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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 91 屆國醫節暨第 13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 
論壇」致詞稿

時間：110 年 3 月 14 日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大會廳

全聯會柯理事長 ( 富揚 )、台北市黃理事長 ( 建榮 )、各位貴賓、中醫

藥界先進、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怡超很榮幸能應邀參加中醫師全聯會與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共同舉辦之「第 91 屆國醫節慶祝大會」。去年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 (COVID-19) 疫情肆虐下，臺灣防疫能力於全球中嶄露頭角，更體

現了我國中醫藥也具有與主流醫學分庭抗禮的能力，在此，謹先向各

位先進表達感謝，也對各位來賓的熱情參與，獻上最誠摯的敬意，並

祝賀國醫節快樂。

近年來，本部朝五大面向促進中醫精進優化，一為培育優質中醫

人才：推動負責醫師及專科醫師訓練制度，建置臨床技能測驗中心；二為促進多元特色發

展：輔導教學醫院建立中西醫合作、中醫參與長期照顧、日間照護、戒癮治療等模式，並

補助健保六區團隊發展中醫社區、居家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與教學網絡；三為確保優質醫

療服務：滾動檢討並辦理中醫醫院及中醫師職類教學醫院評鑑；四為健全中醫服務團隊：

提升中醫護理人員素質及培訓中藥局藥師人才；五為創新中醫科技醫療：輔導中醫團隊建

立中醫精準醫學及智慧中醫應用模式。

在中藥管理部分，由於我國近 9 成中藥材的來自境外輸入，本部除公告中藥材含異常

物質限量基準，刻正研擬殘留農藥限量草案，並執行邊境查驗與市售品抽驗，以確保中藥

品質及安全。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生產中藥濃縮製劑之中藥廠分階段實施確效作業，提

升中藥製藥品質。為精進我國中藥品質管理規範，今 (110) 年將公告臺灣中藥典第四版，

預計收載 393 個品項，含中藥材 355 項、中藥材飲片 29 項及中藥製劑 9 項，期健全中藥

材品質管制，保障民眾用藥安全。另，本部配合新南向政策，拓展中醫藥國際交流，強化

傳統與現代醫學整合之經驗交流，藉由我國中醫醫療管理及臨床用藥經驗輸出，帶動中藥

產業外銷新南向市場之契機。

中醫藥發展法實施後，本部已於 109 年 11 月發布訂定「中醫藥發展獎勵或補助辦法」

及「上市中藥監測辦法」等子法規。未來，將於中醫藥發展法基礎架構下，定期制定中醫

藥發展計畫，爭取經費挹注，以落實相關獎勵或補助事項，並完善中醫藥醫療照護，提升

中藥品質管理及產業發展，彰顯臺灣中醫藥特色及發揮國際影響力。

由於國外因疫情嚴峻，今年的活動以實體及視訊會議的方式同時進行，雖無法面對面交

流，但仍邀請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共聚，相互砥礪切磋所學，相信這次活動應是精采可期。

最後，敬祝今日活動圓滿，並祝各位身心健康、平安快樂。

衛生福利部 中醫藥司

司長          敬上



讓臺灣中醫藥布局全球市場

柯富揚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

第九十一屆全國國醫節慶祝大會，感謝各級長官、學界大師、醫

界夥伴、藥界先進，還有來自兩岸三地、歐、美、日、韓、加、澳、

紐等全球嘉賓的指導祝賀，使得慶賀典禮格外隆重溫馨；另外，富揚

要特別感激我們敬愛的總統蔡英文女士，總統為表達對臺灣中醫藥的

鼓勵與支持，即便身負極其重要的工作與行程，仍堅持親蒞大會現

場，以實際具體的行動，展現對本土醫藥的重視與關切，富揚相信，

我們有如此優質親民且深具智慧的總統，臺灣本土醫藥的前景，以及

全國百姓的健康，必定是越發光亮！

中醫藥對抗新冠肺炎的成效，受到諸多國家的重視，證實中醫藥

不僅在健康調理、預防醫學、治療慢性病與文明病等領域，有很好的

改善效果，即便是急重症，中醫藥也有辦法及時且有效地處理，放眼全球政府苦於醫藥預

算開支的節節攀升，中醫診治方式的「務實」、「簡便」、「親民」，相較於仰賴大型且

昂貴科技儀器的西醫，中醫在經營成本上的經濟有效，確實能提供政府一個降低負擔與壓

力的選項。

近期政府推動的新南向與生技新創等經貿政策，正巧都是中醫藥所擅長的加值領域，

又臺灣中醫藥的人才素質、專業技術、科研能量等，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優等生，放眼全

球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中醫藥都是攻克醫療、教育、保健、生技等選單的優勢競爭戰力。

然而，欲讓臺灣中醫藥得以成功布局全球市場，我們必須充實國內的發展資源，有關

《中醫藥發展法》實施後，各界普遍認為政府似乎未積極落實法律的要求，特別是在預算

編列上仍有極大的失衡；對此，富揚認為，由於這是一套新的法律制度，初期要給政府一

些熟悉與運作的時間與空間，但政府端會需要民間專業的參與，因為該法是用以扶植中醫

藥產業，只有相關產業最清楚當前發展的困境，以及如何切入的關鍵視角，若政府願意納

入中醫藥產業系統協助法律執行，必定能切合民眾與產業的真正需求，從而讓臺灣中醫藥

具備投射全球市場的條件。

因生技研發已列為國家重大政策方向，前不久，有媒體專訪富揚對中醫藥在生技領域

的應用看法，富揚認為，以有限的地球資源來看，現今全球人口已近飽和狀態，所以生育

率降低是必然的趨勢，又拜尖端科技與醫療發達所賜，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因此老年化

與保健等相關議題，會是影響未來各種產業的指標方針，對此，生技開發既是人類追求更

好生活品質下的產物，而西醫藥對於生技的應用發展，近期似乎遇到了瓶頸，此時中醫藥

展現的醫療養身成果，以及其所具備的「提升人類免疫能力」、「整合全人醫療服務」、「改

善老年生活品質」、「降低國家醫療成本」與「拓展生技經濟藍海」等固有優勢，正好提

供各國重新評估投資耕耘的最佳選項，所以，不光是與臺灣文化同質的中國大陸、韓國、

日本，甚至是美國、澳紐、加拿大、歐盟等以西醫藥掛帥的先進國家，均紛紛以新創方式，

將中醫藥的研究成果，廣泛地應用在生技、醫療與衛生、綠能等領域。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臺灣中醫藥在生技領域實則具有人才與科研的競爭優勢，首先，

臺灣繼承正統的中醫藥精華，多年來已培育無數的中醫藥專業人才，使得迄今我國在中醫

藥的人才品質與數量，都是全球首屈一指，這是開發生技產業的重要基礎；其次，臺灣中

醫藥的精準醫學與預防醫學走得較早，也有較多的實證研究，亦是生技產業不可或缺的發



產基石，若能讓中醫專業在生技領域得到發揮的舞臺，臺灣的生技產業會更具國際競爭

力。有鑑於此，政府可以在生技政策議題上，納入中醫專業人才偕同策略擬定等工作，並

進行產官學的整合，如此才能透過中醫藥與生技科技的合作研發，為臺灣帶來鉅大的經濟

外貿回饋。

藉由國醫節慶典的寶貴機會，富揚祝禱臺灣國運昌隆、百姓安居樂業，並秉持一路走

來的理念，企盼政府可以「更給力」，加速臺灣中醫藥的「內需發展」及「全球布局」，

包括對急重症、傳染病、慢性病、文明病等防治研究，並提高健保的中醫藥給付金額，以

及在長期照顧、保健事業、義務教育、專利保護、經貿政策、AI 科技等領域，妥善運用

中醫藥的優勢，並確保中醫界的參與機會，我們可以確信，政府對於中醫藥的每分投資，

必可在未來獲得千萬倍的實際回饋！



迎接中醫藥的全球化趨勢

陳旺全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名譽理事長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講座教授

壹、臺灣是中醫藥文化最正統的繼承者
中醫藥起源於大中華地區，歷經數千年的蓬勃發展，並直

接影響周邊日、韓、東亞等鄰國的醫藥觀念，在兩岸三地中，

臺灣是中華文化最正統的繼承者，不僅是迄今唯一保有中醫藥

「精純」與「古法」的寶地，更是傳統中醫藥文化延續與維護

最完善的地方。

回顧早年先民開墾臺灣，必須仰賴中醫藥抵禦疾病傷痛、

瘴癘寒暑，其後，雖歷經各式戰亂與異國統治的洗禮，但中醫

藥卻始終未受任何波及，反而越來越受各地民眾的喜愛，特別

是對岸遭逢文革期間的動盪與衝擊，致使諸多寶貴的中醫藥文獻典籍、臨床薈萃離

散佚失，但我們始終守住中醫藥的薪傳責任，這是臺灣的優勢與驕傲，亦是競逐中

醫藍海時代的重要資本。

貳、中醫藥的全球化趨勢
從中醫針灸入選人類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到堪稱中醫藥聖經的《黃帝內

經》、《本草綱目》等經典古籍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我們看到中醫藥的獨特魅力，

已經跨越文化藩籬，遠播重洋海外，並持續萌發壯大；另在經濟層面，已有越來越

多的外商企業透過跨國製藥公司，將中醫藥作為新一代的生技應用研發載具，為各

國經貿匯入重要的新創力量，此時此刻，歷經數千年淬鍊的中醫藥，正向全世界展

示其堅強的軟實力，足以歷久彌新，為人類帶來健康、為國家帶來財富。

截至西元 2020 末的全球統計，中醫藥已傳播到全球 171 個國家與地區，特別是

在非洲大陸等新興開發地區，現代化的中醫藥恰好滿足該地對醫療健康的迫切需求，

此外，過去只使有西醫藥的歐美國家，也發現「中醫藥」對於失智、癌症等治療、

化療副作用的紓解、慢性病問題的緩和，以及老年疾病的改善等領域，具有經濟、

便捷、有效等助益，紛紛挹注大量資源投入研發，歐美民眾也在實際接觸後，給予

正面評價及高度肯定，此可由不少諸如《華爾街日報》等海外媒體的大幅報導，足

以證實；而觀諸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西元 2014 至 2023 的傳統醫學全球戰略中，特

別強調中醫藥產業已與世界衛生組織正式進入「全面戰略合作期」，顯然中醫藥產

業在醫療、教育、科研、製造等方面的成果，已促成其在全球的布局、普及乃至應用。

參、中醫藥的優勢
一、精準打擊與防範未然

如果要以最簡短的描述來點出中醫藥的特色，筆者認為「精準醫學」與「預

防醫學」絕是中醫的核心觀念。

西醫目前主流的醫療方式，多數仍採「類型化」、「模組化」、「套餐化」

的治療流程，然而，由於每個病人的病因、體質、年齡、作息、性別、遺傳等

等因素，都會影響病情的發展，若無法採行「個別化醫療」從而「因時、因人

而對症下藥」，對於疾病往往治標不治本、曠日廢時，又易忽略連動性的危險

因子，有鑑於此，現行已有不少西醫醫學理論，已從傳統中醫的核心觀點出發，



認為過去西醫學的治療，大多是針對「標準化病人」設計，這種「標準治療策略」

雖在部分病人族群，有一定的成果，但對某些病人而言卻無法奏效，且隨著全

球人口不斷增長、各式新型態疾病日益複雜，不同族群、人種間交流通婚頻繁，

使得越來越多遺傳疾病、病菌傳播等變數難以有效掌控，從此可知，西醫採取

「點選套餐」的治療手段，其優點在於品質控制、流程精簡、方便快速，但弱

點則在於無法徹底對病人的個體差異、疾病異質性等進行全般且深入的觀察，

容易忽略部分潛藏疾病的治療黃金期。

另以棘手的慢性病為例，中醫藥對慢性病的治療概念與西醫有很大的差異，

相對於類型化的西藥處方，中醫師會先了解各種致病的牽連因素後，再進行個

別化的治療調理，簡言之，每一個病人所用的藥方、針灸的穴位、調理的方式，

都不會相同，這樣切合不同個體需求的診療，才能全面進行身、心、靈各方面

的治療，也就是民眾俗稱的「根治」。

「千萬不能等到大病才看醫師」，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警語，更是諸多民

眾曾有的真實體驗，從醫界的觀點來看，平時保健即是「預防醫學」的一環，

透過個人化的預防醫療措施，可避免小病累積成大病，不讓遺憾降臨在自己的

家庭。近年來，全球養身風氣觀念盛行，而中醫預防醫學「治未病」的強項，

正能滿足當前全球民眾的需求，數千年傳承的中醫藥，在歷經無數次與各式瘟

疫病菌的艱苦戰役裡，逐漸形成了一套有效防治疾病的醫學理論及臨床實踐，

我們可從《黃帝內經》論述「五運六氣」的致病觀、「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不

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觀，乃至《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對於防治疾

