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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十一屆理、監事會名單
本學會已於109年12月20日(星期日)假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2教室，投票選舉第十一屆理、監事，並於110年01月
03日(星期日)於第十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中由理監事成員互選常務理監事、監事長及理事長。
第十一屆理、監事名單如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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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呼吸治療學系主任
現職:台灣胸腔暨重症醫學會理事及教育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現職:肺癌醫學會理事及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現職:高壓氧暨海底醫學會理事長
現職:台中市呼吸道健康促進協會理事長
現職:財團法人亞太中華醫學世界聯合會理事長

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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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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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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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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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大林慈濟醫院研究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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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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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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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附醫小兒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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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宏州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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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慈院中醫腫瘤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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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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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台中中港澄清醫院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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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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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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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wm.org.tw/
mailto:society.cw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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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十一屆理、監事會名單
監事長

張恒鴻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內科主治醫師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教授暨所長

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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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十一屆秘書處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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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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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

秘書長

傅彬貴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現職:臺中榮民總醫院重症內科呼吸加護病房主任

臺中榮民總醫院戒菸治療管理中心主任
中榮民總醫院醫務企管部副主任任
中國醫藥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東海大學副教授

陳麒方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現職：天心中醫主治醫師

指筌中醫診所醫師
中華民國部定助理教授

蔡明諺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碩士
現職：高雄長庚醫院中醫部部主任

高雄長庚醫院中醫內科學術組副教授

副秘書長

1.本月有1位醫師加入學會。
2.失效會員名單已公告於學會官網。
3.會員資料更新:
若您最近聯絡資料有異動，敬請您填寫以下google表單或背面的表格， email或傳真回，以確保您能及時
收到學會各項最新消息。(若無異動，不用回覆)
➢ 會員資料更新表單:https://goo.gl/forms/dIevknSUsTOf6lv52

4. 2020年常年會費繳交，相關通知已寄出，感謝您對學會的支持。
會費繳交方式:
1)郵政劃撥帳號：21511322   戶名：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
2)ATM匯款帳號:
a.轉入銀行代號:700
b.轉入帳號:70000 (7+4個零) 10  21511322

https://goo.gl/forms/dIevknSUsTOf6lv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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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01月03日（星期日）中午12：00
開會地點：永豐棧酒店阿利海鮮餐廳-3F蘭花廳（407台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37號)
主席:夏德椿
出席人員：吳三源、巫康熙、李聰界、周立偉、林英超、林榮志、柯建新、洪裕強、夏德椿、張宏州、
出席人員：莊佳穎、陳建仲、黃仁杰、黃仲諄、黃伯仁、葉家舟、顏宏融、羅綸謙、林宜信、邱國樑、
出席人員：張恒鴻、陳光偉、陳雅吟、傅彬貴、蔡明諺、陳映儀
缺席人員：賴榮年
請假人員：吳清源、游明謙、張東廸、黃國欽
紀錄:陳映儀

一、主席致詞:
(略)
二、報告事項:
如附件簡報檔案(附件一)。
理監事會議一年開兩次，但相關會務可線上或由通訊會議討論。
三、會議議程
1、理事互選常務理事及理事長:理事互選常務理事7人，並就常務理事中選出理事長1人。
A.常務理事選舉票數如下:

姓名 李聰界 林英超 周立偉 洪裕強 夏德椿 陳建仲 葉家舟 顏宏融 羅綸謙
票數 15 15 16 1 17 17 17 1 17

姓名 夏德椿 陳建仲
票數 16 1

姓名 林宜信 邱國樑 張恒鴻 陳光偉 陳雅吟
票數 2 2 4 1 1

姓名 林宜信 張恒鴻
票數 1 4

常務理事當選名單: 李聰界、林英超、周立偉、夏德椿、陳建仲、葉家舟、羅綸謙

B.理事長選舉票數如下:

理事長當選人:夏德椿

2、監事互選常務監事2人，並就常務監事中選出監事會召集人(監事長)1人。
A.常務監事選舉票數如下:

常務監事當選名單:林宜信、張恒鴻(邱國樑退出)

B.監事長選舉票數如下:

監事長當選人:張恒鴻

3、新任理事長任命秘書長。
由傅彬貴醫師擔任本會秘書長。
4、2021上半年學術活動規劃及任務分派。
說明：感謝各位規劃活動，各類學術活動規畫之經費預算、收費狀況請提前告知，人力調配也請活動規畫者列入考量，目前提案如下:
a)3/28(週日)台中市暨大台中中醫師公會國醫節學術研討會:「中醫家庭暨社區醫學的展望」
研討會地點：台中慈濟醫院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辦單位：台中市中醫師公會、大臺中中醫師公會、台中慈濟醫院、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中華民國聯合中醫醫學會
協辦單位：台灣中西整合醫學會、台灣中醫醫學教育學會(暫定)

