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報的創刊 
陳坤堡理事長 

無相氣學陳銘堂老師一貫的理念是，

希望提供身體健康出狀況的人們自然無

害且有效的處置方式，中華無相醫學會就

在如此的期許下誕生了，然而一個醫學會

的成立並非易事，籌備期間透過許多人的

幫忙才能順利完成陳老師的心願。 

籌備期間幸虧有李培泠主任委員的

努力奔走，召集有志之士從無到有建立了醫學會所需要的章

程、規章，向內政部正式申請，這一切真是不容易啊！ 

戴志龍醫師是無相門的資深助教、中華氣能療養學會的

理事長，又是遠近馳名的采薇中醫診所的院長，平常已經是

夠忙碌了，承擔陳老師對中醫的期許，帶頭協助醫學會的籌

備，鍥而不捨的精神令人佩服。 

為了紀錄這難得的歷史，因此創刊中華無相醫學會電子

報，第一期將籌備期間的點點滴滴略做紀錄，雖掛一漏萬仍

是一份心意，其中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了，在戴醫師的文章

中也有提及就不再贅述。 

最後要恭賀中華無相醫學會的成立，讓我們一起努力從

醫學與氣學的角度，創造不同凡響的助人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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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泠 
籌備會主任委員 

 

自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底，第一次籌備會開會時，經在場委員推舉下被選為籌備

會主委，實感榮幸。籌備會自一百零六年三月到五月初，籌備歷時短短兩三個月，要

完成許多事情，可以說是十分急迫。 

先談談成立中華無相醫學會的主旨。最早應該是回溯到陳銘堂老師自一百零二年

九月開始開設藥性藥理學課程。在上課過程中，陳老師一直希望成立一個以無相中醫

師為主的醫學會。由於現在西醫掌握大多數的醫療資源，以致有輕視中醫的現象。其

二，現在中醫師在看診開藥時存在著許多的盲點，所以想藉由中華無相醫學會的成立

來端正中醫、重振中醫，發揮中醫的精華。我個人認為最根本還是氣學的這個範疇，

如果每位中醫師可藉由對氣的感知的提升，相信在臨床看診尚可看的更透徹更精準，

確實的去除病因而不是只作表面功夫。 

 

 
籌備會議會員合照 

前排正中央為李培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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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遠在籌備會之前，戴志龍醫師已經召集了好幾位醫師，籌組發起像內政部申

請成立醫學會，隨後獲得核准進入籌備階段。在籌備期間，缺乏物力、人力的狀況下，

幸虧一開始有李美玲小姐協助打字寄件，之後有呂恬慧小姐幫忙籌備中華無相醫學會

第一次成立大會，讓我在一人獨撐大局的狀態下，獲得許多幫助，內心十分感激。 

我是一個淡薄名利的人，會接下籌備會主任委員在我的生活中純屬意外，我也沒

有籌辦醫學會的經驗，只是抱著一顆『虛心受教』的心，去請教專業以及有經驗的人，

也把工作手冊、法條法規細細研讀，慢慢釐清申請成立醫學會的方法和原委，朝著正

確的方向走去…… 

最後在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七日，中華無相醫學會成立大會如期舉行並圓滿順利

結束，我終於卸下籌備會主任委員一職。雖然在章程及選票格式上有不完備的地方，

但我相信我已盡最大努力，使得成立大會順利成功，也順利選舉出第一屆的理監事。 

希冀中華無相醫學會在理事長陳坤堡主任及秘書長林炳彰醫師的帶領下，會務興

隆、源遠流長、永續經營。 

 

李培泠 謹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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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龍醫師 
中華氣能療養學會理事長、采薇中醫診所院長 

