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中醫药學會 2018 年 1 月份會訊
CMASA 第十一屆全國總會會長陳曙儀新年致詞：
CMASA 的全體會員，新年好！
澳大利亞中醫葯學會第 11 屆全國理事會於 2017 年 12 月 17 日正式成立並開始工
作。本屆理事會的工作宗旨是：服務會員，為會員爭取更多的權益，把澳大利亞中
醫葯學會辦成有高學術水平，高凝聚力的專業學術團體。
學會理事會會就政府有關部門對中醫葯業頒布的有關法規深入研討，並及時了解會
員們在執行法規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加強與政府有關部門的溝通。
學會要把學術活動辦得更高質量，更實用性，使能幫助會員提高中醫針灸專業水
平，在診療病人時得到更好的療效，從而使病患的復診率提高，收入水平提高。
學會將會繼續努力解訣最後一個醫療保險公司 NlB 對我會的醫療費用回扣資格認可
的工作。學會會努力聯合全澳中醫學術團體一起，積極參加並推進將中醫針灸納入
國民保健的"慢性病管理計劃"中，為澳州中醫全體和民眾爭取更多的權益。
我將會與第 11 屆全國理事會一起，團結，努力，積極，把澳大利亞中醫葯學會辦的
更好。並順祝全體會員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業更上一層樓!
CMASA 卸任會長鄭建華新年致詞：
各位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的會員們，大家好! 值此 2018 新年之際，請允許我代表剛
卸任的第十屆理監事會向大家致以新年的問候和祝福!
自從 1999 年初與一群誌同道合的中醫藥針灸同仁一起創立了澳大利亞中醫學會
CMASA 並被推舉為創會會長 ，到 2015 年我已經在學會工作了近 20 年了。在我任
職學會的工作期間，得到了廣大會員，理監事會大力支持和監督幫助，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今天的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已經成為全澳華人最大的中醫藥針灸學術團
體。
為此我要感謝一路走來相互扶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所有會員，及理監事會的
領導和同事們! 沒有大家的無私奉獻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就沒有我們的今天，雖然我
已經再次卸任會長的職務，但是更要感謝第十一屆理事會上大家給予我終身會長的
榮譽。我會珍惜大家對我工作的肯定，會繼續與大家一起努力，為了澳大利亞中醫
藥學會的發展，為了澳洲中醫藥事業盡我的一份力量。再次感謝大家!
全國總會理事會新聞：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CMASA) 選舉產生第十一屆總會會長。
CMASA 每兩年以民主選舉方式選舉產生全國總會會長。
2017 年 12 月 16 日晚上，全國各州的理監事齊集悉尼，召開了第十屆理監事會
議。由學會 CEO 韋囯慶主持了會議，到會理監事一致通過了卸任會長鄭建華的工作
報告及 CEO 韋囯慶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同時也通過維州分會會長王文成、新州

分會會長伍昱、昆士蘭州分會會長張舒翼、西澳分會會長伊麗亞和南澳分會會長顧
雄文的工作報告。
全國理事會當晚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陳曙儀醫生為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第十一屆
總會會長。
陳曙儀會長是澳洲資深中醫師，多年來一直在 SBS 電臺的醫療養生節目上講述中醫
養生保健知識，家喻戶曉。陳醫生也在悉尼中醫藥協會的領導層擔任工作廿餘年，
具有豐富的學會管理經驗。作風正派，勇於擔當。這次願意參選 CMASA 總會長，
也是一種擔當與奉獻的表現，並繼續為澳大利亞的中醫藥發展作出貢獻。

