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中醫药學會 2018 年 4 月份會訊
全國總會理事會：
陳曙儀会长及陳寶龍医生联手各省巡讲说明：
陳寶龍醫生與陳會長，將聯手到各省巡讲，時間為：3 月 18 日昆省(已結束)、25 日纽省（已結
束)、4 月 22 日维省。
講题：澳大利亚中医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英文病歷及處方簽释出實施后全國会员问卷大調查說明
会（4 professional issue CDP）
问卷调查表内容：
1、根據中醫管理局（CMBA）於 2016 年公布實施病患病例記錄綱要，以英文撰寫中醫病歷記錄，
實際實行後產生的問題調查。
2、根據中醫管理局 2017 年 12 月公布實施的安全配藥綱要，實施後產生的問題調查。
3、被中醫管理局註冊的中醫師及針灸師，爭取針灸治療項目納入國民健康保險體系(Medicare).
4、反對未經中醫管理局或西醫管理局註冊者，使用幹針治療患者。
問卷調查表目的：
a、有關中醫管理局公布實施的二項綱要，經向本會會員全國普查後，收集統計實施後所產生的問
題，向中醫管理局建議，要求修定綱要。
b、有關中醫針灸治療項目納入國民健康保險體系 (Medicare），通過實際全國會員調查，獲得確
實支持度數據，為往後爭取行動之起點。
c、有關未經合法註冊，使用幹針治療議題，通過對實際全國會員的調查，獲得確實支持度數據，
以為下一步行動之準備。
本次全國問卷調查，事業重大，全國理事會自去年 12 月改選後，在陳曙儀會長主導下責成政策法
規部主持辦理，新成立的政策法規部，以維省陳寶龍理事為部招集人，招集全國各省理事入部參與
研究籌劃，目前奉招入部參與工作的全國理事計有，紐省劉建鋒、方山、羅栩威，南澳顧雄文、李
曉寧，昆省孫喬奇，西澳趙昊龍等，為了能在短時間內提出問卷調查表，奉招理事皆利用工余時間
積極參與會議認真研究。
此次全國問卷調查說明會並不只限於瞭解問題，更重大的意義再藉此項調查匯集全國會員的民意，

學會根據民意提出務實利民的政策綱領，有目標有計劃的去推動實行。因此，希望全體會員都能積
極參加在各省舉辦的政策法規巡回宣講及調查表的填寫---這關乎您的權益 ！

辦公室重要通知，敬請各位會員註意：
一，號外！號外！
學會的網站已經正式開通，網址是：www.cmasa.org.au
歡迎廣大會員到我們的官網瀏覽，獲取學會最新的動態，了解學會活動的信息，下載各類表格和多
種中醫電子書籍，觀賞學會活動的圖片等等，將來還會開通會員的免費廣告，每個註冊會員都可以
發布一條與本行業相關的廣告，如招工、買賣診所和醫療器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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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拍照後發到學會微信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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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會員盡量發電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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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大醫講墵：
日期:2018 年 4 月 15 日（星期日)
時間: 6:30pm - 9:30pm
題目：腰八針腰十針治療腰椎間盤突出
醒腦開竅治神針刺法的臨床運用
主講人：孟傑教授
一、主要學習及工作經歷：
1980 年 8 月畢業於貴州省都勻衛校中醫班。
1992 年 8 月畢業於貴陽中醫學院。
1984 年 4 月至 1985 年 5 月在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跟師石學敏教授學習一年。
1980 年 8 月至 1995 年 8 月在貴州省黔南自治州中醫醫院針灸科工作，任針灸科主任，中醫針灸
主治醫師，任中國針灸協會會員。
1995 年 8 月至 2002 年 10 月在廣州市荔灣區中醫醫院針灸科工作，任針灸科主任，中醫針灸主治
醫師；
2002 年至 2011 年，在廣州荔灣區中醫醫院工作，任針灸科主任，中醫針灸副主任醫師，任職廣州
市中醫藥學會針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至今，兼職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教授。
2005 年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授予“名中醫”稱號。
從 2009 年開始為荔灣區政府名中醫師承帶徒至今（每三年一期），2016 年始為廣東省政府名中醫
師承項目帶教老師（每三年一期），每年為廣州中醫藥大學帶教大學畢業實習生 50 余人次。
2012 年任廣州市荔灣區中醫醫院針灸科主任，中醫針灸主任醫師兼任院腦病科學術帶頭人，廣州中
醫藥大學兼職教授，廣東省針灸學會理事至今。