病的藥物知識、辨證處方，再延伸到明代吳又可大師就傳染病提出的「戾氣說」

等醫學脈絡可知，早在科技發展不及今日的數千年前，中醫理論卻已獨步全球

地發展出足以引領當今主流醫學的疫病防治觀念，更加彰顯它超高的實用功能

與經濟價值。

二、彌補西醫藥的不足
論及令全球政府苦惱的新冠肺炎，已造成全球數以百萬計人口死亡，迄今

仍無有效抵禦病毒的特效西藥，疫苗研發更是遠不及病毒變種的速度，在這樣

的恐懼氛圍下，諸多臨床實證及國際學刊論著均顯示，藉由中醫藥的早期介入、

治療，能徹底阻斷新冠肺炎朝重症發展，以及加速感染民眾的痊癒速度，同時

可以減少各種併發症的產生，而治療新冠的專利中藥處方，不僅能有效清除病

毒，尚能阻斷病毒複製，並抑制重症者的「細胞激素風暴」，發揮類似疫苗的

效用，這樣的實踐不僅在中國大陸特別明顯，即便感染新冠數量不多的臺灣，

都有不少筆透過中醫藥治癒的案例，總括來說，當西醫藥苦思如何應對來勢洶

洶的新型態病菌時，中醫藥正可以自我的優勢挺身而出，在大規模且快速的感

染傳播應變中，發揮救急、穩定等作用，是完善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核心力量

與重要基石。

此外，中醫藥的功能不光只有治療疾病，中醫的各式療法還可以養生、延

年益壽、改善生活品質、增加學業職場競爭力，民眾在中醫師的指導下，使用

藥物或非藥物療法，進行自我健康保健，即能以最低的開銷，發揮最大的成效，

得以預防常見疾病、多發病、慢性病、文明病等等問題，並能使人精、氣、神

飽滿，且在課業學習、職場工作上，均可發揮最大潛能，又由於中醫藥的保健

良效使得人體獲得充足的正能量，在處理人際關係、家庭生活，乃至思維觀念

等面向，都能秉持良善的循環，自然擁有高品質的自在人生。

現代醫學對帕金森氏症、愛滋病、失智、失能、癌症等疾病深感困擾，中



醫的用藥、非藥、針灸、推拿、按摩等多元療法，藉由疏通經絡、改善免疫、

穩定循環、精準治療，能有效紓解這類病人的痛苦，療效甚佳，即便末期病人，

都能因中醫藥的介入，帶病延年，並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對於病人、家人，

乃至整個社會都有著巨大貢獻。

三、扶正祛邪、慢急皆宜
坊間有些錯誤的觀念，認為中醫效果溫和，所以治病速度較慢，但無論是

現今中醫藥的臨床實證，抑或是還原歷史紀錄上中醫藥，它反而是以治療急重

症見長。

中醫在治療流行性出血熱、急性肺炎、急性腎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出血、

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乙型腦炎、外感高熱等急重症方面，都有明顯的成效，

相較於西醫藥以消滅病菌作為核心的醫療觀念，容易受限藥物與疫苗開發的瓶

頸而束手無策，我們不禁憂心，當前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公衛危機之一，正是

病毒細菌的變異速度太快，藥物或疫苗的研製，根本無法追及渠等的變異速度，

且無論是西藥或疫苗，都潛在且未知的副作用，部分對於人體的負面影響，都

是多年後才逐步顯現，著實令人擔憂；中醫的理論核心不是清除病菌，而是主

張優先調理人體的自主康復能力，並藉自身的免疫能力，有效控制病菌的數量、

抑制病菌的複製能力，因此中醫相對西醫而言，較能抵抗未知的病毒細菌，只

要能掌握中醫扶正祛邪的奧義，就能夠促進人體的免疫能力，進而不讓任何病

菌主控身體。

四、樽節開銷、擴展經濟
當前先進國家均面臨高齡化、少子化等社會問題，臺灣人口結構的老化程

度，更是名列世界前茅，面對國人在健康安全與長期照顧的高度需求，政府似

乎只能不斷擴大醫療開支與加徵健保費用。

中醫藥相較於西醫藥，本質上具有「醫療成本較經濟」、「副作用較輕微」、

「治本效果較顯著」、「研發潛能較寬廣」等優勢，「醫療的本質是因應人類

需求而生」，當代醫療的前瞻趨勢是朝向「以最合理的成本，達成最大的療效」、

「以最經濟的支出，照顧最多的族群」、「以最方便的模式，深入最遠的角落」，

「以最簡便的方式，擴大最佳的收益」，而「簡」正是中醫能化繁為簡，不須

借助高昂複雜的科學儀器，只需望聞問切，即可確定並治癒病情；「便」是可

以就地取材，部分身體問題，運用食療即可改善，而部分心臟、傷科、復健、

長照等問題，不需重型儀器協助，透過針灸、徒手推拿便可治療、改善；而當

前臺灣進行中西醫整合治療的統計數據發現，凡中醫介入醫院的治療程序後，

病人的住院時間，醫療費用都有顯著減少，而研究發展中醫藥的潛能價值，可

以帶來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還可結合生技、文化、教育、AI 等產業，發揮

擴大經濟效益的功能，這也是中醫藥未來的新創願景。

肆、中醫藥的國際化拼圖
在論及中醫藥的全球化競爭時，我們必須要談到人才、教育、語文、科研等實

際問題，此外，如何融入當地文化，也是中醫藥擴展海外市場的關鍵因素之一，舉

例來說，「陰陽虛實、溫熱寒涼」，要讓全球不同國度的住民，都能理解這樣的中

醫語言，確實需要文化、語言、人才等橋樑介接，否則，缺乏文化認同感的中醫藥，

只靠醫療成效，還是很難深入不同歷史、文化、語言背景的國家。

在發展戰略上，我們必須構建中醫藥的國際化交流平台，培養中醫藥的國際化

人才團隊，增強中醫藥在世界衛生健康體系中的表達、論述能力，讓不同國家的政



府與人民，都能以自身最容易理解、溝通的方式，去理解正確的中醫藥理論，如此，

才能精準呈現中醫藥的美好，但這些人才與資源，都是需要專業的培育環境，中醫

藥是臺灣極具特色的衛生資源，更是建構本土醫藥衛生事業不可或缺的版圖，隨著

世界文化交流日趨廣泛，中醫藥也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和應用，但由於錯誤的

認知或使用方式，對於中醫藥的謬誤理解也併發而生，這些非戰之罪，不是中醫藥

本質的問題，而是在於使用觀念的不適切，只是，當沒有能夠立即澄清解釋的有效

溝通方式，負面的訊息總是散播得遠比好消息要來得快。

文化間的學習與交流是中醫藥走向全球化道路上，必須面對的課題，常見派遣

醫療義診團到海外進行義診，讓不同國度的住民接觸推拿、針灸、中藥是一種交流

方式，但隨著網路的無遠弗屆，如何擴大宣揚中醫藥的優勢與特點，讓外國人願意

親身感受，遠渡重洋來臺師法學習，進而擴大中醫藥產業的影響力、深化科普知識，

吸引外國人才到臺取經，並引入教育、醫藥、生技等海外經濟收益，是臺灣產、官、

學界必須積極合作的面向；過去，筆者主張必須在國立研究型大學醫學院增設中醫

學系，正是著眼臺灣中醫藥國際人才培養搖籃的不足之處，相關產業要跨足國際，

它必須結合的一流學府作為後盾，產出研究型、國際型，且具備跨國語言能力的中

醫藥人才，始足具備推動中醫藥國際交流合作的基本素養，並能以更多元、宏觀的

思維模式，促進全球理解中醫藥的良善好處。

過去，我們定義的中醫藥國際化，往往過度簡化成「在海外某國家或區域，進行

零星、局部、隨機的中醫藥產品貿易，抑或是單一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這樣的國際

化解釋，其實欠缺了「正式的官方認同支持」，以及「得以持續性地在海外進行中醫

藥的醫療、保健、教育發展」等積極要素，我們所要推動的中醫藥國際化，不僅是以

臺灣中醫藥國家隊的名義，讓國際社會能夠認識、應用中醫藥，並逐步建立中醫藥的

健康網絡體系，將中醫藥納入海外各個國家的教育、法律體系，正如同當年西醫藥從

西歐發揚至全球的國際化布局，始能稱作真正的中醫藥全球化、國際化。

伍、積極布局、迎向陽光
展望未來，筆者認為，臺灣政府可以藉由中醫藥產業，進一步加強與世界衛生

組織、國際標準化組織，乃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緊密合作，而中醫藥的親和力、

實用性，對於當前的新南向政策，更是一支深具爆發力的績優股，而政府只要循《中

醫藥發展法》的規定，挹注充裕的資源、經費、人才，用以滿足中醫藥產業格新發

展的動能，短時間內即能立竿見影，特別是對岸刻正以中醫藥的全球化名義，積極

推動國際間高端層級的學術、文化、經濟、教育合作，臺灣沒有蹉跎的時間，必須

要即刻由政府主導建構中醫藥國際學術交流的常規平臺，並在研究型國立大學增設

專門的中醫、中藥學系，加快臺灣中醫藥的現代化、國際化、標準化進度，並以實

際行動鼓勵中醫藥學的國際合作，獎勵國內中醫藥專利的研發，並協助取得國際專

利認可，深信政府在中醫藥產業所投資的每一塊錢，都可在未來中醫藥全球化的浪

潮中，獲得千百倍的回饋。

國醫節將屆，筆者心念臺灣中醫藥的前景發展，除了道賀祝福，尚以淺陋文字，

撰述心意，謹此祝禱諸位道長闔府安康、萬事如意、國醫節慶典圓滿成功！



大會歡迎詞

全球海內外嘉賓及中醫藥界前輩先進們，大家好！

歡迎來自海內外中醫藥團體及中醫師出席第 91 屆國醫節慶祝大

會及第 13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益增大會光采，敬致誠摯謝

忱！

三一七國醫節，是為紀念 1929 年中醫界反抗當時國民政府衛生

部通過西醫余岩提議「取締中醫」的運動。這一次的運動博得全國上

下一致支持，爭取到最後勝利，因為得來不易，故當時中醫界向政府

申請並經核定三月十七日這一天為「國醫節」。

今年屆逢第 91 屆國醫節，公會多年來藉此重要的日子，除舉行

慶祝國醫節大會並召開會員大會，邀請海內外的中醫藥專家學者，共

聚台北，慶祝中醫師的節目。

本會從 2009年起首次舉辦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邀請中國大陸及美、加、日、韓、

新、馬等國家的中醫專家學者來台參會，進行中醫學術交流。經過十餘年的努力，海內外

中醫藥團體的共襄盛舉，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已邁入第 13 屆，成為全球中醫藥學術

活動重要盛會之一。

去年因新冠病毒疫情，原訂 3/14 至 3/15 兩天的第 12 屆台北論壇大會，延至 7/4 至

7/5 舉行實體會議及同步視訊。今年疫情雖已緩和，國外團體及專家學者仍未能入境來台

參會。比照去年規格，今年 3/13 至 3/14 兩天規劃實體會議及遠距視訊會議全球直播，獲

得國外中醫藥團體熱烈響應報名參加。

感謝各國友會共襄盛舉，今年參加的醫師人數最多，台灣中醫師報名出席超過 1800
餘位，海外參加遠距視訊有 1000 餘位，有新、馬、美、加、紐澳、中國大陸港澳及歐洲

等 12 個國家及地區；大會演講的學者最廣，遍及各國各中醫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在臺