決議:
1.支持協辦於3/28舉辦之「中醫家庭暨社區醫學的展望」，其他相關活動可線上討論或向秘書處申請，學術活動申請表如附件2。

2.秘書處會開始協助成立各委員會群組，以利會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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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提案一、委由本會腎臟醫學委員會召集專家研擬「中醫慢性腎病加強照護計畫中西醫合作指引」。
說明:正值健保署支持「中醫慢性腎病加強照護計畫」之時，雖然中醫照護有效延緩慢性腎病進入透析風險具有充分研究實證基礎，
中西醫院所間仍舊缺乏足夠互信與合作，本會兼具中西醫腎病人才，有責任把握契機，適時推出「中醫慢性腎病加強照護計畫中西
醫合作指引」，作為中醫同道治療慢性腎病宜忌指導基礎，同時提供腎臟科醫學會作為鼓勵西醫腎臟科醫師與中醫院所合作的基礎，
協助落實國家政策減輕健保負擔、推動西醫院所樂意與中醫院所合作、促進中醫院所業務與績效發展、減輕病人透析風險、提升本
會專業診療指導角色，建立中西醫合作模式，共同為減緩慢性腎病進入透析風險做出貢獻。
決議:本案通過，唯指引成立流程繁瑣，文獻回顧需經Cochrane center認證，完稿之後需交付外部審查，也需要經費支持，耗時超
過一年以上，建議先研擬「中醫慢性腎病加強照護計畫中西醫合作共識」，並由由腎臟科委員會林軒名主任及張宏州理事共同成立
小組執行本案。

提案二、建議學會可以與臺灣中醫家庭醫學醫學會討論合辦或協辦中醫師訓練巴士量表的課程。
說明:中醫師開立傳統原本是西醫師才能夠開立的巴士量表，也算是一種「中西醫」結合的模式。
決議: 本案通過，將會與臺灣中醫家庭醫學醫學會合作舉辦學術活動，不僅限於中醫師訓練巴氏量表之課程。

提案三、推動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訓練制度
說明：
1.學會在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制度的方向與策略應該要有主張與作法。
2.中醫系雙主修的學生們為本會未來服務之會員，本會應積極推動其畢業後的臨床訓練，透過接受中西醫整合訓練，並且獲得衛生
福利部部定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資格認證，學會應帶領開創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訓練制度，進而從學術、研究、政策支持中西整合
醫學學門的發展，並延續學會以中醫學系系友會為母會創立的宗旨。
3.建議本屆新任學會理事長、各位中西醫界的前輩理監事們以及秘書長，能夠站在為中醫系雙主修學生的立場，為年輕學子們爭取
建立中西醫整合醫學專科醫師訓練制度。
決議: 本案無異議通過。
一 補充說明:誠如會議報告，本會在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開始試辦時就積極參與，要求列席參加。除了在會議中建議中醫

專科未來可發展「中西醫整合醫學科」也發函至醫策會及衛服部，爭取中醫內科專科醫師計畫是因為計畫沒有中西整合專科這
個選項，改投中醫內科則是希望能供專科醫師制度建議給各位專家學者並提升本會在中醫專科計畫的能見度及發言權。學會感
謝所有建議並希望大家能夠共同為成立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制度而努力。

二、與會發言供參:
a)林宜信常務監事:。
1. 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部頒)定要持續爭取
2. 步驟：

1)說服衛福部部長及二位司長(中醫藥司之司長及醫事司之司長)
2)中醫院校主管會議支持
3)各醫院中醫部必設中西醫整合醫學科，收西醫專科醫師當R(2-4年)，前2年併入中醫部，接受2年中

醫負責醫師訓練，後2年接受中西醫結合專科醫師訓練(内容/待商)
4)中西醫整合科，必須開設病房，收治病患。
5)中西醫整合科，必須執行臨床試驗。
6)中西醫整合內科，婦科，兒科得逐步分設。