醫學會成立動機 

這是一個一開始完全不會想到的問題，在學氣之初，醫學與氣學是完全沒有相交

的兩條平行線；勉強來說，也只是存在著一般人對氣功能夠健身的概念，所以應該可

以延長行醫的年限。但是隨著在氣學裡面打滾多年，對於陳銘堂老師真正描述的的氣

學，也慢慢的有了正確的認識，不再只是流於一種拳法或單純只是健身的形式。其實

一開始上課就有一種被身心撫慰的感覺；所以說實話，那時候斷斷續續的花了兩三年，

把基礎與進階的班次學完之後，真正留下來的，反而是那些引領心靈的概念。 

但在醫院實習的時候，曾發生過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那天到晚上 12 點，突然

覺得身體不適，發燒到 39 度半，本來會像一般生病的時候一樣，就躺在床上休息，

但突然覺得，假如只有這樣的話，那到明天只會更嚴重；所以當下做了一個跟以前很

不一樣的決定，先去準備了好幾瓶的礦泉水，然後開始在客廳裡面打起陳老師教授的

拳法。那時候學的拳法並不多，大概只學到承氣，所以就從養氣開始打到承氣，卻發

現這些拳法動作，看來是乎緩慢；但打一輪之後，全身卻已汗流浹背。接著又再喝了

一瓶水，補充流失的水分，一開始以為身體會很累，但是打完以後，反而覺得輕鬆了

起來，所以接著又打了幾輪。就這樣子反覆一直打到清晨 4 點，突然感覺胸口一陣放

鬆，彷彿光風霽月，萬里無雲；再拿起溫度計一量，才發現已經完全退燒了。後來睡

到 8 點，就準時到醫院接班，而且起床後並沒有任何一絲疲倦或者睡眠不足的感覺；

這樣讓自己也覺得驚訝。相對於西方醫學，對感冒只是症狀治療，而且還會留下一堆

疲倦咳嗽等等全身無力的後遺症，氣學這樣對待疾病的方式，真的高明多了；也讓我

見識到什麼是真正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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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想繼續再認真學習的念頭之下，當然是得加入陳老師的助教群，做進一步的

學習。另外，為了把這樣的一個學問，與陳老師對眾生無私付出的期許加以制度化，

所以成立中華氣能療養學會。但是此時氣學對社會大眾的概念而言，還是停留在一般

的傳統國術推拿的概念；對於它真正的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在醫學上的貢獻與地位，

並無法做一個真正的認識。 

所以開始設法向政府機構溝通，解釋關於氣學的原理與學問，並啟動了類似 ISO

的認證 TTQS 的舉辦。但對政府而言，氣學也只是氣功的一個門派，更只是健身拳法

的一種，並被歸類在在體育署所管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這一切的努力當然就落空

了。 

其實，在我第四屆理事長的任內，就有跟陳老師提過成立醫學會的構想，但是也

許因緣還沒成熟吧，這一切的想法，就塵封在心中。一直到了前年，在一次偶然的談

話中，才又重新提到，同時並提出了一些看法與計畫，陳老師也認為可行，所以就去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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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會成立宗旨 

當年在醫學院上課的時候，對很多中醫的名詞覺得一知半解。後來有機會在一次

的研討會裡，遇到一位前輩，向他討教風寒暑濕燥火裡的暑到底是怎麼個解釋法；在

現代醫學裡面，溼又是怎麼樣的內涵；但是得到的答案，一直沒有很清楚與肯定。後

來，直到上氣學的課程時，聽到陳老師說，暑其實就是細胞的電位差，濕氣其實就如

同胃的蒸氣壓一般。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中醫觀念，瞬間就開朗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中國傳統醫學與西方現代醫學之間，在無相氣學基礎理論

下，整合架構出一座合理的橋樑；能夠進一步，促進中西醫學的發展與應用，並在傳

統現代之間，找到良性對話的基礎。 

與一般醫學會的區別 

現代中醫學的發展也慢慢地往向西方醫學的路線靠攏，開始發展專科制度，所以

各個科別的專科醫學會，如雨後春筍一般，一個一個的成立。 

其實，以中醫學的中心的思想與精神而論，中這個字，除了中道中庸之外，還代

表著能量的中心；既然要找到中心點，上下四方的邊界都得一一仔細去了解，所以真

正的中醫，應該一體同觀，不會只看你受傷後，產生高壓點的臟腑與器官；應該是要

從週邊的相關器官仔細診察，並參照西方的基礎醫學，尋求疾病發生的真正原因。 

我們不希望中醫學的路越走越窄，而是希望它是一條能夠兼容並蓄，寬闊的康莊

大道。 

服務內容與未來目標 

主要包括醫學講座以及醫學期刊，我們希望未來能夠透過這個講座，變成一個中

西醫學甚至是牙醫的溝通平台，將臨床發生的實際案例，透過客觀的研討與驗證，做

詳盡的解釋之後，將實用的理論，廣為宣傳散播，以期大家能夠通過討論後，提升臨

床醫療的水準。 

在未來更希望能夠成立自己的實驗室，做一些基礎的實驗，期望無相氣學能夠將

物理學和醫學完美結合，來突破現階段生理學與病理學的理論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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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會成立之心路歷程 