灣當前生技領域蓬勃發展之際，讓世人看見中醫現代化與產業經濟緊密的結合。

本次大會主題為中醫實證與全球化，報名本次論壇要發表的學者及臨床醫師亦甚為

踴躍，兩天大會在六個會場有 50 餘個講題。

大會講題涵蓋 : 經典文獻探討、中醫實證研究、中西醫結合、中醫教育、長照服務，

並有當前中醫參與新冠病毒防疫及抗疫經驗專題，藉由論壇互相交流中醫臨床及實證

研究，彼此分享珍貴的臨床經驗。

本次論壇研討的主題，都具有專業性及前瞻性，誠信與會的同仁們都能從中獲得更多

的診治經驗，以及各國在傳統醫學領域的最新進展，將為人類的健康提供更優質的照護。

最後，祝福海內外的中醫藥團體會務昌隆，與會嘉賓平安健康，中醫在全球發光發熱！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第 13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大會主席 黃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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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 91 屆國醫節

第 13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13th Taipe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Forum 

2021
Annual Report　Vol.8　Mar 13, 2021

大 會 時 間：2021 年 3 月 13 日 ( 星期六 )、14 日 ( 星期日 )

大 會 地 點：台北市徐州路 2 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大 會 主 題：中醫實證與全球化

指 導 單 位：衛生福利部

主 辦 單 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 辦 單 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 辦 單 位：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各縣市中醫師公會．台灣中醫

藥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台灣各中醫藥學會．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醫學部．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暨

附設醫院．長庚大學中醫學系．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中醫部．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暨義大醫院中醫部．慈濟

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財團法人中國

醫藥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張仲景文教基金會．財團

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國外各中醫藥公學會

海外友會團體：大韓民國韓醫師協會．首爾市韓醫師會．日本中醫學會．日本橫

濱藥科大學．新加坡中醫師公會．新加坡中醫藥促進會．馬來

西亞中醫總會．澳門中醫生公會．九龍總商會．美國加州五系 

中醫藥大學博士班．巴西針灸醫學會．阿根廷針灸學會． 

加拿大全國中醫針灸聯盟．加拿大慈濟中醫門診與教學 

中心．北京董氏奇穴研究協會

贊 助 單 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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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會議程
二、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3/13 ( 星期六 ) 201 大會廳 / 經方研討會
1-1 肉芽腫性小葉性乳腺炎經方療法思路 22
1-2 黃芩的運用經驗分享與中藥不良反應通報 23
1-3 移光定位針灸與經方結合臨床實證研究 24
1-4 白虎湯臨床治療研究 25
1-5 三陽合病治法於慢性內傷病治療的運用 26
1-6 論仲景「脈症並治」：舉腸癰、胃反與下利急重症病案為例 28

3/14 ( 星期日 ) 201 大會廳 / 大會開幕暨特別演講
2-1 台灣中醫藥發展法通過後之願景與挑戰 30
2-2 針灸止痛臨床應用與研究 31
2-3 中醫精準醫學之新思維 32
2-4 2021 新冠狀病毒最新治療探討 33
2-5 低能雷射 ( 雷射針灸 ) 在兒科領域的臨床應用 35
2-6 中醫藥對腦血管疾病防治之研究進展 36
2-7 络病研究與轉化醫學 37
2-8 內經醫學和針灸美容學 39
2-9 四十年磨一劍～從董氏倒馬針法到楊氏易象針法 40
2-10 新加坡以中醫治療乾眼的臨床科研研究 43
2-11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西醫合療布局與展望 44

3/14 ( 星期日 ) 301 會議廳 / 針內科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3-1 雷射針灸治療乾眼症 46
3-2 COVID-19 treatment by laser-acupuncture in combination with photodynamic 

therapy A novel approach towards clinical inactivation of different viruses in humans
47

3-3 火針療法在皮膚疾病的臨床應用 49
3-4 《筋針療法》概說 50
3-5 邵經明 \ 李鼎 \ 魏稼名醫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 51
3-6 針灸教學及考試的 3D VR 銅人醫學模型 52
3-7 由臨床到基礎 - 中藥複方治療乾燥症之研究 53
3-8 我在肺癌幹細胞與週邊血幹細胞間的侵襲、活化、抑制、新生、修復相互關係的基礎與

臨床心得歸納
54

3-9 董針中風六穴對治脊髓空洞症帕金森氏症腦癱中風等行動失能患者屢見奇效 59
3-10 中醫參與 COVID-19 臨床治療經驗分享 60
3-11 遠距電話診療新冠肺炎病患的韓國經驗 61

3/14 ( 星期日 ) 401 會議廳 / 第四屆世界傳統醫學學術大會
4-1 Solving the Mystery of Chi ( 氣 ) and Qi ( 炁 ) 63
4-2 To Treat Sjögren's Syndrome with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64
4-3 Trends in R&D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65
4-4 Meridian and Telemedicine 66
4-5 Exploring the Retinoprotecta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67
4-6 Trends in global and Taiwan acupuncture publications：An analysis of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from 1988 to 2017
68

4-7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 in connecting TCM and Precision Medicine 69
4-8 HAR-NDS (Hyaluronic Acid-Rich Node and Duct System)and Stem Cells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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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Rehabilit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Using Yamamoto New Scalp Acupuncture：A 
Pilot Study

71

4-10 Methodological Invariants for 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Assessment 
and Surveillance

72

4-11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Omics Era 73
4-12 Energetics in Medicine：Grow your clinical skill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of 

chronic disease includingadvanced prostate and breast cancer
74

3/14 ( 星期日 ) 402AB 會議廳 / 中醫藥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5-1 東亞藥典收載經方之比較研究 76
5-2 金匱要略脈證探疑 77
5-3 莊派山元式新頭針處方創新之臨床應用 - 以肩周炎為例 78
5-4 運用山元式新頭針療法治療突發性耳聾之病例系列報告 79
5-5 Acupuncture decreased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in Taiwan：A nationwide matched cohort study
81

5-6 不同針刺數目對經前症候群的療效分析 82
5-7 失智症臨床研究與治療準則 83
5-8 喉癌的中西醫治療及病例分析 84
5-9 脾胃虛弱型妊娠嘔吐中西藥療效比較 85
5-10 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臨床病例探討 86
5-11 糖尿病患者服用中藥對乳癌之風險研究 87

3/14 ( 星期日 ) 402CD 會議廳 /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
6-1 中醫開業條件及執業須知 89
6-2 實證醫學在臨床上的應用 90
6-3 中醫門診總額健保專案 91
6-4 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92
6-5 院所感染管控作業注意要點 93
6-6 院所常見性別議題 94
6-7 院所常見醫學倫理及醫糾案例 95

三、壁報論文
1 動眼神經麻痺於眼內針臨床應用病例報告 97
2 中藥治療胎動不安之療效 98
3 生化湯治療產後惡露不絕之實證療效 100
4 艾灸治療對化療所致骨髓抑制之實證成效 102
5 紅景天輔助治療預防高山症之實證療效 104
6 針灸輔助治療中風後失語之實證成效 106
7 針灸輔助治療突發性耳聾的療效 108
8 探討三伏貼防治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之療效 110
9 « 幼科雜病心法 » 小兒疳積的方藥規律探討 112
10 女性不孕症中醫用藥規律之研究 - 以傅青主女科為例 - 116
1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utomatic Tongue Diagnosis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mong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patients
120

12 Using omics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acupoint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A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122

13 中藥治療冠心病 - 病例報告 124
14 針刺治療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之運動功能障礙 125
15 針刺治療睡眠呼吸中止症之病例報告 126
16 清熱化溼、疏肝健脾、行氣活血治療克隆氏症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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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fficacy assessment of Acupressure on clinical nurse with chronic stiff neckand 
insomnia

128

18 疣贅における薏苡仁との関係性について 129
19 「冷え症」の薬膳に関する研究 130
20 男性機能の改善における薬膳の研究 131
21 沖縄における甘蔗 ( サトウキビ ) の薬史 132
22 中醫古籍中鼠疫病名考證 133
23 明代醫家汪機對於人參黃耆臨床應用之研究 135
24 Acupuncture on 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137
25 乾燥症從中醫藥論治病例報告 138
26 女性不孕暨反覆流產中醫藥治療 139
27 中醫師安寧緩和醫療培訓之探討 - 借鏡德國經驗 140
28 馬來西亞民間的坐月子習俗及經驗 143
29 李時珍《瀕湖脈學》的學術內容探討 144
30 台灣第二二型糖尿病患中藥複方方利用用狀況及效益評估：以心肌梗塞及中⾵為例 146
31 顏面針灸於臉部輪廓與膚色改善之案例報告 147
32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low the Kidney Function Prog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Kidney Disease in Taiwan： A Hospital-Based cohort Study
148

33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 Taiwanes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149

34 The study of western and 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 treatments for 
uremic pruritus

151

35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pneumonia prevention in 
high-risk order residents in nursing home

153

36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in ventilator-dependent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Care 
Center

154

37 The effect of Ba-Duan-Jin and acu-pressure on blood lipid in ob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aiwan

155

38 影響中西醫療信念因素之研究 - 以嘉義地區居民為例 156
39 The Combined-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COVID-19-A Case Report
157

40 針灸治療手術後腸阻塞病例報告 2 例 159
41 不同頻率電針刺激經矽膠管修護之截斷大鼠坐骨神經再生影響 160
42 電針足三里緩解老鼠強迫游泳疲勞測試 161
43 針灸治療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合併慢性骨盆腔痛，隨機臨床試驗 162
44 外科重症加護病患腹部手術中西醫整合照護模式及教學機制之建置 163
45 衛生福利部 109 年度建立中醫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164
46 建立中醫失智症日間照護模式及成效分析 165
47 建構智慧中醫及應用模式計畫 166
48 高血壓患者中醫精準醫學研究 167
49 研擬中醫藥發展專法草案計畫 168
50 The effects of ear acupressure on anxiety, pai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after spine surgery
169

51 建構中醫特色居家醫療模式 170
52 中國附醫的成果簡介 173
53 建立中醫社區及居家醫療網絡 ( 高屏澎湖區 ) 研究報告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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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 星期六 ) 201 大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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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芽腫性小葉性乳腺炎經方療法思路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副院長 賴榮年教授

肉芽腫性乳腺炎患者乳房紅腫、化膿、變硬、疼痛，多是「肝鬱胃熱」的體質居多，然而，

由於口服抗生素、類固醇，甚至於手術等治療多次而無法治癒，病情牽延數個月到數年的也大有

人在，這類病患已經轉而「寒鬱、氣血虧虛」的複雜化「寒包熱」體質，以經方療法思路托裏排膿、

補益氣血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療成效。

可能導因於情志或是飲食等等多重因素，刺激乳腺系統，乳腺系統因而處在活化的狀態甚至

分泌乳汁，初起乳房脹痛，乳汁瘀積不通，漸漸積成腫硬塊，皮色不變，不觸診不痛，從八綱辨

證而言屬於陰證、裡證、寒證、虛證。

陰、寒、虛證本質的瘀積腫塊，日久積濕而化痰，濕痰腫塊可能導因於某一段時期激烈變化

的情志或是飲食等導火索而化熱，乳房局部腫塊增大，紅腫熱痛，兼見寒熱，頭痛，煩躁口渴，

口服抗生素、類固醇等治療惡化原本陰、寒、虛的本質，火象或許稍微緩和，但，產生更複雜的『假

陽寒鬱』的複雜病勢變化，紅、腫、熱、痛，發燒反反覆覆，時好時壞，而漸漸的進入釀膿階段、

膿熟階段。

臨床上也常看到手術排膿，然而體質未調理，自癒能力不足，也常看到病情演化為膿流不暢，

腫勢不消的袋膿、傳囊乳癰之變或瘡口不斂的乳漏。

治法： � 1 �疏肝清胃，通乳散結的瓜蔞牛蒡子湯 (《醫宗金鑑 • 外科心法》)、蒲公英、當歸、

漏蘆、赤芍；� 2 �托裡透膿的托裡消毒散 (《外科正宗》)、仙方活命飲、海藻玉壺湯 (《外科正宗》)；
然而，治療主體仍應以陰、寒、虛為主軸療法，� 3 �脾腎陽虛、水氣內停、四肢沈重疼痛的真武湯；

