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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西整合系列年會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壁報優選」得獎名單

Oral Presentation
第一名
Bernice Jeanne Lottering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論文題目:TRPV1 Responses In The Cerebellum Using Electro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Chronic Pain And Depression
Co-Morbidity In A Murine Model.
第二名
薛敦品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論文題目:Benefits of herbal medicine on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osteoporosis: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第三名
陳壬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論文題目:Analgesic Effect Of Acupuncture For Patients With Rib Fractures – A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

壁報組
優選
邱伯恩 彰化秀傳醫院
論文題目:Evaluating Fu’s Subcutaneous Needling for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巫孟萱 彰化基督教醫院
論文題目:The study of establishing the model of Chinese medicine included in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王韻琪 中國醫藥大學泰瑞法克斯癌症研究室
論文題目: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CCND1 promoter genotypes to asthma susceptibility in Taiwan

佳作
王韻琪 中國醫藥大學泰瑞法克斯癌症研究室
論文題目:Th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of excision repair cross-complementing group 1 genotypes and smoking to lung cancer risk
詹凱丞 中國醫藥大學泰瑞法克斯癌症研究室
論文題目: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α- and γ-mangostins on 6-hydroxydopamine-induced neuroinjury
簡冠維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碩士班
論文題目:Effect on Symptomatic Release of Remote Fu’s Subcutaneous Needling on Patients with Biceps Tendinopathy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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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西整合系列年會
2020年是個讓人難以忘懷的一年，這一年新冠肺炎打亂了原有的生活，大家開始學習新的生活模式。然而這一年，在夏德椿
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的努力下，持續推動會務，主辦了5場研討會，合辦了4場研討會。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系友會為本會
之創始母會，而學會創立的宗旨為開謀求中國傳統醫學與西方現代醫學之整合，促進中西醫學發展與應用，增進人類之健康
為宗旨。第十屆中西整合學術研討會於2020年12月20日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舉辦，共有4個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及壁報
論文共25篇及口頭報告評選。特別感謝所有講師及蒞臨參加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在這一年內所舉辦的所有活動的您。

【2020年會壁報發表論文徵稿評選與頒獎】
感謝各大專院校、醫院之學生、研究人員及醫師踴躍投稿參與年會，今年共有4位口頭報告及25篇壁報發表。本場口頭報告由本會
青年委員會主委劉俊廷醫師(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及副主委陳麒方醫師(台北天心中醫診所)主持統籌，也感謝以下評選委員出席，為
大會添光增彩。
評審委員:彰化基督教醫院李聰界主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林榮志主任、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周立偉主任、大林慈濟醫院葉家舟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黃國欽主任、台中慈濟醫院陳建仲主任。(依照評審委員姓名筆劃排序)

【中西整合臨床實務暨用藥安全】學術研討會
感謝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孫茂峰院長、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張恒鴻所長蒞臨擔任本場研討會座長。
中西醫整合與交流是未來趨勢，誠如中國醫藥大學董事長陳立夫先生的名言：「醫學無分中西，救人方法越多越好，殺人方法越少
越好！」。感謝王人澍副院長、陳光偉部主任及洪裕強教授分享中西醫整合照護的實例及未來發展，並感謝張永勳教授講授中藥法
規及用相關用藥安全，提醒我們需為民眾的用藥安全把關。 (依照演講順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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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整合腎臟病】學術研討會

臺灣透析發生率及盛行率高居不下，然而中醫照護有效延緩慢性腎病進入透析風險，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臺灣腎臟醫學會黃尚志理
事長分享2020年實施之「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另外也邀請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蔡明彥部主任、台中榮
民總醫院李承鴻醫師及台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林軒名主任分享中醫與中西整合治療腎臟相關疾病之實例與
研究。感謝台北慈濟醫院游明謙部主任及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巫康熙副院長蒞臨擔任座長。

【中西整合呼吸道及癌症】學術研討會
感謝中國醫藥大學中醫附設醫院賴榮年副院長、台中慈濟醫院邱國樑醫務秘書蒞臨擔任本場研討會座長。本研討會邀請台中慈濟醫
院王人澍副院長、姚朝元醫師及京禾中醫診所陳博聖醫師分享中西整合治療癌症的臨床應用與醫案分享，也邀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林裕超醫師分享肺癌免疫治療之經驗。另外由台中榮民總醫院傅彬貴醫師分享COVID-19之危險因子、疫苗以及氣喘與COPD共
病症治療。

【中西整合肝癌治療現況】學術研討會
本場研討會由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統籌。本場演討會特別邀請台中慈濟醫院廖光福主任、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賴學洲主任、朱家聲醫師以及中醫部廖敬元醫師分享中西整合治療肝癌的現
況。感謝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何明印主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周仁偉主任及林宏任主任蒞臨
擔任本場研討會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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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十一屆理、監事會當選名單
理事

吳三源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博士
現職:南屯黎明醫療群召集人 / 朝揚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吳清源
學歷: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
巫康熙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
李聰界
學歷:大葉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
現職:彰化基督教醫院中醫部中醫部副主任暨中醫內科主任
現職:鹿港基督教醫院中醫科委任主治醫師
周立偉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博士
現職: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復健科主任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復健科主任
林英超
學歷:中興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現職:台中慈濟醫院神經醫學中心主任、兼任手術室主任
現職:慈濟大學兼任副教授
林榮志
學歷:逢甲大學博士班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西整合醫療科主任
柯建新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良美中醫診所院長
洪裕強
學歷: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現職: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
現職: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學術組教授
夏德椿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重症醫學中心主任兼內科部副主任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肺癌團隊負責人
候補理事 鄭國揚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現職:長榮耳鼻喉科診所院長

監事

林宜信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碩士、國立清華大學理學博士
現職: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現職: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顧問醫師
邱國樑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台中慈濟醫院醫務秘書兼睡眠醫學中心主任
張東廸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兒科主治醫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系主任

張宏州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碩士
現職:宏樺中醫診所院長
莊佳穎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士
現職:台中慈濟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
陳建仲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現職:台中慈濟醫院中醫部主任
現職: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副教授
游明謙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現職:台北慈濟醫院中醫部部主任
現職: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黃仁杰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
現職:台中中港澄清醫院醫療副院長
黃仲諄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現職:台中慈濟醫院中醫部副主任
黃伯仁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現職:台中慈濟醫院神經外科主任
葉家舟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現職:大林慈濟醫院中醫部主任
賴榮年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副院長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教授
顏宏融
學歷: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西結合科主任
羅綸謙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恒鴻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教授暨所長
陳光偉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現職: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部主任
陳雅吟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現職:明雅堂中醫診所院長
黃國欽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碩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診斷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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