鑒於鄭建華醫生二十多年來對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的突出貢獻，理事會鼓掌通過給
予鄭建華終身會長榮譽稱號。
次日，當選會長陳曙儀主持了第十一屆首次理事會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學會理監
事會規章條例修改草案。對於有關學會及中醫針灸發展的重要事項進行了討論，並
安排了理事會各個職能部門的負責人。
理事會決定由陳曙儀會長領銜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具體實施爭取中醫針灸早日納入
Medicare 國民醫保系統。目前已經有陳曙儀、陳寶龍、劉建峰、李曉寧、羅栩威、
韋國慶、吳錦鋒、孫喬奇、方山、顧雄文、趙昊龍等多位理事參與工作團隊，緊鑼
密鼓地推進這一關係到我們切身利益和中醫長遠發展的大事業。
陳會長對學會今後兩年的工作作了總體規劃，強調繼續辦好高質量的學術交流活
動，提高學會會員的專業水準，一切以保證會員的正當權益為出發點，加強與政府
相關部門的溝通與協調工作，對不利於中醫發展及廣大病患權益的政策措施提出我
們的訴求。
具體分工如下：
總會會長：陳曙儀
副會長：伍昱、王文成、張舒翼、伊麗亞、顧雄文、張穎
總會行政總裁（CEO）：韋國慶
總會秘書長：吳錦鋒
總會副秘書長：孫躍華
學術部部長：張舒翼
財務部部長：劉建平
公關部部長：方山
網絡部部長：伍昱
政策法規部部長：陳寶龍
會刊編輯部部長：王樹
全國監事會監事長：曾世宗，關斌
副監事長：陳名，李志進, 劉成林，馮海燕，孫飛柳, 李曉寧，張巖

監事：武曉勤，淩金娥，王伊娜，張文炳，周曉翠，羅曉峰，李靖，張陽，鄔敬
遠，張述，鄭鈺，李花，吳利沔，黃俊卿，莫欣明，郭乙隆，陶然。
各州分會全國理事名單
新南威爾州全國理事名單：
鄭建華、曾世宗、韋國慶、陳曙儀、方山、王樹、鄭芳、王秋冬、孫偉華、羅栩
威、伍昱、孫躍華、吳剛、劉健平、劉建鋒
維多利亞州全國理事名單如下：
王文成、周康、陳寶龍、黎凱燕、吳錦鋒
昆士蘭州全國理事名單如下：
張舒翼、孫飛柳、趙建平、孫喬奇、盧世富、 雷勇
西澳全國理事名單：
伊麗亞、馮海燕
南澳全國理事名單:
顧雄文、李曉寧
堪培拉全國理事名單：
張穎
辦公室重要通知，敬請各位會員註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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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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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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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
Reference：ZSF1234N17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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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省新聞
CMASA 新南威爾士州十一屆理事會公告：
12 月 14 日，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紐省分會換屆選舉圓滿完成。經會員大會無記名
投票選出新一屆理事會，伍昱會長、王秋冬秘書長高票當選，成功連任。本屆理事
會是兩會合併後第一次重新選舉的合作團隊，本著補充新血、吸納精英、與時俱
進、並特別註重高學歷高英文能力、高與主流社會溝通能力、高臨證經驗的老中青
三結合原則，打造了為發展中醫事業、保障中醫執業、爭取中醫權益、攀升中醫臨
證實力和執業水平的能打仗打勝仗的新團隊，勢必開辟學會作為、理事做事、保護
會員發展中醫的新局面，為完成適應醫管局的中藥處方新規、爭取中醫針灸納入
Medicare 慢病治療計劃等緊迫需求，為廣大會員、中醫同仁的診務興旺、生活改
善多做實事要事，引領澳洲中醫走向新的更大輝煌！

CMASA NSW 十一屆理會名單：
鄭建華、曾世宗、韋國慶、陳曙儀、關濱、彭文博 、劉紅石 、章高賓 、方山 、王
樹 、鄭芳 、王秋冬 、孫躍華、羅栩威、伍昱、周艷平、孫偉華、李迎敏、司慧、
吳剛、陳宜生、劉健平、劉涵、劉建鋒