胸膈滿悶、泛酸嘈雜或胃脘疼痛、厥陰頭痛的吳茱萸湯；一身盡痛，關節痛的麻杏苡甘湯；頭面

肢體浮腫、胸悶氣喘、心悸頭眩的芩甘薑味辛夏仁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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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芩的運用經驗分享與中藥不良反應通報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副院長 賴榮年教授

黃芩是傷寒論中重要的組成藥，高頻率的含在中醫師診治疾病的各處方中，然而，109 年度

中藥不良反應通報中心接獲一例嚴重不良反應，28 歲女性，無 B 型肝帶與 C 型肝炎病史，在服用

含黃芩之中藥製劑後出現急性肝炎共三次。第一次為服用當歸六黃湯、溫清飲、柴胡桂枝湯等科

學中藥共 5 周後出現異常嗜睡、食慾不振、極度疲累、外觀膚色些微變黃、尿液深黃色等症狀，

抽血檢查顯示血清麩胺酸丙酮酸轉氨基酵素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 =1445、血清麩胺酸

苯醋酸轉氨基酵素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 =672、總膽紅素 (total bilirubin) =2.79 mg/
dl，第二次為服用甘露消毒丹科學中藥，1 日後出現發冷、寒顫、高燒、尿液深橘色、皮膚變黃等

症狀，抽血檢查顯示 ALT=1343、AST=1248，第三次為自行服用 1 公克黃芩科學中藥，1 小時內

出現寒顫、發燒、尿液變深黃色，隔日一早尿液深橘色、昏睡、食慾不振等症狀，抽血檢查顯示

ALT=1127、AST=1146、total bilirubin=2.14 mg/dl。上述中藥製劑之服用劑量皆少於建議劑量，

由於三次中藥之共同組成為黃芩，故懷疑為黃芩引發之急性肝炎。

過去文獻回顧，2019 年發表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 17 位患者平均每日服用 1.335 克黃芩，共

平均 444 天，服用前後的相關數值 (ALT、AST、ALP、bilirubin) 無顯著變化，此外，李長興博

士運用健保資料庫分析 1997 年至 2002 年資料研究顯示，服用黃芩與急性肝炎住院，之間無顯著

的劑量 - 效應相關性，另外，鄭永齊院士所主導的中藥新藥 PHY906，為黃芩湯之變方，已於美

國臨床試驗 phase 2 證實合併 irinotecan 或 capecitabine 治療大腸直腸癌、肝癌及前列腺癌，皆能

顯著增強療效，且無肝炎等相關副作用的報告，故目前黃芩造成急性肝炎等不良反應，是否導因

於發生率不高的非特異性之過敏現象，仍待更進一步的研究確認。然而，由於國內外皆有黃芩可

能導致肝功能異常的個案報告，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官方指南指出，黃芩可能與臨床上罕見肝

損傷有關，故建議國內中醫師需持續關注黃芩長期服用者的臨床症狀，以及必要時應給予肝功能

檢測，並即刻通報不良反應，未來將可更明確建立中醫師、西醫師與藥師於黃芩用藥安全的重要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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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光定位针灸与经方结合临床实证研究
美國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副校長 吳奇教授

对于临床疑难杂症。如果在治疗时结合针灸与中药，其效果往往胜过单纯使用中药或者单纯

使用针灸。

移光定位针灸是本人受易經，老子道德经、黄帝内经及现代科技的启发研发创制的一套特殊

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对于临床疑难杂症有独特的疗效。

本人自 1967 年学习中医针灸，在中国学医行医 21 年，1988 年赴美教学行医至今有 32 年，

在多年长期的行医，读书，临床，思考，再临床验证中 . 以中國古代經典文化为基础，结合现代

最新生命学科研究成果，在临床中不断修正体悟，终于在十多年前发展，完善出这套移光定位针

灸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篇第二十五》中提及了比传统针灸 “ 满則泻之，虚則補之 ” 疗效更

好的＂法天则地 ” 针灸，但是并未透露具体方法；在《素问 .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中又特别提

到了针灸的最高法则：“ 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因天之序，盛虚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
虽然未说明细節 . 但在此处内经的作者即告诫我们，如果在针剌过程中能巧妙结合运用天地 ( 太
阳、地球 ) 的特殊場能量，疗效就会大大提高。本人深受启发，并结合孙子兵法与各种现代最新

的生命学科研究成果，并不断验证修正于临床实践，设计出一套完整行之有效的移光定位针灸理

论与方法体系。治疗了大量疑难杂症 . 免疫系统相关疾病乃至晚期癌症患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利益众生。古人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本人同时会

分享许多成功案例。希望这套移光定位针灸理论与方法，必要时配合中药，可以救治陷于水深火

热的病患 . 造福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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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湯臨床治療研究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學博士生導師 吳雄志教授

本研究探讨白虎汤证的本质、演变及其在感染病学与非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与高动力循环对白虎汤证的影响，白虎汤对肾上腺素的拮抗作用与对皮质激素耗竭的预防

作用。白虎二十八方的加减化裁，白虎汤与天时地利的相互关系以及使用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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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合病治法於慢性內傷病治療的運用
日本藤門會會長 賴建守教授

有關「三陽合病」，在『宋板傷寒論』裡有明確記載的只有兩個條文。一者是辨陽明病脉證

并治第八中「白虎湯主之」的 219 條條文，另一者是無提及處方，只描寫脈證和症狀，在辨少陽

病脉證并治第九中的 268 條文。

至於「三陽合病」的治療，内藤希哲 (1701~1735) 在其著書『醫經解惑論』中，有如下的見解；

「三陽合病者、謂太陽陽明少陽三證兼見者也、然仲景立例示法、則言三陽合病、視証處方、則

陽明証多、則言陽明病、或言陽明中風、其言雖不一、而其實皆三經脉證見者也、其治法大抵捨

太陽陽明而取少陽、以小柴胡湯主之、以少陽為一身樞機故也、然而若裏熱甚者、白虎湯、白虎

加人参湯以涼之、上實者、梔子湯以吐之、膀胱熱者、猪苓湯以滲之、三陽合病之治、已上四法

盡之」。觀其治方，恰與『宋板傷寒論』中 219~223 條所列的處方相符合。221 條文中雖只言「陽

明病」，但内藤希哲的見解，則是敍述「三陽合病」治法的一個條文。

爾後，宇津木昆台 (1779~1848) 在『古訓醫傳・風寒熱病方・經篇』中，對「三陽合病」的

治法作了相當詳盡的分析。他將 221~223，225，226 條的五個條文併成一條文，並解説從「陽明

病、脉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為止的條文，是論及：

雖以陽明病為起始點的病機，如果發展為「少陽病」主證，「陽明病」為客證的狀況時，其治方

應以柴胡劑為主。而且疾病進行到此階段時，常會渉及「裏氣鬱滯」加上「裏氣上攻」的病機，

所以治療時，常須利用「石膏」的「降氣、鎮墜收斂作用」來強化治療效果。其常用處方為柴胡

劑加石膏：諸如小柴胡湯加石膏、柴白湯 ( 小柴胡湯合白虎湯 )、柴胡劑加栝蔞、石膏。至「…身

重」以降之「若發汗…若加燒鍼…」的條文，則是記述誤治 ( 誤汗、燒鍼、誤下 ) 之後可能發展

的症狀及治方。而其中白虎加人参湯、猪苓湯，均是誤治後造成「津液虧損」時，在體内形成「津

液不均等分布」時的治療方劑。

由於科技的進步，電燈的發明、近年來電腦、網路等等的發達而導致了現代人有普遍性「熬

夜」的傾向，為了配合這種生活形態的需求，在社區裡 24 小時營業的超商、至深夜營業的餐廳也

驟然大増。現代人常藉由「過度飲食、過度零食・甜食」來舒解生活上的壓力，其所釀成的「腸

熱 ( 内熱裏實 )」，加上「熬夜、缺乏勞働」的生活模式 , 更助長了「裏熱」的蘊釀 , 由於腸内環

境的惡化，「gut-brain axis」的相互影響，進而導致免疫功能的降低和自律神經的失調，也是造

成慢性内傷病的一大要因。這種不養生所造成的「裏熱」或「濕熱」，常常會發展成「三陽合病」。

研討會中列擧一些治療的實例，以介紹經方對合病治療的有效性。

『宋板傷寒論』相關條文；

【219】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又作枯一云向經、讝語、遺尿。

發汗、則讝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

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221】
陽明病、脉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

若發汗則躁、心憒憒公對切反讝語。

若加温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

若下之、則胃中空虚、客氣動膈、心中懊憹。

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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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若渇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223】

若脉浮發熱。渇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225】

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226】

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268】

三陽合病、脉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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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仲景「脈症並治」： 
舉腸癰、胃反與下利急重症病案為例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張東廸教授兼系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主治醫師

《傷寒論》提及：「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

不中與之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這是中醫的

精髓，也是仲景提醒醫者治療疾病之最高原則，治療有效，當從此原則去分析有效原因，當治療無

效，亦當從此去分析治療無效之所在。因此，後代重整《傷寒論》時，便將仲景之治療經驗，以「某

某病脈症并治」加以呈現與論述。作者透過三個急重症病例呈現脈症並治過程，供同道參考。

第一例，高齡 93 歲的老先生，因腹痛收住院。患者有心臟 (Atrial Fibrillation) 血管 (Deep 
vein thrombosis)、腎泌尿系統疾病 (BPH.UTI) 病史，固定服用抗凝血劑、利尿劑等。此次入院前，

出現胸悶、呼吸短促 (SOB)，咳嗽等症狀，於胸腔科門診就診，且腹脹痛，三日未解便，CXR
顯示雙下肺葉呈肺泡型病灶 (bilateral lower lobe alveolar pattern)，血氧飽和度下降，急做腹部

CT 顯示嚴重腸阻塞，因而安排入院治療。患者持續大腹脹痛，按壓右下腹 muscle guarding and 
muscle spasm，診斷急性闌尾炎，外科評估應緊急開刀治療。長期因 DVT 的病史服用抗凝血劑，

外科評估不適合開刀治療。僅能以抗生素保守治療，停服抗凝血劑，五天後再評估手術。故會診

中醫降低闌尾破裂的危險性。經治療免除開刀，順利出院。

第二例，患者為出生一週早產之女嬰，G1P1A0，出生體重為 2308 公克。患嬰出生後不久即

出現呼吸困難 (grunting) 以及腹部呈青黑色且腹脹嚴重症狀，口胃管引流綠色膽汁，心臟超音波

及腦部超音波顯示無異常，腹部超音波顯示疑似腸阻塞。西醫進行 X-ray 顯影劑追蹤 KUB 顯示

大腸細、腸脹、疑似腸阻塞，會診小兒外科進行手術，手術切除壞死的小腸部位並將下段小腸與

十二指腸作吻合。患嬰於術後第一天開始禁食，予以 TPN 提供營養，但口胃管反抽仍有中至多量

氣體及深綠色膽汁，且患嬰無法自行解便，且體重往下降。於是會診中醫兒科改善食入即吐併發

膽汁嘔吐的情形。經治療體重增加，排便正常，出院。

第三例，18 歲的男性於兩年前因胸悶、局限性胸痛至地方中醫治療無效後到地區醫院經檢查

後至本院就醫。經電腦斷層與切片診斷為 immature teratoma stage IIIa，後接受化療，化療產生噁

心嘔吐、口破的副作用。第二次化療，腫瘤無縮小跡象，且有化膿產生，因此手術切除，並連帶

切除部分左肺與心包膜。發現手術部位化膿多，因而進行 Open window thoracostomy。後左側胸

部保留一個開放性的傷口以排膿。此次進行化療後噁心嘔吐、口破，腹瀉嚴重，水瀉，化療後腹

瀉一日數十行。經治療，利下止。

關鍵字：脈症並治、張仲景、腸癰、胃反、下利、急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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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 星期日 ) 201 大會廳

大會開幕暨特別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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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醫藥發展法通過後之願景與挑戰
Prospect and Challenge of Chinese Medicine after Enactment of 

Taiwan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Act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黃怡超司長

中醫藥發展法業於 108 年 12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12 月 31 日總統公布實施，該法已

確立國家中醫藥發展之基本原則，建立臺灣中醫藥發展新的里程碑，期以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並

