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2017~2019年舉辦可申請中西整合繼續教育積分之活動 

 

活動項目 年份 積分 
2019 年會-中西醫整合系列學術研討會 2019 20 
呼吸道疾病整合性照護暨衛教研討會 2019 4 
2019 慈濟醫學年會<中西醫整合神經研討會> 2019 3 
大腸直腸癌全方位防治研討會 2019 8 
呼吸道疾病中西整合治療 2019 4 
2019 中醫藥學術研討會-從計畫轉寫、中藥轉譯研究到論文發表 2019 4 
中醫在空汙保衛戰的角色 2019 4 
海峽兩岸第六屆醫事交流學術論壇  2019 10 

2019 年續教育積分 57 
2018 年會 2018 20 
陳俊明中醫師臨床婦科學精進課程 2018 3 
2018 兒童過敏鼻炎(兒青醫學會) 2018 4 
2018 消化疾病治療 2018 8 
2018 影像判讀 2018 3 
2018 呼吸治療 2018 3 
2018 急診納入中醫 2018 3 
2018 兒青醫學會王人澍傳承講座 2018 3 

2018 年續教育積分 47 
2017 年會 2017 12 
2017 失智症 2017 8 
2017 消化肝癌 2017 8 
2017 中西結合痹症虛症癌症 2017 8 

2017 年續教育積分 36 

總計 140 

 

 

 

 

 

 

 

 

 

 

 



附件二                                                                            

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甄審辦法修正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一章 

第八條 

八、參加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甄審，

應繳交下列表件： 

1.報名表。 

2.畢業證書及中醫師或西醫師有效

證書影本一份。補行口試者，繳交筆

試及格證明文件。 

3.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

片三張。 

4.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八、參加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甄審，

應繳交下列表件： 

1.報名表。 

2.相關資格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

二份。補行口試者，繳交筆試及格證

明文件。 

3.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

片三張。 

4.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明列甄審申

請應繳交文

件 

第二章

第一條

第八條

第十條 

一、參加本學會年會並出席會員大

會，參加國際性中西醫學整合相關會

議或外國之全國性中西醫學整合相

關會議，每次得積分 20點。 

 

八、在國內外醫學刊物刊登之中西醫

學整合之原著或綜論文章，接受刊登

後，每篇第一作者得積分 10點，聯

絡人得積分 10點，第二作者得積分

8 點，第三作者得積分 4 點，其餘

作者各得積分 2點;病例報告文章，

每篇第一作者得積分 10點，聯絡人

得積分 10 點，第二作者得積分 4 

點，第三作者得積分 2 點，其餘作

者各得積分 1 點。 

投稿本會中西整合醫學雜誌之原著

或綜論文章，接受刊登後，每篇第一

作者得積分 20點，聯絡人得積分 20

點，第二作者得積分 16 點，第三作

者得積分 8 點，其餘作者各得積分 

2 點。 

 

十、申請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效期展

延，應繳交下列表件： 

1.申請表。 

2.畢業證書及中醫師或西醫師有效

證書影本一份。補行口試者，繳交筆

試及格證明文件。 

3.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

片三張。 

4.其他關證明文件。 

一、參加本學會年會並出席會員大

會，參加國際性中西醫學整合相關會

議或外國之全國性中西醫學整合相

關議，每次得積分 12點。 

 

八、在國內外醫學刊物刊登之中西醫

學整合之論文，經認可者，每篇第一

作者得積分 10點，聯絡人得積分 4

點，第二作者得積分 4 點，第三作

者得積分 2 點，其餘作者各得積分 

1 點。 

 

修正積分及

新增條例明

列申請整合

專科醫師效

期展延，應

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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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LINE 官方群組管理規則 

  

一、本會建置 LINE 群組，是以做為會務連繫、重要政策宣導、傳達重要會訊與學術交流為目的，特

定本規則。 

 

二、本會 LINE 群組各項資訊，以本會業務為主要發文資訊，避免政治訊息而產生對立，會員間不互

相攻擊，不宣傳不當廣告或明顯虛偽不實之資訊、不得洗版或做任何影響本版成員聲譽與情誼的發

言。 

 

三、本會有效會員要加入本會 LINE 群組，請填寫加入 LINE 表單(如附件)給秘書處，由秘書處向夥

伴提出進入 LINE 群組邀請，新會員亦同。 

 

四、群組之管理者為秘書處同仁，LINE 群組使用說明如下： 

(一)會員邀請和刪除，由秘書處依本規則作業；邀請加入之會員，會員確認進入時，請自行介紹給群

組內會員認識。 

(二)已加入群組之會員，可以宣傳本會群組給其他會員周知，但不得邀請會員或他人加入，亦不得刪

除群組內之人員。   

(三)學會每年於 6月底清查會員繳費狀況，未繳交會費者，經秘書處提醒繳費後，至 12月底還是尚

未繳交之會員，則 LINE 官方群組管理者執行夥伴退出作業，俟繳費完成後再邀請加入。 

(四) LINE 群組的記事簿和相簿以產業訊息和會務相關為主；其他訊息請夥伴自 

行下載，或運用 LINE 『KEEP』功能留存。 

(五) 留言應著重於業務、會務或法令相關事務等之發表、通知、討論及交流。不得提出與設置目的

不相關之貼文、議題、相片及涉及統獨、政治、廣告、色情、惡意 詆誨他人或其他不法、不當之言

論。 

 

五、避免影響本群組所有夥伴休息之時間，本群組訊息每日以早上八點以後及晚上六點以前發佈為原

則，重大訊息發布除外。 

 

六、本群組夥伴如有不遵守本規範遇情節重大者，得移請理監事會召開會議討論，嚴重者請出本會群

組。 

 

七、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p2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LINE 官方群組申請表 
 

 

 

 

姓名  會員編號  

Line ID/ 

行動電話 
 Line 名稱  

服務單位  

Email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地址：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立夫教學大樓 11 樓 

電話：04-22053366-3119     

傳真：04-22077140    

Email: society.cwm@gmail.com  

Website: https://cwm.org.tw/ 

 

 

 

 

 

 

 

 

 

 

 

 

 

 

 

 

 

 

 

 

 

 

 

 

 

 

 

 

mailto:society.cw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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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章程修正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 二 章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四款 

第  五  條：本會會員分會員、  

準會員、永久會員、名譽會員、 

贊助會員五種。  

(一 )會員：凡具備下列條件之  

一者，經兩名會員介紹，且對  

本會宗旨認同，經理監事會通  

過，並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  

會員。  

 

1.凡依法具有中醫師及醫師兩種資 

格者。  

 

2.凡依法具有中醫師或醫師任一資 

格，並具有醫學士以上學位者。  

 

3.凡依法具有中醫師或醫師任一資 

格，執業滿五年以上，且具社會良好 

聲望，認同本會宗旨，並由本會理監 

事二名以上推薦者。  

 

第  五  條：本會會員分會員、  

準會員、永久會員、名譽會員、 

贊助會員五種。  

(一 )會員：凡具備下列條件之  

一者，經兩名會員介紹，且對  

本會宗旨認同，經理監事會通  

過，並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  

會員。  

 

1.凡依法具有中醫師及醫師兩種資 

格者。  

 

2.凡依法具有中醫師或醫師任一資 

格，並具有醫學士以上學位者。  

 

3.凡依法具有中醫師或醫師任一資 

格，執業滿五年以上，且具社會良好 

聲望，認同本會宗旨，並由本會理監 

事二名以上推薦者。  

 

4.凡從事中醫藥科學化或中西醫整 

合之基礎醫學研究，且具大專院校講 

師或碩士以上資格者 

 

刪除第四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