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
第十一屆理事會工作報告書
理事長 賴鎮源

鎮源三年來在全體理監事鼎力協助，及會員同道支持與配合下，
順利推動會務，謹將本會一年來的重點工作報告於下，請各位長官各
位會員同道指教。
一、定期舉行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議
（一）104 年 11 月 29 日假天成大飯店 3 樓翠庭廳舉行第十一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
(二)104 年 11 月 29 日召開本會第 11 屆第 1 次理事、監事會議。
(三)105 年 2 月 28 日召開本會第 11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曁 105
年丙申新春聯誼餐會。
(四)105 年 9 月 11 日召開本會第 11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五)105 年 12 月 11 日假台大景福館會議廳舉行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
(五)106 年 3 月 26 日召開本會第 11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六)106 年 9 月 17 日召開本會第 11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七)106 年 12 月 10 日假天成大飯店天采廳舉行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
大會。
(八)107 年 4 月 29 日召開本會第 11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九)107 年 9 月 16 日召開本會第 11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107 年 12 月 9 日召開本會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二、參與醫界活動
104.11.22 賴理事長於善導寺出席台灣仁醫騎士協會第二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
104.11.29 本會與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於台北天成飯店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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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舉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並順利選舉出第
11 屆理事長及理監事。與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
會共同編輯台灣中醫口述歷史第 2 輯也出版致贈
本會會員
賴理事長赴玄奘大學善導教育中心參加中華民國
中西醫結合神經醫學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賴理事長赴天成飯店參加廣州中醫藥大學台灣校
友會及中華民國預防與康復醫學會聯合聯合理監
事會
賴理事長赴台北市天成飯店參加中國鍼灸學會會
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賴理事長參與台灣仁醫騎士協會醫護人員及志工
40 人至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石磊部落義診。本會
廖世輝醫師、彭文俊醫師、洪汝欣醫師、潘銀來
醫師、郭明亮醫師、林慶恆醫師及黃有為副秘書
長上山參加義診。本次義診並與國際紅萬字會合
作偏鄉物資發放。
賴理事長赴台大會館蘇杭餐廳參加中華民國中醫
醫學會全國聯合會計中華民國中醫癌症醫學會理
監事聯席會。
本會賴鎮源理事長偕黃碧松名譽理事長帶領台灣
仁醫騎士協會醫護人員及志工 32 人至新竹縣尖
石鄉玉峰村石磊部落義診。本會潘銀來常務理事
、洪汝欣常務理事、林慶恆醫師、黃有為副秘書
長、賴威志副秘書長上山共襄盛舉。

105.03.06 賴理事長赴台北天成飯店參加廣州中醫藥大學台

灣校友會年度大會。
105.03.13 賴理事長至台大學國際會議中心參加第 86 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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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節暨台北中醫藥國際論壇。
賴理事長赴台大景福館參加中華民國中醫內、婦
、兒、男科醫學會聯合年度大會。
賴理事長赴台大景福館參加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
全國聯合會理監事聯席會。
賴理事長赴天成飯店參加廣州中醫藥大學台灣校
友會理監事聯合會。
賴理事長赴凱撒飯店參加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
國聯合會理監事聯席會。
本會和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共同主辦中西醫眼
科進修課程第 1 次於台北教育大學開課。中醫講
師李政育教授暨西醫講師由新光醫院眼科團隊吳
慈恩醫師、鄭聖甫醫師主講。
本會和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共同主辦中西醫眼
科進修課程第 2 次於台北教育大學開課。中醫講
師李政育教授暨西醫講師由新光醫院眼科鄭成國
主任主講。
本會及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共同主辦中西醫眼
科進修課程第 4 次於台北教育大學次開課。中醫
講師黃碧松醫師暨西醫講師由新光醫院眼科林友
琪醫師主講。
韓國慶熙大學韓醫學院崔昇勳博士來訪，賴理事
長理事長聯合 12 醫學會於君悅酒店餐會並頒授
崔昇勳博士為中西醫結合國醫大師榮銜。
本會及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共同主辦中西醫眼
科進修課程第 5 次於台北教育大學次開課。中醫
講師廖世輝醫師暨西醫講師由新光醫院眼科彭繼
賢醫師主講。
本會與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共同主辦中西醫眼
科進修課程第 6 次於台北教育大學次開課。中醫
講師顧明津醫師暨西醫講師由新光醫院眼科吳慈
恩醫師主講。
賴理事長赴濟南路台大校友會參加中華民國中醫

