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 2018 年 7 月份會訊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總會 CMASA 重要通知：
澳大利亞中醫管理委員會 CMBA 辦公室於這個月（5 月 23 日）發出通知給本學會 。
根據 AHPRA 的要求 ，將會進行 2018 年年度的審核。
審核內容包括:
從 2016 年至 2017 年的
(1) 繼續進修學分 CPD
(2) 犯罪記錄 Criminal History
(3) 職業保險 PII
被抽中審核的註冊中醫針灸師 ，將會收到從 audit@ahpra.gov.au 發出的電郵和
Audit 審查表格。
敬請各位註冊中醫針灸師留意 CMBA 和學會的信件、電郵，並做好上類文件的準備工
作，以便及時回復 CMBA 辦公室。
溫馨提示：詳細內容以英文通知為准。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
總會秘書處
CMASA 會刊《中醫與健康》征稿啟事：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是澳洲註冊中醫師、註冊針灸師、保險認可的職業按摩師的專業
學術團體。學術活動是學會的主旨。發展中醫事業，促進中醫學術、熟練中醫專業技
能、尤其是提高我們中醫行業的專業素質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職責和義務。會刊《中醫
與健康》是我們學會生活的忠實記錄，是我們澳洲中醫學術發展的實地見證，更是廣
大會員、中醫同道切磋交流學習提高的進修課堂，還是海外中醫結識熟悉了解交流我
們澳洲中醫學術成就的方便平臺。
最重要的：會刊《中醫與健康》是學會的形象和面孔、是澳洲廣大中醫同道提出訴求
的傳聲筒、是咱們自家的輿論喉舌！受學會領導和理事會的殷切囑托與授權，會刊編
輯部懇請全體會員、全體註冊中醫針灸師同仁，請不吝賜稿！請把在澳洲這塊寶地上
臨證耕耘的點滴心得、刻苦攻關的成效經驗、博采眾長的讀書筆記、讀經數典的啟發
收益發給我們，並通過我們發給世界、載入歷史、為我們極具澳洲特色的中醫新學術
新進步添上一筆！
稿件要求：來稿請用電子版文稿而謝絕手寫稿。 篇幅大約 1500-3000 字、請附中英
文摘要。

稿件範圍：中醫學術論著；醫案醫話；方劑研究；中醫動態；醫藥典故；臨床心得；
經驗方法；針灸推拿。
年刊征稿已於每年 6 月 30 日截稿，逾期稿件將放入來年刊發。謝絕一稿兩投、謝絕
已公開發表文稿重投。稿件收到，必及時回復郵件。中文為主、英文亦可。
收稿電郵地址：drshuwang@gmail.com
根據理事會已通過之新規定從今年開始實施刊出稿件新規：
1）稿件一經錄用，由學會頒給論文作者若幹當年 CPD 學分以資鼓勵。
2）網絡版形式盡快在學會網站先編輯刊出。
3）印紙版依例征求廣告，（給會刊拉來廣告者有獎勵）會員個人廣告仍辟專欄刊出，
（請需發廣告會員電郵發至編輯部，超過截稿日期放下期）
會刊是魚，廣大會員、天下中醫是水。魚兒離不開水！沒有會員、中醫同仁的鼎力支
持會刊一天也生存不了！學會宗旨是為會員服務的，會刊是為會員服務的具體形式！
故而會員對學會、會刊的要求請隨時提交，編輯部衷心感謝！
《CMASA 學術年刊編輯部》
辦公室重要通知，敬請各位會員註意：
一，學會的網站已經正式開通，網址是：www.cmasa.org.au
學會的網站 www.cmasa.org.au 已經正式上線，目前的主要功能包括： 學會動態消
息發布、大醫講壇信息、會員服務（常見問題查詢和常用表格下載）、中醫電子書下
載、學會論壇等，對於繳費的註冊會員還有廣告信息發布的功能（每人限免費一
條），還可以發布診所招聘、二手器械轉讓等與專業相關的廣告。每個註冊用戶還有
一定的個人空間，我們想今後把學分證書的發放盡量電子化，發到會員的個人空間
裏，這樣會員就有個固定的地方可以存放這些相關文件，查找和使用的時候都很方
便，在需要的時候也可以自行下載和打印，而不用在每次講座的時候排隊找證書，只
需要在打印出來的名單上簽到即可，這樣可以節省每次學術活動前報到的時間。
歡迎廣大會員到我們的官網瀏覽，獲取學會最新的動態，及時了解學會活動的信息。
將來還會開通論壇服務，大家可以探討疑難病例，交流臨床心得。
總之，CMASA 所有會員的網上家園已經建成，就等您來入住啦！
二， 為了更加完善學會的財務管理制度，從今年開始所有的學術講座現場不再接受現
金交費，僅可以用信用卡交費，請會員們盡量通過以下兩種的方式提前交費：
1，網上交費：
學會銀行賬戶：Commonwealth Bank

