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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健與呼吸道過敏疾病】
本會於10/25與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合辦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特別邀請胸腔內科、復健科、
耳鼻喉科以及皮膚科醫師共同探討呼吸道疾病之照護及復健。感謝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周立偉主任及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程遠揚主任擔任座長，並感謝所有參加本會研討會的您。

研討會後大合照

演講者:彰化基督教醫院涂智文執行長
座長:台中榮民總醫院 程遠揚主任

演講者:傅彬貴主任 座長：周立偉主任
演講者：蘇承偉院長

http://www.cwm.org.tw/
mailto:society.cw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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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月有3名醫師加入學會。

二、失效會員名單公告:本會於今年度已多次寄出補繳會費通知，未於10月31日前
補繳會費之失效會員名單將於12月20日會員大會追認後正式公告於本會網站中。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FHxT2iQBM7mrvWpy6

報名截止日：請於2020年12月11日(週五)下午五點之前完成報名

https://forms.gle/FHxT2iQBM7mrvWp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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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西醫整合系列研討會】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30-08:50 報 到

08:50-09:00 Opening Remarks
夏德椿 理事長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09:00-09:50
中西整合照護體系

規劃及發展趨勢-以慈濟體系為例

王人澍 副院長
台中慈濟醫院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榮譽理事長

林昭庚 講座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09:50-10:40 王廷輔教授與中西整合醫學
陳光偉 部主任
馬偕紀念醫院

孫茂峰 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10:40-10:55 壁報論文展示及茶敘

10:55-11:45
中西整合住院癌症共照實務-

以長庚醫療體系為例
洪裕強 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尚德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榮譽理事長

11:45-12:35 中藥之用藥安全與法規實務
施純全 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夏德椿 理事長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12:35-13:35
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午餐
傅彬貴 秘書長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上午場:

【中西整合臨床實務暨用藥安全】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e3oQ4nfiqoNyvCJR6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F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主辦單位：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
臺中市呼吸道健康促進協會、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肺癌團隊

時間:12月20日(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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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西醫整合系列研討會】

下午場A:

【中西整合腎臟病及青年論文研究】

時間:12月20日(週日)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3:35-13:45 Opening Remarks

13:45-14:35

「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慢性腎臟病
門診加強照護計畫」之困難與解
決建議

黃尚志 理事長
台灣腎臟醫學會

巫康熙 副院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4:35-15:25

中醫如何運用在透析併發症之治
療

蔡明諺 部主任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15:25-15:40 茶 敘

15:40-16:30
糖尿病腎病變的中醫流行病學研

究
李承鴻 主治醫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科
游明謙 部主任
台北慈濟醫院中醫部

16:30-17:20
透過品質提升進行中西結合腎臟

治療
林軒名 主任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腎臟科暨醫品中心

17:20 綜合討論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3:25~13:35 Opening Remarks

13:35-14:25 中西醫結合治療胃淋巴癌--辨
證論治的臨床思維

王人澍 副院長
台中慈濟醫院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榮譽理事長 賴榮年 副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4:25-15:15
COVID-19 重症危險因子與治
療-氣喘、COPD 共病症與疫苗

傅彬貴 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

15:15-15:30 茶 敘

15:30-16:20

Innovatively unlock the mystery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cancer

treatment based on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科學解密中醫治癌--臨床應用

陳博聖 醫師
京禾中醫診所

邱國樑 醫務秘書
台中慈濟醫院

16:20-17:10

The Real World Data of 
Immunotherapy for Lung Cancer: 

The Experience in CMUH

林裕超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7:10 綜合討論

下午場B:

【中西整合呼吸道及癌症研】



2020年10月出刊 NO.65

5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e3oQ4nfiqoNyvCJR6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F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主辦單位：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
臺中市呼吸道健康促進協會、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肺癌團隊

2020年【中西醫整合系列研討會】

時間:12月20日(週日)
下午場C: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

【 中西整合肝癌治療現況】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1:00-13:00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第四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13:00~13:25 報 到

13:25~13:35 Opening Remarks 黃仁杰 理事長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

13:35-14:25 晚期肝癌西醫治療現況 廖光福 主任

台中慈濟醫院 何明印 主任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4:25-15:15
晚期肝癌檢查哨免疫治療藥物相關

副作用處理
賴學洲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5:15-15:30 茶 敘

15:30-16:20
晚期肝癌檢查哨免疫治療病例分享

朱家聲 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周仁偉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6:20-17:10
晚期肝癌中醫治療與整合照護現況

廖元敬 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林宏任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7:10 綜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