107.03.18
107.06.24
107.07.29

107.07.22
107.09.02

醫學會，中華民國中醫肝病、癌症、抗衰老醫學
會理監事會。
賴理事長赴台大國際會議廳參加台北市中醫師公
會舉辦國醫節大會。
黃理事長赴凱撒飯店參加中華民國內科、婦科、
兒科、男科四醫學會聯合會員大會。
賴理事長與黃碧松理事長聯合於陽明山六窟餐廳
召開台灣口述歷史(第三輯)第 1 次編輯會議，推
舉徐維濃理事為主編。
賴理事長赴顧安會館參加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
國聯合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召開台灣中醫口述歷史第三輯第 2 次編輯會議。

107.09.23 召開台灣中醫口述歷史第三輯第 3 次編輯會議
107.10.14 召開台灣中醫口述歷史第三輯第 4 次編輯會議
107.11.04 召開台灣中醫口述歷史第三輯第 5 次編輯會議。
三、辦理會員繼續教育課程提升專業素養
（一）104.11.29本會舉辦「2015年中醫臨床學術研討會」邀請明師中
醫聯合診所永和分院院長黃月順醫師、聖醫中醫診所院長陳清
典醫師演講。
（二）105.06.19至105.08.07本會舉辦「2016年資深中醫師經驗傳承
研習課程」邀請中華民國中醫醫學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鄭歲宗
醫師、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名譽理事長蘇三稜醫師、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名譽理事長廖世輝醫師、台灣中醫皮膚科
醫學會理事長黃碧松醫師、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名譽理事
長徐慧茵醫師、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名譽理事長郭明亮醫師、
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副理事長潘銀來醫師、中華民國中醫癌症
醫學會理事長謝福德醫師演講。
（三）105.12.11本會舉辦「2016年針傷特殊技巧臨床經驗學術研討會

」邀請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監事劉志賢醫師、中華民國中醫皮
膚科醫學會副秘書長黃有為老師、新北市骨節整復職業公會羅
永禎老師演講。
（四）106.07.09至106.08.27本會舉辦「戴吉雄頭皮針臨床應用實務
進修課程」邀請國暉中醫診所院長戴吉雄醫師演講。
（五）106.09.17至12.17本會與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合辦蘇三稜常用80
顯效方劑經驗傳承講座。
（六）106.12.10本會舉辦「2017年資深中醫臨床經驗學術研討會」邀
請漢昇中醫診所院長彭文光醫師、鴻安中醫診所院長潘銀來醫
師演講。
(七)107.04.01至06.24本會與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舉辦「難經理論應用
於脈學臨床實務課程」。
(八)107.09.02至09.30本會舉辦「戴吉雄頭皮針臨床應用實務進修課
程」，邀請國暉中醫診所院長戴吉雄醫師演講。
(九)107.12.09本會舉辦「2018年資深中醫臨床經驗學術研討會」邀
請德全中醫診所院長謝福德醫師、鴻安中醫診所院長潘銀來醫
師浩緯中醫診所院長張浩緯醫師演講。
四、編印學術書刊贈送會員
（一）本會每年出版《傳統醫學雜誌》電子期刊並發行光碟版。
（二）104 年 11 月本會與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出版《台灣中醫口述
歷史專輯Ⅱ》
。
（三）107 年 12 月本會與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出版《台灣中醫口述
歷史專輯 III》。
五、辦理傳統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
每年定期辦理傳統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及考試。

六、成立基金永續發展會務及辦理公益活動
（一）成立學術研究基金，推動中醫藥學術研究。
（二）成立會務推展基金，永續發展會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