二、學術專長：
1.師從天津中醫藥大學一附院石學敏院士，全面繼承了其“醒腦開竅針刺法”的精髓，並在石老師
的學術思想及核心理念中不斷臨床實踐，研發出一種新的針刺法，即“醒腦開竅治神針刺法”；
2.1994 年以“針刺經驗穴加手法復位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課題，獲地級政府頒發的科技進步四等
獎；
3.2011 年“針刺陵下穴配意念運動加滯針法治療肩周炎臨床研究”，通過廣東省中醫藥管理局科研
立項並順利結題；
4.2012 年“孟氏十二針針刺法對椎動脈型頸椎病的椎-基底動脈血流動力學的改善及生存質量的影
響”通過了廣東省中醫藥管理局的科研立項，順利結題後，幾項技術均在臨床得到廣泛推廣與運用。
並有多篇論文發表於國家核心期刊。
地點：Ashfield Club ，1-11 Charlotte St., Ashfield NSW( Ashfield 火車站對面)
講座編號：N18AP15
CPD: 3 分(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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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於：2018 年 4 月 12 日）
2. 網絡直播：會員 $50 非會員 $60 （報名截止：2018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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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時請註明姓名縮寫、CMASA 會員號和講座編號。
繳費後請將繳費憑證截圖電至：cmasatcm@hotmail.com
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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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號和講座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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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018 林壽寧教授（廣西中醫學院博導）：慢性胃疾病的西醫研究現狀及中醫
課程編碼：N18MY20
24/6/2018 關 濱： 痛證推拿治療的臨床體會
課程編碼：N18JU24
29/7/2018 林奇恩：政策法規
韋國慶: 針灸的特效治療

課程編碼：N18JL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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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學術峰會 （時間待定）

维省 4 月份大醫講壇：
時間：2018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 1:30PM 至 5:30PM
地址：Deakin 大學，Building B, 四樓，B4.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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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陳曙儀会长及陳寶龍博士
主講人介紹：
1.陈曙仪中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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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擔任世界中醫藥聯合會呼吸病專業委員會副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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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餘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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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于內, 婦, 兒科多種常見病, 疑難病。 從 1993 年開始到現在,
一直在“澳州新報” 周刋上撰寫中醫專欄”飲食療法”, 家喻戶曉。 從 1995 年開始到現在, 為 SBS
國家民族廣播電臺特邀嘉賓，從 2003 年開始到現在一直在 2CR 中文廣播電臺作為” 古方名藥與中
醫” 節目嘉賓主持。( 每周四晚上 7-8pm)
陳曙儀會長上任後與陳寳龍部長首次進行全澳各州的巡回演講，不久前已經完成了對昆州、新南威
爾士州的巡講。這次親赴我會，我會所有會員將有機會與總會會長互動，向她和 CMASA 總會，當
面提出您最為關註的問題和事宜。
澳大利亞中醫未來機遇和危機並存，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 CMASA 任重而道遠，是危機也是機會，
讓我們牽起手來，一起努力，攜手共創在澳中醫美好未來。
敬請全體會員，積極報名參加此次重要講座。
2.陳寶龍中醫師于 1993 年臺灣中國醫藥大學畢業獲醫學士學位，在臺灣從事中醫門診臨床工作 10
余年，期間不斷進修，先後獲得臺灣中醫傷科，針灸科及中醫內科三項專科醫師資格。2003 年赴中
國南京中醫藥大學攻讀中醫博士學位，期間拜南京四指推名家，名老中醫紹銘熙敎授為入室弟子，
學習四指推推拿療法，2006 年獲得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針灸及推拿專業博士學位。2005 年舉家移