增進全民健康福祉。

中醫藥發展法施行後中醫藥發展之現況與進展說明如下：

一、 中醫方面：為完善中醫醫療照護，朝培育優質中醫人才、促進多元特色發展及創新中醫科技

醫療等三大面向努力，提升中醫師執業素質，培育具全人醫療能力之中醫師，輔導建立多元

照護及研究團隊，已建立 13 種中西醫整合照護模式及 11 種病種中醫日間照護模式；並輔導

中醫團體及機構，建立 4 種不同場域之中醫參與長期照顧模式；完成 3 種中醫參與戒癮治療

標準作業流程，促進多元發展。自 109 年起推動「中醫優質發展計畫 (109 年 -113 年 )」，朝

「優質醫療」、「創新加值」、「永續發展」三大主軸，推動十二項行動方案，以提供民眾

更多元及優質醫療服務。

二、 中藥方面：強化中藥 ( 材 ) 品質管制，精進中藥材邊境查驗制度，落實上市中藥監測，保障

消費者用藥安全，並逐步建立精進中藥濃縮製劑指標成分含量測定規範與開發測定方法，持

續滾動編修臺灣中藥典，預定 110 年公告臺灣中藥典第四版，以強化我國中藥品質規範。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濃縮製劑中藥廠已分階段實施確效作業，推動中藥廠藥品質管理與國際接

軌，持續輔導中藥廠執行確效作業，提升國際競爭力。另，加強中醫藥國際交流，積極參與

國際組織會議，推動中醫藥新南向拓展，強化傳統與現代醫學整合經驗交流，藉由我國中醫

醫療管理及中西醫整合經驗輸出，深化國際交流，進而帶動中藥產業外銷新南向市場之契機。

三、 研訂中醫藥發展法相關子法規：衛生福利部已於 109 年 11 月發布訂定「中醫藥發展獎勵或補

助辦法」及「上市中藥監測辦法」，預告「承租公有或國營事業土地種植中藥藥用植物獎勵

及租賃期限保障辦法」草案。未來將定期制定中醫藥發展計畫，爭取經費挹注，以落實相關

獎勵或補助事項。

為促進我國中醫藥永續發展，衛生福利部將於中醫藥發展法基礎架構下，規劃前瞻性中醫藥

發展政策藍圖，以完善中醫藥醫療照護，提升中藥品質管理及產業發展，彰顯臺灣中醫藥特色及

發揮國際影響力。

關鍵字：中醫藥發展法、中醫、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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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止痛臨床應用與研究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Acupuncture Analgesia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林昭庚座教授

Jaung-Geng Lin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針灸已在中國使用幾千年，目前在世界各國也廣泛使用，針灸可以用來治療多種疾病，但以

治療疼痛最為人熟知。過去幾十年來的研究，我們已經逐步瞭解針灸的機轉，在週邊的針刺或電

針刺激可傳導神經衝動至脊髓或經由上升徑傳送至腦部而刺激中樞神經系統釋放神經傳遞物質如：

腦啡肽及 β- 內啡肽或單胺類神經傳遞物質如：血清素或正腎上腺素，因而產生止痛作用。我們研

究發現：以交替模式進行電針電刺激比同步模式進行電刺激較不會產生電針耐受性針灸，因此建

議以交替模式為病人治療。

除了基礎研究之外，許多研究者也著眼於針灸臨床試驗，近來隨著研究方法的進步，已經使

臨床試驗的結果較為可靠，我們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發現針灸或電針可以有效緩解手術後疼痛，

並減少嗎啡引起的副作用，並有效緩解五十肩痛、關節痛、下背痛、剖腹產、碎石震波引起之疼

痛等。

Acupuncture has been u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 in China and widely accepted by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It is applied to several kinds of disease; however, pain relieving is the most 
remarkable indication worldwide. In the past decades,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analgesia is the 
central topic of acupuncture study. Recent studies and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lectroacupuncture 
facilitates the release of certain neuropeptides (i.e. enkephalin and β-endorphin) and monoamines (i.e. 
serotonin and norepinephrine), which in turn produce anti-nociceptive effects.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on with alternating mode yielded better results than with simultaneous mode for treating 
chronic pain because it may postpone the development of EA tolerance. We suggest use alternating 
mode to treat patients. 

Asides from the basic studies of acupuncture, many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 clinical trial. 
Rec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ology makes studies more reliable.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electroacupuncture on pain relieving and on reducing side effects of 
morphine administration after surgery. Besides, acupuncture/electroacupuncture also showed efficacy 
on pains due to frozen shoulder, knee-joint, lower back, cesarean section,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otrips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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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精準醫學之新思維
陳旺全 1,2,3,6, 蔡耿彰 4, 謝嘉娟 5, 林宜錚 6

1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3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4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5 三軍總醫院
6 常生中醫診所

「精準醫學」 (Precision Medicine)，是全球醫界目前正積極投入的方向之一。根據個人的基

因、環境和生活型態之差異，以新的方式來治療和預防疾病。是以疾病更科學化的區分，在各分

群給予適當的醫療處置，達到個人化的醫療。中醫透過傳統病患臨床資料與人體基因資料庫進行

比對分析，可使治療的方法更加精確。

精準醫學是現代醫學技術結合患者相關生活環境及臨床相關資料，提出具有個人化疾病預防

和治療方案，以實現精準疾病分類，診斷目標；兩者均反應 “ 個人化 ” 思維，精準醫學所指之疾

病個人化診療，與中醫辨證論治思考有相通之處。精準醫學具有與辨證論治相符之整體觀，現醫

學模式多集中於疾病層面，精準醫學以基因組資訊為基礎，不停留於疾病層面，由針對疾病轉而

針對 “ 個人 ” 之診療體系，凸顯整體論精髓。

中醫的個人化治療為實施多年的臨床處置模式，同病異治的辨證論治，依體質分型治療的理

論與實踐，是中醫在精準醫療的特色發展之一。藉由彙整中醫臨床診療資料，檢驗檢查數據等資

料建置中醫巨量資料庫，進行中醫藥之大數據分析及發展可應用模式，是發展個人最強化的醫療

模式，所以中醫辨證論治的展現是達到精準的預測、預防、偵測、診斷及治癒為目的之精準醫學，

明確顯現中醫邁向精準醫學的突破性發展。

關鍵字：中醫、辨證論治、精準醫學、個人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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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冠狀病毒最新治療探討
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院士

初到武汉时，疫情形势正值最严峻的时刻。医院里人满为患，各类患者交织在一起，极易交

互传染。

深入了解情况后，迅速采取措施，对疑似、发热、密接和确诊四类人，进行分类管理、集中

隔离。还要采用 “ 中药漫灌 ” 的方式，让患者普遍服用治湿毒疫的中药汤剂。

整建制承包方舱医院，按中医的理论指导治疗，可以观察出中医药疗效特点和规律，更好指

导治疗。2 月 12 日，率来自天津、江苏、湖南、陕西、河南等地的 350 余名医护人员组成中医医

疗团队，进驻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

看舌象、摸脉象……白天指导临床会诊巡查病区，晚上召集会议研究治疗方案。此外，怎样

设置床位、床位间距留多少、空气循环问题、患者吃饭情况……都要亲自考察过问。中医药全过

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武汉 16 家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患者超过 1.2 万人，每个方舱医院都配备了中

医药专家，同步配送中药方剂，中药使用率达 90%。截至 3 月 10 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总共收

治的 564 名患者中无一例转为重症，无一例复阳。3 月 19 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现有疑似病例首次全部归。

疫情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与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交流中国的中

医药诊疗方案、有效方药和临床经验。截至目前，连花清瘟胶囊已在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巴西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上市许可。也在几十场海外连线中，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病毒没有国界，

疫情不分种族，2020 年人类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尽快战胜疫情。”
抗疫期間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

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科技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于天津中

医药大学。这是全国中医药系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标志着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中有了中

医药一席之地，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有了国家级创新基地。

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十年培育建设，目前独立建筑面积超过 6 万平方米，仪器设备

达到 2.6 亿元，具有承担国家重大项目能力，并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今年 2 月，“ 省部共建组分

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 ” 得到科技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批准，这是全国中医药系统第一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标志着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中有了中医药一席之地，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有了国家级

创新基地。实验室面向国家中医药发展的重大需求，针对组分中药研发关键科学问题。中药组分，

就是从传统中药中提取出有效的成分群，可在细胞、分子药理水平相对清楚地揭示中药的药效物

质基础及作用机制，并能根据不同病症重新配伍成方。

天津市人民政府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责任主体，按照 “ 省部共建、以省为主 ” 的原则，突

出特色优势、推动机制创新，将实验室作为吸引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基地建设与运行管

理、重大项目立项、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建设运行期内，每年为实验室提供不低

于 500 万元的专项经费支持，主要用于实验室日常运行、开放课题设立、人才引进培养、科研人

员绩效奖励等。

科技部指导实验室同业务对口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提升实验室研究能

力和水平；统筹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和基地人才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支持实验室科研能力和科研基

础条件建设。天津市科技局作为实验室的主管部门，建设运行期内，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中优先支持实验室发展，在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给予优先立项支持，在实验室团队

建设、高端人才引进、领军人才培养和科研条件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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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大学是实验室的依托单位，须为实验室建设提供实验用房、科研仪器设施、科研

经费等必要的基础条件，并在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实验室建设运行期内，天津

中医药大学 5年提供不低于 5500万元基地建设和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实验室设备购置、条件保障、

日常运转、自主研究和对外合作交流，支持实验室探索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管理模式和制度，

给予相对独立的科研自主权和人事决定权。

实验室建设运行要依据论证通过的《省部共建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运行实施方案》，

开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实验

室建设运行期间，应按照相关要求，坚持高标准建设目标，进一步凝练发展方向，加强人才队伍和

实验条件建设，加强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研水平，建立健全运行管理机制，努力成为区域内组织

和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研人才、促进国内外合作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中药组分库有目前国内包含中药组分数量最多、中药有效成分数字化模型最多、检索速度最

快的数据库。过去筛查中药有效成分往往需要约半年时间，如今通过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检索，很

短时间便可得出结果，指导有针对性的实验研究，事半功倍。中药组分库把传统中药赋予现代科

技内涵，有助于加快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对开发新药、改造老药、提高中药制剂水平以及

给我国自主创制疗效明确、质量可控、服用量小的 “ 精致型 ” 现代中药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平台。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组建疫情防控应急攻关团队，在中医证候

学调查研究、中医药临床救治方案设计、临床循证评价、中成药抗新冠活性筛选、创新中药研制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率先总结了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中的作用和特点，发表了第一篇临

床研究报告，提出了 “ 控制由轻症转为重症 ” 是评价疗效的核心指标，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高度评价。研究成果在救治患者，促进康复全疗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形成中国特色治疗方案

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中国抗疫的独特优势。 2020 年 9 月 8 日，该集体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的 “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 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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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雷射 ( 雷射針灸 ) 在兒科領域的臨床應用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院長 孫茂峰教授

醫用雷射可區分為兩大類
1. 外科用雷射：屬於雷射等級 4，提供 2-50W 的能量；許多工業和科學用的雷射屬於這一級。某

些情況即使散射也會對眼睛和皮膚造成傷害。

2. 低能量雷射：又稱為生物能刺激雷射，屬於雷射等級 3B；雷射針灸即為此類，其雷射光束相當

溫和，也是具有療效的醫用工具。

低能雷射最早由匈牙利學者 Mester 教授於 1969 年提出雷射生物刺激理論 (laser biostimulation)；
其後於東歐、蘇聯、法國、加拿大等再到世界各地廣泛使用。

雷射針灸的治療原理
1. 光化學：部分研究指出能降低 MAPK、iNOS 和 TNF-α 藉此達到抑制發炎和止痛效果。組織和

細胞會因吸收雷射的能量，改變細胞內粒線體的電子傳遞鍊路徑，使細胞製造更多 ATP，讓人

體產生更多的能量，改善且促進細胞的代謝。

2. 光熱：局部溫度增加能讓循環加速，促進養份與氧氣更容易循環到受傷組織，並且代謝掉發炎

分子。

3. 光機械：光熱效應所產生溫度梯度的溫差，可以對細胞產生機械壓力與正向的刺激。

傳統針刺 vs 艾灸 vs 雷射針灸
1. 機械效應：傳統針灸較具優勢。

2. 光熱效應：艾灸較具優勢。

3. 光化學效應：雷射針灸較具優勢。

兒科領域的臨床應用
1. 兒童氣喘

2. 兒童過敏性鼻炎

3. 小兒腦性麻痺

4. 兒童自閉症

5. 化療後的噁心、嘔吐

6. 小兒「等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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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對腦血管疾病防治之研究進展
施純全 1.2