其實在前面，已經拉哩拉雜地提過了一些，但是一個醫學會的成立，並沒有想像

中的簡單。首先要感謝各位熱情相挺的連署醫師們，沒有大家的連署，就無法實現學

會的成立；另外，令人感佩的是，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張恒鴻院長的大力支持，張

院長在百忙之中，仍然撥出空檔，甚至推掉了一些會議，與我詳談申請醫學會中的一

些細節以及注意事項，並且提出諸多實際的建議，讓我在申請過程中心理上安定了不

少。 

還有李培泠醫師擔任籌備主任，在籌備期間無私的付出，當然還有他的夫婿中山

醫學大學中醫部林榮志主任更提出不少籌備的建議。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麻醉部陳

坤堡主任也提供了不少麻醉醫學會的經驗，並且在籌備的最後，聽到了我心中的呼喚，

一肩扛起了學會未來發展的重任。許為迪醫師負責公文的往來與回覆，並且仔細擬定

了學會的章程草案，余佳航醫師幫了很多雜務上的忙，王志浩醫師在繁忙的外科開刀

中撥空來開會。還有林炳彰醫師、王育徽醫師與陳永宗醫師，也都在繁忙的看診後拖

著疲憊的身軀繼續在教室奮戰。 

另外要感謝王舜德醫師對於大會議程的提點以及我幾個好同學陳博淵、劉信宏、

張敦圍、李宗城醫師的支持與鼓勵，還有婦產科的前輩劉嘉駿醫師，以及皮膚科的前

輩李志杰醫師的打氣。其實有太多人要感謝了，恕我無法一一列出，只希望在未來的

醫學路上，可以找到一方，屬於無相氣學的美麗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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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6 年 2 月 27 日第 1 次籌備會議 

出席人員：應出席籌備委員：戴志龍、陳坤堡、王育徽、 林

炳彰、陳永宗、余佳航、李培泠、王志浩、吳哲維等 9 人。 

章程草案需由籌備會議審查後提大會通過，通過後檢附「章

程修正對照表」、「新章程全文」各 1 份報內政部備查。決議：第六條修正為：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

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及任務，主要為衛生福利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

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籌備期間擬定適當處所，作為辦公及通訊聯絡使用，並聘請兼職或義務人員（執行秘書 1 人、

會計 1人等）處理日常事務。決議：辦公處所：台中市大里區內新街頂庄巷 67號。電話：04-2482-0309。

執行秘書：李美玲。會計：胡淑珠。 

籌備期間所需經費項目主要有印刷費(開會通知、紀錄、議程、出席證件、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

會手冊、選票等印製)、郵電費、會議費、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會場佈置費、文具費、兼職人員車

馬費等。決議：通過由戴志龍、等人先籌墊五萬元，俟協會成立或收繳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後歸還。 

民國 106 年 3 月 1 日籌備會公告 

本會經衛生福利部 105 年 12 月 6 日衛部中字第 1050031159 號函准設立，並成立籌備會，茲公

開徵求會員。申請入會之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3 月 31 日止。 

  

籌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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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6 年 4 月 6 日第 2 次籌備會議 

審定會員名冊案。 

（1）審定會員（會員代表）資格，以確定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應出席人數。附入會申請書表。 

（2）審定通過後，造具名冊報主管機關備查。 

決議後應出席人數 64 人。 

確定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召開日期、地點。 

決議召開日期：106 年 5 月 7 日。 

地點：台中市大里區內新街頂庄巷 67 號 1F。 

 

擬訂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手冊內容討論案。 

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手冊內容目錄如下： 

（1）大會議程。 

（2）籌備工作及籌備期間經費收支報告（附報告書） 

（3）章程草案。 

（4）年度工作計畫。 

（5）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6）會員名冊。 

（7）其他：視需要列入，如發起人名單、籌備委員名單、籌備會工作人員名單、第 1 屆第 1 次

會員大會工作人員分工表、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議事規則等。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案。 

擬定後提請會員大會通過據以實施。 

決定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選票格式案。 

理事及監事選票格式由籌備會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7、8 條規定擇定採用。 

決定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工作分工案。 

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工作分工設總務組、議事組、選務組、報到組、接待組、秩序組、新聞組

等各組，各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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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員 

凡具備下列條件之一且修習無相氣學滿一年者（即修滿基礎（一）（二）、進階班（一）（二）者），

經兩名會員介紹，且對本會宗旨認同，經理監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會員。 

1.凡依法據有中醫師或醫師或牙醫師任一資格，並具有醫學士以上學位者。 

2.凡依法具有中醫師或醫師或牙醫師任一資格，執業滿五年以上且具社會良好聲望，認同本會宗

旨，並由本會理監事二名以上推薦者。 

3.凡從事中醫藥科學化或中西醫整合之基礎醫學研究，且具大專院校講師或碩士以上資格者。 

（二）學生會員 

凡具備下列條件之一且修習無相氣學滿一年者，經兩名會員介紹，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

得為本會學生會員。 

1.就讀醫學、中醫、牙醫科系者。 

2.依法正在修習教育部規定之中西醫學分者。 

（三）榮譽會員 

對中西醫學文化以無相氣學的基礎之融合有卓越貢獻者，經理事會推薦通過者得聘為本會榮譽會

員。 

（四）贊助會員 

凡對本會贊助有實質貢獻經理事會通過後，可成為本會贊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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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醫學會同仁，歡迎大家共同投入會

內刊物，讓刊物變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不管

是生活的點滴、會內活動的分享，或者是想要

介紹最新、最特別的事物給大家，都歡迎您的

投稿，電子報必騰出大位來擺放您的文章! 

 

投稿信箱：cbxma.or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