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 12回台北国際中医薬学学術フォーラム 

ZOOMによる参加申し込み 

 

 2020年 7月 4日（土）～5日（日）に台北市で開催される国際中医薬学術フォーラム

に、Zoomによる参加が可能です。なお、大会講演などは中国語（一部英語）によるもの

が中心で、日本語の通訳はありません。 

 主催の台北市中医師公会と日本中医学会は 2010 年に学術交流協定を結び、この 10年

来お互いの大会を往来してきましたが、本年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で台湾への入

境が制限されているために、学会からの訪台団派遣は断念しました。しかしながらネット

を通じて参加ができ喜ばしいことです。 

是非皆さまも、奮ってご参加いただき日台交流の一翼を担って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

いたします。 

 

 

下記の URLから申込フォームを開いていただき必要事項をご記入ください。 

7月 1日に大会事務局から参加用 URLと ID,パスワードが送られて来る予定です。 

https://forms.gle/qa8e5GhhCt5y2xWX6 

 

参加費は無料です。 

 

締め切りは 6月 14日（日）です。 

 

 

大会概要はこちらの PDF でご覧ください。 

※ 7月 5日（日）11:40-12:00 に酒谷薫理事長による講演が行われます。  

「Next-gener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Prevention of Dementia」 

https://forms.gle/qa8e5GhhCt5y2xWX6


 

2020 第 12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一) 

大會時間：2020年 7月 4日（星期六）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大會廳〉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 主 題 / 主 講 人 

08:30-08:50 報到．領取資料 

08:50-09:10 大會開幕．主席及來賓致詞 

主持人：黃建榮理事長 

※09:10-09:50 
吳氏免疫針灸結合經方治療疑

難疾病的最新研究與臨床實證 

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副

校長／吳奇教授 

※09:50-10:30 銀柴消毒丹治療新冠肺炎研究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學博士生

導師／吳雄志教授 

主持人：陳光偉教授 

10:40-12:00 血崩病患行經期的中醫療法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副院
長／賴榮年教授 12:00-12:30 

保產無憂方的運用經驗分享及

禁忌 

主持人：賴榮年教授 

13:30-15:20 圍絕經期中醫調治 
台灣中醫婦科醫學會創會理

事長／徐慧茵醫師 

主持人：陳俊良教授 

15:30-17:20 

以中醫基礎理論解讀傷寒論條

文之迷及其臨床應用-舉「四逆

散」「白虎加參湯」與「炙甘草

湯」為例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
系系主任 
／張東廸教授 

註記※用視訊或錄影發表專題 



 

2020 第 12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二) 

－大會開幕暨特別演講 
大會時間：2020 年 7 月 5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大會廳〉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09:00-10:00 大會開幕式．政府首長及各國來賓代表致詞．合影 

主持人：施純全理事長 

10:00-10:20 
台灣中醫藥事業新的里程碑-中
醫藥發展法 

衛福部中醫藥司司長 
／黃怡超教授 

10:20-10:40 
針刺深度探討—安全深度、得氣
深度、臨床有效深度 

中國醫藥大學董事 
／林昭庚講座教授 

主持人：林昭庚理事長 

10:40-11:00 中醫治療失智症新思維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名譽理事長 
／陳旺全講座教授 

11:00-11:20 
中醫藥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
對策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 
／蘇奕彰 教授 

※11:20-11:40 新冠肺炎的中醫藥防治策略 
湖北中醫藥大學校長 
／呂文亮教授 

主持人：陳旺全理事長 

※11:40-12:00 
深度學習與人工智能在預防癡呆
中的作用--面向未來的中醫藥的
創新 

日本中醫學會理事長 
／酒谷 熏教授 

※12:00-12:20 從古典文學淺析日本漢方 
日本橫濱藥科大學漢方藥學科 
／李宜融教授 

主持人：陳志芳理事長 

13:30-13:50 中醫藥對心血管疾病併發症防治
之研究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施純全教授 

13:50-14:10 中藥治療過敏性鼻炎之免疫調節
實證研究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主任 
／楊賢鴻教授 



 