紐省 2018 年大医講墵學術活動預告：
1）日期:2018 年 2 月 25 日（星期日)
時間: 6:30pm - 9:30pm
主講人：張旭東 博士，程靜 副教授
主講介紹:
張旭東教授現任澳洲國家輔助醫學研究院 (NICM) 副院長﹑藥理學教授。 張教授從
事中醫藥研究近 18 年，對中醫藥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
中藥藥理，以及中藥﹑針灸和太極的臨床研究。近年來，張教授和他的研究團隊針
對中醫藥在癡呆﹑糖尿病﹑代謝綜合癥﹑以及心臟康復中的運用，進行了多項重大
的臨床研究，作為主研，他還領導多項包括藥代動力學/生物有效性，藥物機理，及
中西藥相互作用的中藥藥理學研究。張教授的研究得到包括澳洲國家健康及醫學研
究委員會和企業研究基金逾 500 萬澳元的支持。張教授還對澳洲國家輔助醫學研究
院 (NICM) 的發展，以及建立國際合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題目：
1． 澳洲中醫藥研究現狀機遇和挑戰
2． 婦科常見疾病 子宮內膜異位癥, PCOS(多囊卵巢綜合癥）IVF (試管嬰兒)
地點：Ashfield Club ，1-11 Charlotte St., Ashfield NSW( Ashfield 火車站對面)
講座編號：N18F25
CPD: 3 poi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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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於 2 月 21 日）
2. 網絡直播：會員 $50 非會員 $60 （報名截止 2018 年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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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時請註明名字和 CMASA 會員號和講座編號。

繳費後請將繳費憑證截圖電郵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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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包括拼音/英文名，CMASA 會員號和活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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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2018 陳曙儀醫師中藥配藥標簽和病例記錄問題講解
2）25/3/2018 劉紅石 針灸針法的臨床運用
3）15/4/2018 孟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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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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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確定具體日期）
5）24/6/2018 關 濱： 痛證推拿治療的臨床體會
6）29/7/2018 林奇恩：政策法規
6）29/7/2018 韋國慶: 針灸的特效治療
7）26/8/2018 蕭佳彬: 金匱要略的經典著作的學習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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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10/2018 鄭建華: 澳洲中醫臨證病案分析
10）NOV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學術峰會
維省新聞
维省理事會理事名單：
王文成、吳錦鋒、周康、陳寶龍、黎凱燕、郭乙隆、劉成林、榮震燁、曾曉遲、李
康校、項光、張品。
维省 2018 年度學術活動安排預告：
2 月份: 政策法規
4 月份: 楊海燕 乳腺癌的中醫治療
6 月份: 簫佳彬（內容待定）
8 月份: 王樹 （內容待定）
10 月份: 韋國慶 （內容待定）

11 月 王慶聚 練功在骨傷科治療的應用
中途加 2 個雙語 workshop:
1. 周康 （內容待定）
2. 待定
昆省新聞
昆省理事会理事名單：
张舒翼、孙飞柳、赵建平、孙乔奇、卢世富、雷勇、黄嘉柏、黄科迪，莫欣明 , 栾凌。

昆省 2018 年度學術活動安排預告：
2 月 25 日 王樹 醫生：中成藥的臨床應用
4 月 25 日 閆喜換 醫生： 北京雙橋羅氏手法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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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澳新聞：
2018 年西澳分會理事會成員分工下：
會長：伊麗亞
付會長：馮海燕 趙平
監事長：趙昊龍
秘書長：張利偉
學術部長：馮海燕(兼)
財務部長：陸葉
公關部長：江偉民
西澳 2018 年度學術活動安排預告：
2 月 25 日 劉舜聖：《腰痛現代物理治療和康復原則》
3 月 25 日 韋國慶：中醫電子病歷的運用
4 月 25 日 霍曉兵：哮喘病的中醫辯證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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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澳新聞：
2018 年南澳分會理事會成員分工如下：
會長：顧雄文
副會張：李曉寧
秘書長：鄭鈺
會務助理：李花
南澳 2018 年度學術活動安排預告：
3 月 王樹：《辨方證用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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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高級急救證書班
澳大利亞中醫藥學會（CMASA）舉辦高級急救證書班（HLTAID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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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曉勤中醫師 電郵：margaretdoc@hotmail.com
微信 Dr Margaret, 手機短信 0424633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