A/C Name: CMASA Education
BSB:

062133

A/C NO: 18001600
繳費時請註明名字和 CMASA 會員號及學術講座的課程編號。
繳費後請將繳費憑證截圖電郵至：cmasatcm@hotmail.com
2，銀行付賬：
請到銀行櫃檯交納聼課費用至學會賬戶：
學會銀行賬戶：Commonwealth Bank
A/C Name: CMASA Education
BSB:

062133

A/C NO: 18001600
繳費時請註明名字和 CMASA 會員號及學術講座的課程編號。
繳費後請在銀行回執單上註明個人的名字和 CMASA 會員號以及課程編號，並發電郵
到 cmasatcm@hotmail.com。
三，為了解決會員匯款混亂的問題，辦公室經過商討，決定以後每一次的學術課程都
會編號，會員匯款時請在匯款的 reference 一欄加上課程編號。
如果字數有限，可以用姓名縮寫+會員號+課程編號（5-6 位）
例： 張三豐 （名字拼音縮寫 ZSF）
1234 （會員號）
N17D03 （講座編號）
Reference：ZSF1234N17D03
四，辦公室近來遇到不少會員咨詢如何填寫 CPD 表格的問題，特在此列出一份 CPD
表格填寫說明的樣本，以作參考。（見附表）
全囯 辦公室接電話時間：悉尼時間週一到週五，早上 11 時至下午 4 時。
• 電話：02-97276831
• 請會員盡量發電 cmasatcm@hotmail.com。
• 由於處理會員事務的工作十分繁重，請會員們以電郵方式更改資料或申請新保險號。
並在主題欄位，寫明名字會員號及電郵目的，如：換地址、增加診所...等等。

紐省 7 月份大醫講墵：
日期:2018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
時間: 6pm - 10pm
題目：政策法規
主講人： 紐省中醫委員會專員

講座編號： N18JL29
CPD: 4 points( professional issue )
地點： Club Ashfield，1-11 Charlotte St., Ashfield NSW (Ashfield 火車站對面)
收費標準及報名方式:
1.通過郵件報： 早鳥優惠 - 會員$30,非會員$40（截止於 7 月 25 日）
2. 網絡直播：會員 $50 非會員 $60 （報名截止 2018 年 7 月 25 日）
3.現場報名只接受信用卡：會員（正常）$40，非會員（正常）$50
聯繫人: Jo (02) 9727 6831
週一到週五 1pm-4pm

cmasatcm@hotmail.com

學會銀行賬戶：Commonwealth Bank A/C Name: CMASA Education
BSB :062133
A/C NO:18001600
繳費時請註明姓名缩写、CMASA 會員號和講座编号。
繳費後請將繳費憑證截圖電郵至：cmasatcm@hotmail.com
為免遺漏，請勿發微信截圖。
溫馨提示：
1．應 club 的要求，請參加講座的會員務必帶上含有地址的證據（駕照）
2．報名時務必請使用您的姓名縮寫 CMASA 會員號和讲座编號。如果您是非本會會
員，或者是在校學生，亦請註明。學會屆時將會為大家頒發 CPD 出席證書。

紐省大醫講壇活動預告：
26/8/2018 蕭佳彬: 金匱要略的經典著作的學習
課程編碼：N18AU26
30/9/2018 方山 博士: 針灸治療更年期綜合癥的機理及經驗方的臨床應用
課程編碼：N18SP30
28/10/2018 鄭建華: 澳洲中醫臨證病案分析
課程編碼：N18OC28
18/11/2018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學術峰會