※14:10-14:30 京畿道韓醫師會不孕計劃報告 
韓國京畿道韓醫師會 
京畿道不孕韓醫藥計劃團 
／李龍澔副會長、金濟明院長 

主持人：陳潮宗理事長 

※14:30-14:50 董氏奇穴在痛症應用 加拿大慈濟中醫門診教學中心院長 
／鍾政哲教授 

14:50-15:10 針灸於憂鬱症的治療與療效評估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院長 
／孫茂峰教授 

15:10-15:30 精準深刺八髎穴治療功能性便秘
的臨床研究 

世界針灸聯合會副主席 
新加坡中醫師公會副會長 
／郭忠福主任醫師 

15:30-15:50 
當神農本草遇上 Ebers Papyrus - 
從交互作用談跨域學習與執業合
作 

台大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前所長 
／何蘊芳副教授 

註記※用視訊或錄影發表專題 
 



2020 第 12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三) 

－針內婦科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大會時間：2020年 7月 5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會議廳〉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09:50~10:00 開幕式 

主持人：薛宏昇教授 

10:00-10:30 雷射針灸特色及臨床治療優勢 
台灣中醫醫學會理事長 
／胡文龍教授 

主持人：胡文龍教授 

※10:30-11:00 雷射針灸在歐洲應用及發展 
歐洲中醫雷射針灸醫學會會長 
／Michael Weber 教授 

11:00-11:30 低能量雷射於中醫醫美的應用 
台灣中醫美容醫學會理事長 
／陳潮宗教授 

主持人：張永賢教授 

11:30-12:00 脈診與經方的科學化 
中華全球經脈臨床醫學會理事長 
／郭育誠教授 

※12:00-12:30 大陸各省應用中醫藥治療新冠
肺炎成果研究 

北京易道堂國際中醫藥研究院院長
／鄭承濬醫師 

主持人:曹永昌理事長 

13:30-14:00 骨髓炎中醫治療 
義大醫院中醫部部長 
／蔡金川教授 

14:00-14:30 針刀結合星狀神經節針刺治療
頸源性頭痛的臨床研究 

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 
／高宗桂教授 

14:30-15:00 肩鎖關節脫位傷科治療探討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黃蕙棻教授 

主持人: 林展弘理事長 

15:00-15:30 新頭皮針的定位與治療 
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名譽理事長 
／溫崇凱助理教授 

15:30-16:00 台灣中醫學院教育在中醫典籍
課程規劃現況與展望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主任 
／林宜信教授 

註記※為視訊或錄影發表專題 
 



 

2020 第 12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四) 
─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I) 

大會時間：2020年 7月 5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會議廳〉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09:50-10:00 大會開幕 

主持人：林宜信教授 

10:00-10:30 
老年人進行 3個月太極拳訓練後肱

動脈僵硬度，血流動力學和血脂的

變化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副教
授 
／呂萬安醫師 

10:30-11:00 龍膽瀉肝湯肝病之實證醫學研究 
保生堂中醫診所院長／詹永兆醫師 
台北醫藥大學／楊玲玲名譽教授 

11:00-11:30 
臨床中醫常用經痛方劑之實證醫

學研究 

台北醫學大學萬芳醫院婦產部．藥
學院生藥學科 
／許淳森、徐慧茵、楊玲玲 

主持人：呂萬安教授 

11:30-12:00 
中醫藥預防食道癌後二次原發性

癌證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婦科
主任／王玟玲助理教授 

12:00-12:30 《傷寒論》《太素》版本考察暨常見
湯方臨床應用 

台北天心中醫醫院主治醫師 
／陳麒方助理教授 

主持人： 許中華教授 

13:30-14:00 

中醫療法降低了貝爾麻痺後中風的
風險：全民健保資料庫研究見解
TCM therapies reduced the risk of 
stroke after Bell’s palsy: An insight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Scienc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以色列．唐吉利 Gil Ton 

14:00-14:30 北宋《本草圖經》蘇頌千歲紀念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榮譽教授 
／張永賢教授 