1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2 台北醫學大學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背景
中風是全球第二大死因且中風在大多數的國家也是導致成人失能的主要原因，中風後的醫療

照護花費亦是家庭與社會的負擔。目前中風是台灣的第三大死因。2000 年時，中風的粗發生率為

6.87/1000。中風後常見的併發症為肌肉骨骼痠痛、肺炎、泌尿道感染、壓力性潰瘍、褥瘡、癲癇、

髖骨骨折、急性心肌梗塞及二次中風等，腦血管疾病防治已成為當前國人健康的重大課題。

雖然已有許多研究探討中醫藥對腦血管疾病防治效果，但中藥處方與中風的關係之資訊仍缺

乏，目前仍欠缺完整的實證評估。

研究目的
在探討高膽固醇血症患者使用中藥處方藥後的中風風險。

研究設計
以真實世界數據資料為基礎的回溯性世代研究。

研究方法
我們使用了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從全台灣人口中找出 34,723 位二十歲以上且在 2010-2014 年

首次接受某種中藥處方藥治療的高膽固醇血症患者。經由頻率配對，我們挑選出 34,723 位沒有使

用某種中藥處方藥但首次使用 lovastatin 的高膽固醇血症患者來做為比較的參考組。這兩個研究世

代在開始服藥前皆無中風病史。在 2010-2017 年間的追蹤過程中，我們用健保就醫紀錄找出了新

發生的中風病例，再利用多變量 Cox 迴歸模型校正相關因子，並計算服用某種中藥處方藥與新發

生中風的危害比 (hazard ratio, HR) 與 95% 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結果
相較於服用 lovastatin 的病患，服用某種中藥處方藥高膽固醇患者有較低的中風風險 (HR 0.65, 

95% CI 0.59-0.71)，而出血性中風、缺血性中風及其他型中風之危害比分別為 0.60 (95% CI 0.44-
0.83), 0.49 (95% CI 0.43-0.57) 及 0.53(95% CI 0.42-0.67)。服用某種中藥處方藥的次數與降低的中

風風險有關 (HR 0.57, 95% CI 0.50-0.64)，且呈現劑量效應之關係 (p<0.0001)。

結論
本研究顯示服用某種中藥處方藥有減少中風風險的效果，但須注意病患的服藥遵從性。本研

究結果仍需前瞻性臨床隨機試驗來進一步證實服用某種中藥處方藥對中風風險的療效。

關鍵字：健保資料、lovastatin、風險、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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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病研究與轉化醫學
中國工程院院士 吳以嶺院士

据世界衛生組織 (WHO) 统计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 1700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据中国卫生

部发布的《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布》显示，从 1990 年起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死亡

构成比已持续居于首位，目前已占全国总死亡人数的 40 �。《2006 年心血管疾病年报》公布的数

据显示，每年新发脑卒中 200 万人，每年新发心肌梗死 50 万人，下肢动脉硬化症患病率为 2.1 �～
22.5 �，每年全国心血管病死亡人数达 300 万人。我国心血管病现状呈现出 “ 三高三低 ” 的特征：高

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和低知晓率、低控制率、低治愈率。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心

血管病爆发的 “ 窗口期 ”，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措施，心血管病有可能在未来 10 年内大流行。心

血管病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 “ 头号杀手 ”，成为中西医学界需

要共同应对的重大疾病。

随着世界范围内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应用还原论思维解释复杂生命运动和疾病日益显示出其

局限性，向整体回归，应用非线性科学、复杂系统及系统生物学的方法对生命体进行阐释和解读

成为 21 世纪生命科学的核心驱动力。人体作为复杂巨系统、血管病变作为复杂性疾病的认识日益

受到关注，中医药学所蕴含的整体、系统、辩证、恒动的理论特色与复杂性科学思维相契合，成

为中医药创新发展推动血管病变防治研究的良好契机。

脉络学说研究 “ 脉络—血管系统病 ” 发生发展规律、基本病理变化、临床证候特征、辨证治

疗用药。以运行血液为主要功能的脉络系统是经脉理论中与运行经气的经络系统相互联系又相对

独立的两大系统，脉络学说与经络学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及应用价值，共同形成以脏象为

核心、以经脉为枢纽、以气血为基础的中医学术理论框架。脉络学说以胸痹心痛、中风、心悸、

心积、心水、心痹、脱疽等为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了现代心脑血管病、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

周围血管病变及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等重大疾病，因此建立系统的脉络学说不仅对完善中医经脉理

论体系具有积极作用，也将对提高血管病变防治水平发挥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

实际上，传统中医药学对血管病的认识和治疗已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远古文明对心、血、

脉已有了初步认识，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记载了 “ 疒心 ”，约成书于三千余年前的《山海经》便有

“ 心痛 ” 病名的记载。伴随着《内经》经络学说的建立形成了完整的经脉理论，构建起以脏象为核

心、以经脉为枢纽、以气血为基础的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经脉理论包括运行经气为主要功能的经

络和运行血液为主要功能的血脉 ( 络 ) 系统，初步形成了心 ( 肺 ) �血 �脉循环系统，将血脉 ( 络 ) 理
论广泛应用于生理、病理、辨证与治疗，初步论述了心痛、心悸、中风、坏疽等血脉 ( 络 ) 疾病

的症状及治疗，为脉络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首提 “ 脉络 ” 概念，

以 “ 荣 ( 通营 ) 卫不通，血凝不流 ”、“ 血脉相传，壅塞不通 ” 论析脉络病变病机传变规律，设专篇

论述胸痹、心悸、心水、中风等脉络病变并创立治法方药，奠定了脉络学说的临床证治基础。两晋、

隋唐、宋金元时期历代医家在血脉 (络 )理论认识上均有所发挥，积累了丰富的脉络病变诊疗经验，

对脉络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时期叶天士提出 “ 久病入络 ”、“ 久痛入络 ”，发展了络

病治法，并将营卫理论与络脉理论相结合创立 “ 卫气营血 ” 辨证论治，阐述了外感温热病热入营

血的证候特点及治疗；王清任创立补气活血法和逐瘀活血法用于胸痹心痛、中风等病的治疗，并

创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著名方剂，至今临床广泛应用。近代中西医汇通医家张锡纯把中医

气机升降与西医脑血管病认识相结合，使中医药对脑血管病的认识与治疗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纵

观几千年中医药学对血管病变的认识与治疗，清晰地显示出血脉与脉络学说发展的历史轨迹，这

些丰富的论述和治疗方药是我们今天研究血管病变防治的宝贵文献资料，也是提高心脑血管病这

类重大疾病防治水平并研发有效治疗药物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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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医发展史上重经轻络与重经轻脉现象，将承载血气运行功能的 “ 经脉 ”
称为 “ 经络 ”，使得在秦汉时期已有丰富论述的血脉及脉络学说被忽视乃至淡忘，确有疗效的治疗

方药虽仍在临床应用但缺乏系统整理研究，近几十年来开展的经络实质研究偏重于经气传导实质

研究，这就使《内经》经脉的概念有了实质上的偏移，导致《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 “ 医经者，

原人血脉、经落 ( 络 )……” 两大系统并重发展的学术繁荣景象难以再现。究其原因皆因脉络学说

未能伴随着中医学术发展而形成系统理论体系有关，纲不举则目不张，理论发展的滞后致使数千

年来关于血脉及脉络病变的大量理论和治疗方药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更未形成系统的脉络学说，

导致这一对心脑血管病变防治具有重要作用的理论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价值。

基于络病理论研究的 “ 三维立体网络系统 ”，广义的络脉分为经 ( 气 ) 络和 ( 血 ) 脉络，成为

络病学科研究的两大分支，( 血 ) 脉络既是经脉系统中以运行血液为主要功能的网络，又是维持血

液运行的心 ( 肺 )—血—脉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属于奇恒之腑的独立形体器官，其形

态学特点中空有腔、与心肺相连、动静脉有别、逐层细分、网状分布，生理学特点 “ 藏精气而不

泻 ”，保持血液量和质的相对恒定，运动状态为伴随心脏搏动而发生舒缩运动，功能特点为运行血

液至全身发挥渗灌气血、濡养代谢、津血互换作用。可见中医学 “ 脉 ” 与西医学 “ 血管 ” 在解剖形

态上具有同一性，从 “ 脉 ” 分出遍布全身的 “ 脉络 ” 则与西医学中小血管、微血管包括微循环具有

高度相关性。依据 “ 脉络—血管系统 ” 同一性，将发生在动静脉中的多种血管疾病，如以动脉粥

样硬化为主要病理机制的冠心病、缺血性脑血管病、闭塞性动脉硬化症等，以血管炎症为主要病

理表现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多发性大动脉炎等以及动静脉瘘、动脉瘤等血管疾病统称为 “ 脉络—

血管系统病 ”。“ 脉络—血管系统病 ” 体现了络病发生发展演变规律，有利于把古今络病治法方药

应用于血管病变，极大的开拓了血管病变的治疗思路与组方遣药的选择范围，成为中西两种医学

体系认识及研究血管病变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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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醫學和針灸美容學
日本關西醫療大學 王財源教授

日本針灸美容的手法，通過考察《黃帝內經》作為針灸應用並創作出美容的基礎理論。

一、《黃帝內經靈樞》中美的篇名
1. 內外合一觀：

外揣第四十五、本藏第四十七、五色第四十九、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2. 顏面的經脈：

邪氣臟腑病形第四、經脈第十、經別第十一、經筋第十三。

3. 精神和體形美的關係：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寶命全形第二十五。

4. 體形美 (A. 顏色和體形 B. 肥滿和消瘦 )
A. 經脈第十、論勇篇第五十、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B.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經水第十二、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5. 容貌美 (A. 氣血盛衰 B. 溼潤 C. 顏色 )
A.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B. 本藏第四十七、經脈第十、決氣第三十。

C.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官能第七十三、五閱五十第三十七。

二、探討應用古代鍼來觀察體溫、免疫機能和對植物神經體系的影響
研究方法：測測健康男性 25 人，使用「鍉鍼」，測定印堂、左右合谷、左右太衝共 5

個部位，測定 20 分鐘後的體表溫度和自律神經之變化。刺激皮膚直後、兩手部及兩足部有

一過性的皮膚溫度的下降，之後 20 至 40 分鐘以內有回復。

綜上結合哲學的治療體系及力學的物理療法運用在針灸美容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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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磨一劍～從董氏倒馬針法到楊氏易象針法
中醫博士加拿大漢博大學慈濟中醫門診與教學中心 鍾政哲教授

唐朝著名詩人賈島，是個會為了一句詩的用字反覆斟酌，甚至琢磨了好幾年才定下來的詩人，

曾有名句傳世：「十年磨一劍」。

楊師維傑先生以其在豐厚的十四經古典針灸為基礎，深研董氏針灸近半世紀，奇正相輔，從

容互用，再經四十年以上不綴的臨床實例驗證，融會貫通，於古稀之年總結出了一套返璞歸真，

意涵深厚卻用針至簡的用針法則。用之臨床不僅效驗累累，對於門診量大，或是救災義診時需快

速診症用穴之刻，更顯其僅用兩針即可解除病苦的特性。筆者有幸跟隨楊師學習，三十年來目睹

楊師從董氏針灸之倒馬針法出發，悟創出太極觀與區位觀之用針法則，濃縮成特效一針，繼而淬

煉出易象雙針的歷程。今徵得楊師首允，不揣淺陋，簡述楊氏易象針法之特點與緣由如下，不當

之處尚祈師長前輩與同道不吝斧正。

ㄧ、區位針法與易象針法的概述
所謂「區位針法」，是指因治療思路的不同，採取位於一個區位或不同區位的穴來治療

一個區或多區的病變的方法。基本思維有三：

(1) 一個穴位可以治療多個區域的病變，也就是一個「面」，而非「一點或一線」。( 例如

十四經的魚際，內關，後谿，束骨，董針的門金，三叉三等 )