3.支持/協助中醫專科醫師制度之早日落實。
4.中醫專科醫師設立後，才有可能有中西醫整合專科醫師。
5.西醫專科醫師及中醫專科醫師，是中西醫整合專科R的老師
(是專科醫師之老師，才有能力及資格培養新年代之專科醫師。
以上5点淺見，謹供諸位專家卓参。

b)吳三源理事:建議在醫院內實行西醫至中醫學習(西學中)。
c)洪裕強理事:分享裕強和蔡明諺副秘書長在高雄長庚的作法:
1.特簽讓有意願的住院醫師去西醫接受專科醫師訓練
2.若有西醫專科受訓後想回頭走中醫者優先錄取。

四、臨時動議
一、成立皮膚科學術委員會。
決議: 本案通過。
一 成立基層醫療委員會。
決議: 本案通過，唯名稱需要在制定，如中西整合長照或其他名稱。

五、Closing Remark:
夏德椿理事長:中西整合醫學會當然支持中西醫專科醫師的制度，但中西整合醫學會的發展不只侷限於爭取中西整合專科醫師。
中西整合專科醫師這是我們追求的理想，但中西醫共同合作發展才是我們要繼續努力的方向，而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六、散會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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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reflects disease severity and dysfunctional immune 

response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bstract

Objective Although COVID-19 is primarily a respiratory illness, there is mounting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the GI tract is involved 

in this disease.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gut microbiome is linked to disease severity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nd whether

perturbations in microbiome composition, if any, resolve with clearance of the SARS-CoV-2 virus.

Methods In this two-hospital cohort study, we obtained blood, stool and patient records from 100 patients with laboratory-

confirmed SARS-CoV-2 infection. Serial stoo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27 of the 100 patients up to 30 days after clearance of

SARS-CoV-2. Gut microbiome compositions were characterised by shotgun sequencing total DNA extracted from stools. 

Concentration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blood markers were measured from plasma.

Results Gut microbiome composition was significantly altered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compared with non-COVID-19 

individual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patients had received medication (p<0.01). Several gut commensals with known 

immunomodulatory potential such as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Eubacterium rectale and bifidobacteria were underrepresented 

in patients and remained low in samples collected up to 30 days after disease resolution. Moreover, this perturbed composition 

exhibited stratification with disease severity concordant with elevated concentration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blood markers 

such as C reactive protein, lactate dehydrogenase,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nd 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

Conclusion Associations between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levels of cytokines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suggest that the gut microbiome is involved in the magnitude of COVID-19 severity possibly via modulating host 

immune responses. Furthermore, the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after disease resolution could contribute to persistent symptoms,

highlighting a need to understand how gut microorganisms are involved in inflammation and COVID-19.

Gut is co-owned by the British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BMJImpact

Factor:19.819

Yun Kit Yeoh1,2, Tao Zuo2,3,4, Grace Chung-Yan Lui3,5, Fen Zhang2,3,4, Qin Liu2,3,4, Amy YL Li3, Arthur CK Chung2,3,4, Chun Pan Cheung2,3,4, Eugene YK Tso6, 

Kitty SC Fung7, Veronica Chan6, Lowell Ling8, Gavin Joynt8, David Shu-Cheong Hui3,5, Kai Ming Chow3, Susanna So Shan Ng3,5, Timothy Chun-Man Li3,5, 

Rita WY Ng1, Terry CF Yip3,4, Grace Lai-Hung Wong3,4, Francis KL Chan2,3,4, Chun Kwok Wong9, Paul KS Chan1,2,10, Siew C Ng2,3,4

1.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2.Center for Gut Microbiota Research,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3.Department of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4.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digestive disease, Institute of Digestive Disease, Li Ka Shing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5.Stanley Ho Centre for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6.Department of Medicine and Geriatrics,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Kwun Tong, Hong Kong

7.Department of Pathology,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Kwun Tong, Hong Kong

8.Department of Anaesthesia and Intensive Ca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9.Department of Chemical Path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10.Li Ka Shing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台中市暨大台中中醫師公會
國醫節學術研討會

主題：中醫家庭暨社區醫學的展望
預定時間：2021年3月28日(星期日)

研討會地點：台中慈濟醫院第一院區6樓國際會議廳
壁報論文地點：台中慈濟醫院第一院區5樓大愛講堂
主辦單位：台中市中醫師公會、大臺中中醫師公會

台中慈濟醫院、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中華民國聯合中醫醫學會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協辦單位：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台灣中醫醫學教育學會

壁報論文投稿資訊: 臺中市中醫師公會 (tctcm.org.tw)

https://www.bsg.org.uk/
http://www.tctcm.org.tw/new.php?cat=95&id=1255&fbclid=IwAR0I0cUOD8QjCX_oJYEDupXLA2iGrO3rj3OZxC6Ym4gZmNWXjXpFTy1EJX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