14:30-15:00 鼻腔攝影儀在鼻傷寒雜病論有關太
陽病辯證及用藥 

全球孫思邈醫藥研究院執行院長 
／宋和乾醫師 

主持人：蔡金川教授 

15:00-15:30 運用山元式新頭針療法治療格林-巴
利症候群之病歷報告 

台灣山元式學會理事長 
／高資承醫師 

15:30-16:00 中藥鐵螯合劑之研發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消化內科主任 
／吳明順助理教授 

 



 

2020 第 12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五) 
─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II) 

大會時間：2020年 7月 5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B會議廳〉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09:50-10:00 大會開幕 

主持人：葉家豪理事長 

10:00-10:30 男科疾病的六經辨證思維探討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楊仁鄰醫師 

10:30-11:00 失智症的成因與中醫藥治療初
探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創會
理事長／李政育教授 

11:00-11:30 建構中醫失智症日間照護模式 彰化基督教醫院中醫部主任 
／黃頌儼醫師 

主持人：陳贊文理事長 

11:30-12:00 臨床醫源病與不良反應通報考
察:以小柴胡湯為核心的分析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 
／瞿瑞瑩主治醫師 

12:00-12:30 台北馬偕醫院中醫急症處置計
畫流程建構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 
／王宏銘醫師 

※12:30-13:00 中醫體質分類判定標準與臨床
應用研究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井慧如醫師 

主持人：林恭儀常務理事 

13:30-14:00 
Incidence of Cellulitis following 
acupuncture treatments in 
Taiwan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 
／王品軒醫師 

14:00-14:30 禁針穴針刺法與靜脈雷射治療
眩暈症 

里安診所院長 
／韓建國醫師 

主持人：楊仁鄰理事長 

14:30-15:00 傳統醫學在糖尿病之整合臨床
研究 

美國國際醫藥大學博士／黃麗雪醫師 
台北醫藥大學／楊玲玲名譽教授 

15:00-15:30 

蒙古大黃抗氧化、 螯合鐵離子
及抗肝癌活性之研究 
Antioxidant, iron chelating and 
antihepatoma ability of 
Mongolia Rhubarb 

Liver Center, Ulaanbaatar, Mongolia  
／PhD. Ganbolor Jargalsaikhan 

註記※用視訊或錄影發表專題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 

─109 年健保法規暨感染性別研習會 
大會時間：2020年 7月 5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CD會議廳〉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10:00-10:10 開幕式 

主持人：邱榮鵬醫務長 

10:10-11:00 
中醫師開業條件及執業誤區須
知 
(醫務行政 1小時)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員服務委
員會前主委 
／羅明宇醫師 

11:00-11:50 
實證醫學在臨床上的應用 
(實證醫學 1小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傳統醫學科主任黃中瑀醫師 
皮膚科主治醫師黃愉真醫師 

主持人：陳建宏常務理事 

11:50-12:40 
中醫參與長照 2.0政策與展望 
(衛生政策 1小時)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長期照
護專案規劃委員會 
／陳運泰主委 

主持人：陳朝宗主任 

13:10-14:00 
中醫門診健保專案  
(衛生政策 1小時)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資訊組組長 
／歐乃慈醫師 

14:00-14:50 
院所感染管控作業感控議題-手
部衛生、咳嗽禮儀及個人防護 
(感染控制 1小時) 

林口長庚醫院感染管制課 
／林均穗課長 

主持人：陳文戎常務理事 

14:50-15:40 
醫療常見兩性問題 
(性別議題 1小時) 

長庚醫院中醫部婦科主治醫師 
／陳曉暐醫師 

15:40-16:30 
院所常見醫學倫理及醫糾案例 
(醫學倫理或醫療法規 1小時)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
明院區中西醫整合科主任 
／陳建宏醫師 

1.出席本場次C課程的醫師可取得教學醫院基本訓練7個學時課程認證。含醫務行

政、實證醫學、衛生政策、感染管制、醫學倫理、醫療法規學時。(如需教育積分

請於論壇C課程註冊繳費)  

2.負責醫師訓練課程報名費1,000元，如已報名出席台北國際論壇C課程免再交報名

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