维省 7 月份大醫講壇：
時間：2018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 1:30PM 至 5:30PM
地址：Deakin 大學，Building B, 四樓，B4.12 室
主講人：崔倬銘名老中醫

題目: 寸口脈法臟腑定位的臨床體會
脈象學是中醫的國粹，是正統中醫學的標誌性象征。在中醫幾千年的實踐中，脈診經
久不衰，有其存在的理由。而將中醫臟腑系統與傳統脈法緊密結合起來，進行精準臟
腑定位，進而對臨床診療進行指導，即“平脈辨證”，更是脈法的最高境界，也是中
醫辨證論治體系的精髓和靈魂。本次脈診講座，崔倬銘老中醫將根據自己個人多年的
脈診心得、體悟，在這方面進行詳細闡發，深度講解。臨床實踐所得，均屬幹貨。
主講人介紹：崔倬銘，男，1955 年出生。廣東江門新會人。早年分別求學於佛山市中
醫專科班，中山醫科大學腫瘤外科。1987 年移居澳大利亞。2004 年畢業於遼寧中醫
學院，碩士研究生。30 年來一直開設澳大利亞＂保康醫療中心＂。任主理醫師、總經
理。又是澳大利亞中醫藥、針灸專業會理事。世界中醫藥聯合會脈象研究專業會常務
理事。並獲世界針灸聯合會國際交流大會二年的特殊貢獻獎和一等獎。澳大利亞 3CW
中文電臺醫療節目主講專家，著名的中醫專家。發表了不少有關脈法的醫學論文。曾
經在 2017 年中央電視臺第四頻道華人世界專目裏, “靠獨門中醫脈診行診 30 年”獲
央視專題報道。熱心慈善公益事業。
費用：會員$25, 非會員$40 學生會員$10（現場現金收費）
CPD: 4 points（Formal）
報名方式：CMASA 維省微信官方群，或電郵至 cmasavic@gmail.com
溫馨提示：只有提前報名的會員才能及時拿到資料和繼續專業教育學分證明，所以請
大家屆時務必提前報名。報名時務必請使用您的全名，包括拼音/英文名，CMASA 會
員號。如果您是非本會會員，或者是在校學生，亦請註明。學會屆時將會為大家頒發
CPD 出席證書。

维省大醫講壇活動預告：
26/8/2018

王樹老中醫 《辨方證用藥法》

23/9/2018

王慶聚醫師《體療的臨床應用》

28/10/2018

周康 （內容待定）

18/11/2018 維州年底會員總結大會，歡聚時光

昆省大醫講壇活動預告：
8 月 26 日 韋國慶 醫生： 精準針灸治療肩周炎
10 月 28 日 曾世宗 醫生： 皮膚病的中醫治療
11 月 中醫政策法規

南澳大醫 7 月份大醫講壇:
時間：2018 年 7 月 1 日 周日

8.30am-12.30pm

地點：城市醫療中心 1/80 Grote st, Adelaide SA 5000
題目：精準針灸的臨床重要性
------網球肘的治療分析
主講人：韋國慶中醫師
主講人介紹：韋國慶中醫師，貴陽中醫學院學士學位，悉尼大學碩士，廣州中醫藥大
學博士，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 CEO、世中聯疼痛分會副會長，行醫三十年，臨床擅長
於各種痛症的治療，一針痛止，立竿見影，見效神速，治療徹底。擅用經方，特別擅
長治療各種臨床疑難雜症，經驗豐富，用藥獨到，臨床療效顯著，在悉尼地區頗有影
響。河南、湖南、廣州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
收費標準:

會員$30，非會員$40

CPD： 4CPD(Formal)
聯系人：

鄭鈺醫師

聯系方式：

電話 0469545139 或 電子郵件 zhengyulele@hotmail.com

附記：
1.為了尊重演講者及同仁請在開始講課前把手機關靜音或關機。
2.為了保證會員能及時的拿到資料和繼續專業教育學分，所以請大家務必提前報名。

南澳大醫講壇活動預告：
9 月 何佳歡、趙迎朝等按摩會員臨床治療經驗探討和分享
10 月 劉今秀：六經辨證與臨床常用方藥
11 月 CPD 年度總結

西澳 7 月份大醫講壇
日期:2018 年 7 月 8 日（星期日)
時間: 1pm - 7pm
地点：Crn of Elderfield Manning Rd Karawara (George Burnett Leisure Centre) 6152
題目: 澳大利亞中醫目前面臨的問題及英文病歷及處方簽釋出實施後，全國會員問卷
大調查說明會
此次講座為陳曙儀當選 為最新一屆 CMASA 總會會長後首次進行全澳各州的巡回演
講。不久前他們已經完成了對昆州、新南威爾士州、維省的巡講。這次親赴西澳，我
會所有會員將有機會與總會會長互動，向她和陳醫生當面提出您最為關註的問題和事
宜。會後全體會員將與會長一起共進晚餐。敬請全體會員，積極報名參加此次重要講
座。

主講人：
1，陳曙儀會長
•

廣告規範法

•

健康記錄要求

•

治咳心得

2，陳寶龍部長
•

中藥配藥標簽和病例記錄問題解答 。

•

英文病歷及處方簽釋出實施後全國問卷調查說明

主講人介紹：
陳曙儀會長，註冊中醫針灸師，畢業於廣州中醫藥大學，悉尼科技大學中醫碩士，現
任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總會會長；世界中醫藥聯合會呼吸病專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世
界中醫藥聯合會婦科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曾在悉尼中醫藥協會的領導層工作二十余
年，具有豐富的學會管理經驗。陳曙儀中醫師從醫 40 余年，是澳洲著名的資深中醫
師，擅長於內、婦、兒科多種常見病、疑難病。
陳寶龍部長，註冊中醫針灸師，南京中醫藥⼤學中醫博⼠；臺灣中國醫藥大學醫學
⼠；澳⼤大利亞中醫學會縂會政策法規部部長；澳⼤大利亞中醫學會維省分會秘書
⻓；澳⼤大利亞中醫骨傷專業學會秘書⻓。南京名老中醫紹銘熙弟⼦，擅用四指推配
合針灸療法治療骨傷疑難雜癥。
CPD: 6 points (4 professional issue+2 Formal)
收費標準:

會員$30，非會員$60

轉賬銀行:

Commonwealthbank

戶名:

CMASA

BSB:

062133

Account Number：11448282
聯系人:

馮海燕中醫師

聯系方式:

電話 0413027596（短信）

溫馨提示：中醫註冊局及保險公司的要求，學會將為參會人員準備 CPD 出席證明，請
務必提前報名。

西澳大醫講壇活動預告：
8 月 26 日 曾世宗：有關皮膚疑難病症的辯論治療。
10 月 28 日（待定）
11 月中醫政策法規

紐省中文高級急救證書班開班通知
時間: 7月1日（周日）5pm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CMASA）舉辦的高級急救證書班（HLTAID003）以中文普通
話授課，獲得政府承認證書，有效期 3 年。此證書是從事推拿、針灸及其他健康醫療
工作，以及獲得私人保險回扣資格的重要憑據。如果您想了解相關信息、證書需要更
新，請盡快與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聯系，以免錯過機會。
費用：按期更新 $150 初學及過期更新 $180
(名额有限，請先交費。截止日期：6月28号）
急救課程地址：Ashfield Catholic & Community Club, 5-7 Charlotte St. Ashfield
NSW
上課時請帶上:
1，

駕駛執照或護照及其複印件一張

2，

USI號碼，如果沒有，請上網申請。網址：www.usi.gov.au

3，

完成的作業和一支筆。

交費方式：
1，網上交費：
學會銀行賬戶：Commonwealth Bank
A/C Name: CMASA Education
BSB:

062133

A/C NO: 18001600
繳費後請在銀行回執單上註明交款人姓名和手機號，並將凴証截圖電郵至以下郵箱：
Fz0207@hotmail.com
2，銀行付賬：
請到銀行櫃檯交納聼課費用至學會賬戶：
學會銀行賬戶：Commonwealth Bank
A/C Name: CMASA Education
BSB:

062133

A/C NO: 18001600
繳費後請在銀行回執單上註明交款人姓名和手機號，並將凴証截圖電郵至以下郵箱：
Fz0207@hotmail.com
聯系人：Zheng Fang 中醫師
電郵：fz0207@hotmail.com
微信:

Janetzheng0207 , 手機短信：0411068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