(2) 相鄰位置的穴位，常有相同的作用，亦即可以治療相同區域的疾患。( 例如列缺與太淵，

公孫與太白，陰陵泉與腎關等 )

(3) 許多相鄰的穴位，能治療大部分相同的病變。雖個別穴位另有其特殊作用，但組合成對

針來運用，則可以治療更大區域內的相應疾患。( 例如：重子與重仙 )

所謂易象針法，就是易理象數針法，包括太極、陰陽、三才、四氣、五行、六經、八卦、

九宮、河圖等易理在針灸的應用，是用以解構十四經穴及董氏奇穴的最佳工具，也是楊師

四十多年來活用於針灸臨床的思路及方法。當我們將太極、陰陽、三才、五行、易卦與區位

觀相互融合後，臨症選穴的應用就更靈活、更廣泛、也更有效。例如：

(1) 將一個單穴透過太極陰陽三才五行的觀念加以發揮，就可以治療多個區域的病變。( 例
如靈骨與大白 )

(2) 在一個區域內，將鄰近的穴位透過太極、陰陽、三才、五行來發揮思考，可以用於治療

同區域或多個區域內的疾病。

(3) 進一步推演，雖不相鄰但具有同樣性質功能的兩穴，也能結合用來治療相同區域的疾病。

也就是太極觀中對等的同一對應區能治相同的病症 ( 例如左側三叉三配以右側大白 )，又

好比三才對等區位能治療相同區域的疾病 ( 例如右側陽陵泉配以左側腎關 )

(4) 透過五行特性連用，例如選取五輸穴的兩個五行屬性的穴聯合應用，可以治療兩種臟腑

相關的疾病。這個就需要聯繫到對於五輸穴的空間關、時間觀、同氣相求、五行氣化等

的理解。( 例如：陰陵泉與太溪相配伍 )

二、易象針法思路的淵源
楊師提及，易象針法的發想，是先從區位針法開始的，其淵源主要是受了董氏奇穴倒馬

針法區位取穴的啓示。

楊師在跟隨董公學習研究董氏奇穴時，發現董氏針灸的特徵之一便是倒馬，也就是在

同一經上相鄰的兩個穴 ( 有時是三個穴 ) 一起應用治療同一種病症。董氏針灸之穴位所列的

主治，相鄰兩個或三個穴的單獨主治往往完全相同，提示了董氏奇穴就是以區位間兩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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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穴一起應用。如此的用穴法，給了楊師最初的啟發，啟迪了對區位觀的認識，也成為

了日後研創區位針法的淵源。經過多年深研，董氏的倒馬針法中蘊含著全息，除了因爲並

列用針增強了治療作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藉著全息作用，形成了全體呼應的結果。深

入分析倒馬針法，裡面有著深厚的易理內涵，包括了太極、陰陽、三才、五行、六經 ( 開合

樞 )、八卦、河洛等。若能對易理有一定的研究及認識，自能理解，也就能更加深入發展發

揮。採取雙穴來夾區，兼治多經，甚而治療多部位的特點，在董氏奇穴的應用中經常可見，

凸顯了區位取穴的優點。

而在經典中，仔細研讀可發現古人早已有類似倒馬用針的雛型，這可能就是區位針法的

濫觴。在許多古代針灸文獻中，我們常可發現鄰近穴位有相同的治療效果，都能治療同一地

區的病變的敘述與記載，也提示了將兩個穴位連用就可以治療大面積區域或多臟腑的病變。

例如在皇帝內經之中，《靈樞 • 厥病》說：「腎心痛也，先取京骨、昆侖……胃心痛也，

取之大都、太白。……肝心痛，取之行間、太衝……肺心痛，取之魚際、太淵」又《靈樞 •

熱病》記載：「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淵；大都、太白……」。上述

之京骨、昆侖兩穴相鄰；大都、太白兩穴相鄰；行間、太衝兩穴相連；魚際、太淵兩穴相連，

這種並用之法就已有著倒馬的影子。再如在金朝 (1232 年 ) 《竇太師流注指要賦》後附的接

經法，也曾提出：「魚際、太淵治心肺痛；大都、太白治胃心痛；行間、太衝治肝心痛」等，

強調此法可通接經氣。這種刺法與董氏奇穴的倒馬針法類同，足見在十四經很早就有此類針

法的應用。

三、從區位針法邁向易象針法
以上之區位針法基本上都是直線縱線的分布聯繫，之後，楊師更進一步從縱向區位走向

包括橫向區位及上下區位，研創出自己極具整體性的雙針區位針法。因為係融入了易理象數

的太極、陰陽、三才、五行、易卦等，才得以發揮，因此名之為「易象針法」。

楊師早在 1975 年著作的《針灸經緯》中即已列入易理針灸一章，開始關注如何將易理

象數應用於針灸並逐漸建立了其個人的易象觀，後來轉用在針灸臨床驗證，頗為實用。上一

世紀九零年代後期楊師赴北京大學攻讀易經哲學博士，便專攻易經與中醫結合之題，對易理

易象在中醫之應用更為深入。茲以「太極」與「五行」為例說明。

(1) 太極與三才

多年來，楊師在解構董氏針灸的過程中，創研出「太極全息」「對應針法」及「三

才針灸」等。發現在大、中、小太極中同一個區域都能治同樣區域的病變，如三間、中

渚、後溪都在手太極的腰臍綫上，都能治腰痛。由於穴位所在經絡的不同，主治便有著

小小差異，掌握這種差異，聯合應用，就能治療更大區位的疾病，療效更大，治症更多，

卻更為精準。

手上前臂後臂及足部小腿大腿都有著三才之分，三才之分即是上焦、中焦、下焦。

若再思考三才又有正向倒向之分，這樣每個穴位就可以治療更多疾病。而在手腳同是三

才對應的穴位，如手上的上焦區穴位，與腳上的上焦區穴位，作用及主治有著類同的地

方。接合穴位所在經絡的不同，主治也會有小小差異，掌握這種差異，就能既「精簡」

又「精準」地用針來治療更大區位的疾病。

(2) 五行之同氣相求

穴位的五行屬性主導了穴位主治的臟腑及相關區域，兩個相關的五行穴結合，就能

治療兩臟相關的區位，例如太衝穴為木經穴位，陷谷穴為土經穴位，但兩穴同時取穴並

不相剋。太衝為木經土穴，陷谷為土經木穴，兩穴皆有木土之性，同氣相求，兩穴合用

治療木土不和 ( 肝脾不和 ) 的病變，臨床療效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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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楊師易象針法的四大特點
(1) 選穴靈活，奇正合用

(2) 平衡交濟，雙針勝單

(3) 精簡精準，治療立體

(4) 操作容易，方便安全

五，結語
正如本文的標題，「四十年磨一劍」。易象針法可以說是楊師歷經四十餘年，從數十萬

人次臨床經驗的精華，不斷提煉累積而成。從古至今流傳下來治療各病的有效穴位與經驗很

多，但如何從其中擇取最有效好用的穴位，必須經過日積月累長年歲月的磨礪，親身體驗始

克有成。楊師臨診的四十多年間，相當長一段時間，每日求治的患者超過百人，因此要求在

有限時間內，看診施治必須迅速、確實、準確，選穴用針更是需要精簡有效。易象針法中的

一穴一法，都可以說是「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在我們得以「習之轉手即用」

的背後，不僅有著楊師日復一日的看診與驗證，更有著夜復一夜的苦思與推敲。易象針法的

問世，是楊師為我們樹立了勤懇治學，數十年如一的典範。其無私的相授，相信將不僅給我

們的每日診療增添極大的助力，更爲我等後學來者打開腦洞，啟發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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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以中医治疗干眼的临床科研研究
Singapore has proven Chinese medicine efficacy in dry eye study – 

a breakthrough research study published i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世界中聯眼科專委會副會長 林秋霞主任醫師

新加坡眼科研究院 ( 西医 ) 首次联合新加坡中华医院 ( 中医 )，以科学临床研究方式，在 2015
年 3 月 – 2015 年 12 月 探讨中医治疗干眼的疗效。

我们采取了随机式、单盲干扰式的临床科研设计， 以新加坡中华医院眼科部门招收就诊的

150 干眼患者为例 (300 只眼 )，均以干眼为主诉，年龄 40 ～ 85 岁，身体健康，无其他眼疾，不

曾佩戴隐形眼镜，也从没使用消炎剂滴眼液等。所有患者的 SPEED (Standard Patient Evaluation 
of Eye Dryness) 干眼患者标准评分为阳性。辨证为肺肾阴虚，肺肾阴虚评分为阳性。患者被随机

地分为三组： 针刺组 (AC，Acupuncture)， 杞菊甘露饮组 (HB，Herbal Medicine)( 亦称中药组 )
以及人工泪液组 ( 干眼的常规治疗 ) (AT, Artificial Tears)，各 50 例。针刺与中药组除了接受中医

治疗外，也施用人工泪液 (Systane Ultra 思然人工泪液 )。

评估疗效的方式有角膜染色程度、自动化泪膜破裂时间、结膜充血程度 ( 采用角膜地形图仪

Ocualus Keratograph 5M 检查 )、Schirmer I 泪液分泌试验、泪液渗透率及泪液蒸发率。高端疗效

评估如泪液炎性细胞因子也在实验室里用多重免疫荧光测定技术分析。

结果 
共有 149 位病人的疗效成绩被纳入分析。针刺组病人在三组里有最高的治疗成效 (88% 对比

人工泪液组的 72%, p=0.039)，其中差别达 16% (95% CI： 0.18-31.1)。实验显示针刺组每人需 7
次的针刺治疗才会有治疗疗效 (95% 置信区间： 3 至 157) 。针刺组病人接受治疗后结膜充血程度

也较低 (p=0.043)。泪液里的 Th1- 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p=0.027)，T 辅助细胞 Th2-
细胞因子，还有白细胞介素促炎细胞因子 (p=0.038)，这些分子在针刺治疗后都显著性转低。除这

之外，针刺组在其他疗效评估方面与人工泪液组无显著差异。两组中医的疗效也无显著差异。中

药组对比人工泪液组也无显著差异。中药组病人的反应率是 80%, 对比人工泪液组 72% (p=0.26) 。
这次科研也显示中医治疗没有不良副作用或反应。

结论
中医针刺能较治疗轻中程度干眼效；相比较西医常规的人工泪液治疗，中医针刺治疗似乎更

能降低干眼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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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西醫合療布局與展望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 何宗融教授

花蓮位於台灣東部，地處狹長，相較臺灣其他地方，中醫發展不易，位於東部花蓮慈濟醫學

中心發展如何因應呢 ? 

在佛教證嚴上人本著為佛教為眾生，創立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給予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品質提

升、人才培育的期許。

為了提供病人更適切的醫療照護，花慈中醫除了基礎臨床醫療外，同時因應全球醫療趨勢，

近年急起直追積極推廣中西醫合療，包括西醫住院中醫會診、急診會診中醫、中醫長照、中醫偏

鄉，中西醫合療病房以及中醫病房的設置，逐步串起醫養以及全人醫療的深度連結，發揮中醫醫

療的特色，突破不同的醫療與地區限制，讓中醫深入在地、走出國際，不僅守護居民健康，也整

合中西醫合療經驗整合民眾、家庭、社區、醫療，建置一套完整的中西醫醫療服務，期待將中醫

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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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 星期日 ) 301 會議廳

針內科醫學臨床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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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針灸治療乾眼症
The Effect of Laser Acupuncture on Dry Eye

台灣中醫醫學會理事長 胡文龍教授

Wen-Long Hu1,2,3

1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2Fooy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Nursing

3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Kaohsiung,Taiwan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laser acupuncture (LA)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dry eye disease 

(DED).

Methods
A two-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conducted. Fifty-nine participants aged 20 to 65 

years were enrolled 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t two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s in South Taiwa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LA plus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r 
the sham control group (LA without laser output plus conventional treatment). Subjects underwent 
LA treatment three times a week for 12 weeks.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equentially 
received 0.375 J of energy at each of the following acupoints：BL2, TE23, ST2, LI4, ST36, and 
GB37.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 sham LA treatment, without any laser output.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 was ocular surface disease index (OSDI). The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s 
included tear film break-up time (TFBUT), Schirmer- Ⅰ test finding, and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score.

