會議討論。 

 

 

中西整合醫學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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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西醫整合系列學術研討會 
 1.【趨勢論壇:專科醫師教育訓練規劃及發展、青年醫師之中西結合理論與實務發展】: 因應衛生福利部政策推動，邀請衛福部長官
及相關醫學會出席，以世界潮流來探討中醫專科醫師制度之未來規劃。感謝衛生福利部蔡素玲科長、洪小幸技正出席研討會，也感
謝林昭庚講座教授、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柯富揚理事長擔任研討會座長。由衷感謝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陳建仲常務
理事、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廖慶龍理事長、臺大醫院內科部整合醫學科蔡宏斌醫師出席演講。 

2.【青年醫師之中西結合理論與實務發展】: 鼓勵青年醫師投入研究，邀請11位青年中醫師發表其在不同領域中的研究成果。演講題

目從醫經醫史基礎研究、中西醫結合基礎與臨床研究、到基層醫療之自費市場，希冀帶給新進醫師未提供來職業或研究之發展方向。 
 

本次邀請之醫師:李昀真醫師(爾雅中醫醫美聯合診所)、廖哲誼(愛群中西醫聯合婦產科診所)、劉俊廷(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骨傷科)、林舜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
區中醫科)、陳麒方(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吳清源(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中醫科)、楊曜旭(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中醫科)、李承鴻(台中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科)、林彥甫(衛生
福利部台南醫院中醫科)、莊佳穎(台中慈濟醫院中醫部)、許博期(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依照當日演講順序排序* 

3.【發炎性腸道疾病的最新進展】: 邀請中山大學附設醫院林敬斌主任、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葉欣榮醫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周仁偉主任及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黃進明助理教授以中、西醫觀點來講述發炎性腸道疾病的治療新進展。 

4.【呼吸道疾病暨癌症中西整合治療新進展】: 邀請台中榮民總醫院傅彬貴主任、中山大學附設醫院王耀東主任、中國醫藥大學新竹
附設醫院梁信杰主任、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會張東迪主任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夏德椿內科部副主任共同探討肺癌及呼吸道
疾病照護，並針對老年人呼吸道的照護及電子菸對與肺癌之關係做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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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第十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12 月22 日（星期日）中午12: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305 教室(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 號) 
主席:夏德椿理事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1.秘書處報告(內容同會員大會手冊之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三、會議議程 
提案一、為推廣本會業務，奉理事長核示，設置「腎臟科學術委員會」，相關資料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明: 
1.為推動中西整合學術研討會之規劃與執行，以豐富學會之學術活動發展，腎臟科學術委員會之相關業務及執掌詳如附件。 
2.依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條「本會得於必要時，經理事會決議，分別組織各種委員會，各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及委員若
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 
決議:通過。 
 
提案二、中西整合醫學雜誌是學會重要的指標,我們在雜誌編輯委員會，尤其是副總編輯葉家舟主任的努力下，恢復醫策會認定
期刊有望,是否將目標放遠一點，將雜誌推向國際期刊。 
說明：醫策會規定每期要2 篇original 文章，但original 類型文章徵稿困難，大多傾向投SCI 之國際期刊。 
   討論: 
     1.目標為先通過恢復醫策會認定期刊。 
     2.是否與華藝數位簽約，使用其審稿平台(iPress 華藝學術投稿平台)，簽約金約$25,000/年。使論文審稿更為方便? 
決議:中西整合醫學雜誌已恢復醫策會認定期刊為優先，但可做相關準備，使用審稿平台，請另外提供細節，再提案至理監事聯
席通訊會議中討論。 
 
提案三、中西整合專科醫師證書換證制度，提請討論。 
說明:有會員詢問證書快要到期，但學分不夠，問如何換證，鑒於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即將要正式實施，需要討論證書盤點方式及
換證規範。 
決議:由秘書處擬定相關辦法，再提案至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中討論。 
 
提案四、失去會籍之會員恢復會籍之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連續兩年實行會員回娘家制度，重新繳交入會費及當年度常年會費即可恢復會籍，不過最近還有會員說都沒有收到學會
訊息，透過其他會員朋友才知道此訊息。 
決議: 由秘書處擬定相關辦法，再提案至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中討論。 
 
提案五、追認第21~23 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提請討論。 
說明: 
08 月22 日 第二十一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蔡oo醫師入會申請。 
10 月25 日 第二十二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祁oo醫師入會申請。 
12 月06 日 第二十三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通過林oo醫師入會申請。 
決議:通過。 
 
四、臨時動議 
提案六、成立line 群組，提供會員雙向溝通管道: 
說明:目前的line 官方帳號群組具有推撥功能，但不知道群組內的成員，提議是否與其他學會一樣，再建一個line 群組，限定會
員加入，讓會員可以與學會理監事成員有雙向溝通的管道。 
決議:由提案者與秘書處討論細節，再提案至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中討論。 
 
提案七、學術活動初步規劃: 
說明:會議中初步規劃明年度活動，有些學術活動可以變成routine 之活動於不同地點輪流舉辦。 
決議:明年度初步規劃3/22 舉辦肺功能檢測及衛教相關活動;預計5~6 月於高雄舉辦中西整合心臟科相關學術活動。 
 
五、散會:下午1 點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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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 

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12月22日（星期日）中12:35-13:35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303教室(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主席:黃仁杰理事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1.秘書處報告 
會務基金收入支出情形如下，預計至12月底結餘 7000元 
收入 
黃仁杰 新任理事長   5000 
黃進明 常務理事     3000 
何明印 理事         2000 
林宏任 理事         2000 
張宏州 理事         2000 
何明印理事、賴學洲理事  各捐出演講費所得4000元，共8000元 
收入共  22,000元 
 

支出 
108 8-12月 3000*5 = 15,000 
 

三、會議議程 
提案一、明年度舉辦研討會的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現在學術研討會活動越來越多，需要先安排，避免與其他大型活動撞期，以便提高能見度。 
決議: 如果和母會沒辦法合作就自己辦，預計在7/26(週日)，以半天的形式舉辦，主題:肝癌治療最新進展，若和其他學會
有衝突再來調整。 
 

提案二、學會經費開源節流，提請討論。 
說明:給moderator之禮物是否應節省下來? 
決議:研討會維持給演講者之禮物，往後不給予moderator禮物。另外努力爭取會員，以增加收入。 
  
四、散會14:00 

親愛的會員您好: 

 
若您的聯絡資料有異動，懇請您協助配合填寫以下 google表單，以確保您能及時收到學會各項
最新消息，謝謝您! 

 
會員資料更新表單: https://goo.gl/forms/dIevknSUsTOf6lv52 
 
嗣後本學會如有新訊息也將公告於本會網站及臉書，請您多加利用。 
 
秘書處聯絡人:陳小姐 
電話: 04-2205-3366分機3119。傳真: 04-2207-7140 
E-mail: society.cwm@gmail.com 
聯絡地圵: 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立夫教學大樓11樓 
學會網址: http://cwm.org.tw/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icwm/ 

會員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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