民澳大利亞，定居維多利亞卅，2007 通過維多利亞卅中醫註冊局考試，獲得澳大利亞註冊中醫師及
針灸師資格，於同 年 7 月開設個人診所於墨爾本近郊，執業至今。在澳大利亞執業期間，熱心於中
醫中藥學專業及有關公益活動，歷任澳大利亞骨傷專業學分秘書長、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學術部部
長，目前為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全國理事會理事兼政策法規部部長，維多利亞卅分會秘書長。中醫
臨床工作方面，專精於針灸及傷骨科，對一般內婦兒科也有心得，近年來尤醉心於脈診的硏究，讀
書、臨癥、硏究三項不偏廢以自勉。閒暇之餘，熱愛運動，早年從事自行車、遊泳、網球、高爾夫
球等活動，近 10 年熱中學習太極拳，正式拜師學蕓，有幸拜楊式內傳太極拳第五代傳人，武術家
張漢文宗師為師，正式有系統學習楊式內傳太極拳。
費用：會員$25, 非會員$40 （現場現金收費）
CPD: 4 points（ professional issue）
報名方式：學會官方微信群，或電郵至 cmasavic@gmail.com
溫馨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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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月份: 楊海燕 乳腺癌的中醫治療，王樹，韋國慶醫師的針灸治療方法、周康老中醫專場， 王
慶聚醫師練功法在骨傷科疾病中的運用
11 月 維州年底會員總結大會
中途加 2 個雙語 workshop:
1. 周康 （內容待定）
2. 內容待定

昆省 3 月份大醫講壇：
時間：2018 年 4 月 25 日（周日）6pm – 9pm
地點：TCM centre ( 803 Beenleigh Road, Runcorn QLD 4113)
講題：北京雙橋羅氏手法的實踐
主講人：閻喜換
北京中醫骨傷醫學研究會會長，北京中醫藥大學第 1 批 “中醫臨床特聘專家(臨床專長類專家)”，
撥筋通絡”診療體系創始人。師從人稱“雙橋老太太”的骨傷名家羅有明先生，潛心中醫骨傷醫、
教、研工作三十余年，診治患者達 20 多萬人次，臨床中以中醫傳統手法為基礎，結合現代運動醫
學、西醫解剖學、肌筋膜理論等，通過多年研究創建了“撥筋通絡療法”診療體系，並概括出“解

剖位起、定點卡位、筋骨並重、輕重有序、借力使力、自然還納”二十四字訣診療原則，為方便教
學詳細整理出常見損傷的肌肉、韌帶、血管、神經治療的具體方法。
CPD: 3 分 （Formal）
收費標準：會員 AUD$80 非會員$120
收費方式：現場現金收費
報名聯系：Dr. Luke 盧中醫師 0423030714

(短信）

電郵報名：cmasaqld@hotmail.com
註意事項：
1.報名時請註明您想要在 CPD 紙上寫的全名及會員號。
2.敬請欲參加者提前報名，謝謝合作！

昆省大醫講壇活動預告：
6 月 24 日 張舒翼 醫生： 針灸治療膝關節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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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澳 4 月份大醫講壇：
時間：2018 年 4 月 22 日（周日）3pm - 6pm
地址： Manning Rd Karawara (George Burnett Leisure Centre) 6152
題目：《中醫病歷電腦軟件的使用與管理方法》
《網球肘的診斷與治療》
主講人：

韋國慶

收費：

會員$15，非會員$25

學分：

CPD 3 分（Formal）

聯系人：

馮海燕中醫師

聯系方式： 電話 0413027596（短信）
注: 講座開始前將舉行抽獎活動，並于中閒休息時舉行第二次抽獎，希望會員們踴躍報名參加。

西澳大醫講壇活動預告：
5 月 27 日 張舒翼：關於五運六氣針法的臨床運用
6 月 24 日 趙昊龍：中醫腦的生理病理及相關疾病的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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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澳大醫講壇活動預告：
5 月 韋國慶：針灸治療肩周炎
7 月 吳利沔：題目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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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紐省 5 月份中文高級急救證書班開班通知
時間: 5月6日（周日）5pm
急救課程地址：Ashfield Catholic & Community Club, 5-7 Charlotte St. Ashfield NSW
費用：按期更新 $150

初學及過期更新 $180

(請先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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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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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人：Zheng Fang 中醫師 電郵：fz0207@hotmail.com
微信: Janetzheng0207 , 手機短信：0411068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