Results
At 4 and 12 weeks after the first visi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dry eye symptoms as measured by OSDI, TFBUT, Shirmer-I test, and V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OSDI (7.23, P=0.001) and TFBUT (-1.78, P=0.001)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t 12 weeks of treatment.

Conclusions
LA improved the symptoms and tear stability related to DED in conjunction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e suggest that LA be considered as a complementary therapy for DED wh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does not provide satisfactory effects.

Trial registration：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3204903

Keywords：laser acupuncture、dry eye diseasev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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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treatment by laser-acupuncture in 
combination with photodynamic therapy  

A novel approach towards clinical inactivation of 
different viruses in humans

Michael Weber1, Yasaman Zandi Mehran2, PhD, Matthias Wojcik3, PhD, Shashank Reddy Pinnapireddy3*, MEng, PhD.
1European Laser Academy,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Witten-Herdecke; Holzmarkt 1, 45657 Recklinghausen, Germany

2Teheran Science and Research Branch, IAU,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3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s and Biopharmaceutics, University of Marburg, Robert-Koch-Str.4, 35037 Marburg, Germany

Introduc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s a highly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due to coronavirus 2 (SARS-CoV-2). The disease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2019 in Wuhan, the capital of 
Hubei China, and has since spread globally, resulting in the 2019–20 coronavirus pandemic . Most affected people 
show no or mild symptoms. Common symptoms include fever, (dry) cough, and shortness of breath . Muscle pain, 
sputum production, diarrhea, and sore throat are less common. Some patients progress to severe pneumonia (SARS) 
and multi-organ failure and lethal outcome . 

Different therapeutic protocols for COVID-19 have been discussed . The most often suggested therapies 
include： Remdesivir , chloroquine, Favipiravir , Camostat , cortisone, immune modulators,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plasma donors of survivors and high dose Vitamin C and/or Vitamin D3. 

However, promising therapeutic concepts such as laser-acupuncture in combination with ultraviolet irradiation  
and/or antimicrobial photodynamic therapy (aPDT) have not been performed up to now in a larger scale, though 
being highly effective in transfusion medicine for a long time. No resistance of microorganisms to UV irradiation has 
been reported . We will present the protocol for location of laser-acupuncture points and settings for aPDT including 
clinical results.

Pathogen (i.e. virus, bacteria) reduction by non-toxic, aPDT using riboflavin (vitamin B2) and ultraviolet (UV-A/ 
370-380nm) light in blood products is used for transfusion of different blood products . In transfusion medicine the 
presence of the photosensitizer riboflavin pathogen inactivation  is achieved while maintaining cell quality throughout 
storage, and suitable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PLTs has been observed   .

Scheme 1：Intravenous application of photosensitizer and the photodynamic inactivation of viruses

We will present our treatment approach and beneficial results for the SARS-CoV-2 by a combination laser-
acupuncture, targeted use of trace elements and of riboflavin plus a blue light emitting laser device (aPDT). In our 
multi-center study riboflavin was administered orally (as a mouth rinse) and intravenously (infusion) depending on 
the stage and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Subsequently a laser device equipped with an optical catheter was used to photo-
inactivate the viruses at the point of infection. 

Upper airways being the predominant routes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 hence we aimed on significant inactivation 
of the viruses in this region. Laser-acupuncture and PDT are also known to evoke protective immune response, which 
could be of an added advantage in combating viruses . In the past, numerous studies have been performed using such 
a laser system equipped with an optical catheter and more recently studies using antimicrobial photodynamic therapy 
have shown promising results .

The treatment approach of this study for the SARS-CoV-2 with a combination laser-acupuncture, vitamin C, 
vitamin D3 and riboflavin plus a combination of UV and blue light emitting laser device proved to have beneficial 
clinical outcomes.

Discussion
The use of non-visible UV-light on its own and/or the combination with a photosensitizer were proposed as a 

novel approach treatment of SARS-C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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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is multi-faceted photodynamic approach, viral infections, especially those arising from the SARS-
CoV-2 were combated efficiently and with minimal effort. 

Also, from a socio-economic point of view, this strategy would help benefit healthcare systems and patients 
on a broader social class since a complex setup and an intensive treatment process are not necessary. If further 
clinical trials confirm our results, COVID-19 (and other viral infections) can be treated and the progression to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can be prevented. 

Keywords：coronavirus、COVID-19、Vitamin C、Vitamin B2 (riboflavin)、aPDT (Antimicrobial Photodynamic 
Therapy)、PBM (Photo-Bio-Modulation)、ARDS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冠狀病毒病 2019(COVID-19) 是由冠狀病毒 2(SARS-CoV-2) 引起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引起的高度傳

染性疾病。該病於 2019 年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首次發現，並已在全球傳播，導致 2019-20 年冠狀病毒大流行。

大多數受影響的人沒有或有輕微症狀。常見症狀包括發燒，( 幹 ) 咳嗽和呼吸急促。肌肉疼痛，痰液產生，腹瀉

和喉嚨痛較少見。一些患者會發展為嚴重的肺炎 (SARS) 和多器官衰竭，並導致致命的後果。

已經討論了 COVID-19 的不同治療方案。建議的最常用療法包括：瑞地昔韋，氯喹，法維拉韋，卡莫司他，

可的松，免疫調節劑，中和抗體，倖存者的血漿供體和大劑量維生素 C 和 / 或維生素 D3。

然而，儘管長期以來在輸血醫學中非常有效，但尚未大規模實施有希望的治療概念，例如雷射針灸結合紫外

線照射和 / 或抗菌光動力療法 (aPDT)。沒有微生物對紫外線照射的抗性的報導。我們將介紹雷射針灸穴位的定位

和 aPDT 設置的協議，包括臨床結果。

通過血液製品中無核黃素，使用核黃素 ( 維生素 B2) 和紫外線 (UV-A/370-380nm) 的 aPDT 減少病原體 ( 即
病毒，細菌 ) 用於輸注不同的血液製品。在輸血醫學中，實現了光敏劑核黃素病原體滅活的存在，同時在整個存

儲過程中保持了細胞質量，並且已經觀察到 PLT 的適當臨床表現。

方案 1：靜脈內施用光敏劑和病毒的光動力滅活

我們將通過雷射針灸，微量元素和核黃素的靶向使用以及藍色發光激光裝置 (aPDT) 的組合，介紹 SARS-
CoV-2 的治療方法和有益結果。在我們的多中心研究中，視疾病的階段和嚴重程度而定，口服 ( 漱口水 ) 和靜脈

內 ( 輸注 ) 核黃素。隨後，使用裝有光纖導管的雷射設備在感染點使病毒光滅活。

上呼吸道是冠狀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徑，因此，我們旨在使該區域的病毒顯著失活。還已知雷射針灸和 PDT
會引起保護性免疫反應，這在對抗病毒方面可能具有額外的優勢。過去，已經使用配備有光纖的這種雷射系統進

行了許多研究，並且最近使用抗微生物光動力療法的研究已經顯示出令人鼓舞的結果。

這項針對 SARS-CoV-2 的治療方法被證明具有雷射針灸，維生素 C，維生素 D3 和核黃素的組合以及 UV 和

藍光發射雷射裝置的組合，具有良好的臨床效果。

討論：提出單獨使用不可見的紫外線和 / 或將其與光敏劑組合使用，作為治療 SARS-CoV-2 的新方法。

使用這種多角度的光動力學方法，可以以最小的努力有效地對抗病毒感染，尤其是由 SARS-CoV-2 引起的

病毒感染。

同樣，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看，由於不需要復雜的設置和密集的治療過程，因此該策略將有助於使醫療保健

系統和更廣泛的社會階層的患者受益。如果進一步的臨床試驗證實了我們的結果，則可以治療 COVID-19( 和其

他病毒感染 )，並可以預防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候群 (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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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針療法在皮膚疾病的臨床應用
高宗桂 1,2,3, 高水平 1,4, 高鶴亭 1,4

1 台灣針刀醫學會
2 馬光中醫醫療網

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4 北京中醫藥大學

火針是應用火針療法治病時採用的一種針具名稱。臨床實踐中應用火針治療皮膚病，收到了

立竿見影的效果，其特點爲簡、便、廉、驗、副作用小，深受廣大患者歡迎，有實際應用和推廣

價值。本文介紹慢性濕疹、銀屑病、帶狀疱疹、病毒疣、皮脂腺囊肿、結節性癢疹等六種火針治

療優勢病種，先敘述個別症狀，然後闡述火針治療的手法。火針施術時，首先在使用火針前必須

將針燒紅，針紅則效力强，祛除疾病徹底，取效迅速。其次是迅速將針準確地刺入穴位或部位，

並敏捷地將針拔出，其中，針刺的深度要根據病人的病情、體質、年齡以及針刺部位肌肉的厚薄、

血管的深淺而定。如此正確地操作才可達到最佳的療效。目前，火針的實驗研究不多，但臨床研

究指出，加熱的針體直接刺激病灶及反射點，針體周圍病變組織被燒灼炭化，另可使局部血管擴

張，加速血流，隨著周圍健康組織細胞的再生以修復局部病變組織，又可經由刺激穴位或經筋皮

部與筋膜對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及各個臟器組織的作用，促進對組織的良性調整。

關鍵字：火針、皮膚病、燒針、部位、慢性濕疹、銀屑病、帶狀疱疹、病毒疣、皮脂腺囊肿、結

節性癢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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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針療法》概說
南京中醫藥大學 劉農虞教授

針灸是中國傳統中醫療法之一，在中華民族已流傳數千年，其歷久彌新的原因是針灸具有簡 
( 診療簡單 )、便 ( 操作方便 )、驗 ( 療效明顯、適應症廣 )，廉 ( 經濟安全 ) 等特色，故歷代針灸

大家曰：“ 拯救之法，妙用者針 ”《標幽賦》、“ 必欲治病，莫如用針 ”《通玄指要賦》，針灸之效

正如《靈樞九針十二原》曰：“ 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 ”、《馬

丹陽天星十二穴治雜病歌》“ 治病如神靈，渾如湯潑雪 ”。針灸之法，《靈樞•九針十二原》曰：“ 夫
善用針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汙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

治者，未得其術也 ”。可我們在臨床面對病患的詢問有時卻難以回答，如 “ 醫生，我的病可以針灸

嗎？醫生，我的病看幾次能好？ ” 可見我們還沒真正掌握經典針法，究其原因是臨證，診病不分

筋、脈，統稱經絡病。調氣不分營、衛，統稱調經氣。為此南京中醫藥大學劉農虞教授臨症反思後，

在《內經》有關經筋理論研習的感悟中，經 30 多年的針灸臨床工作實踐逐步提煉而發現的一種經

典針刺療法——筋針療法。

筋針療法是在經筋理論的指導下，利用特製的筋針，選取 “ 以痛為輸 ” 之筋穴，淺刺皮下，

激發衛氣，無感得氣，舒筋解結，從而速治經筋病的一種獨特的經典針法，簡稱筋針。筋針特點：

安全無毒 ( 淺刺皮下，臥針而刺 )、無痛無感 ( 無痛進針，無感得氣 )、速效高效 ( 針刺前後即可

取效達 50% 左右 )、簡便易學 ( 取穴簡捷、刺法簡單 )、適應症廣 ( 經筋病，涉及臨床各科 ) 。筋

針內容包括 1、基本理論：筋脈系統假說、三病學說、衛筋學說、得氣新解、以筋為中心的五體

辨痹思維模式等；2、基本知識：經筋、經筋分佈特點、經筋病、經筋療法、經筋針法、筋針療法

等；3、基本技能：經筋六向評估、無痛網眼進針法、以痛、結、舒為腧等取穴法；筋針刺法 ( 縱
橫淺刺 )；無感得氣針法等。

筋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主要指肌腱、筋膜和韌帶；廣義，則包括了肌肉、部分神經。

經筋的生理功能：剛柔相濟、動靜結合。主管人體運動，包括肢體關節運動、內臟蠕動、五

官九竅活動

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俯不伸——筋急，即寒則筋急則痛 ( 疼痛、

運動障礙 )；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筋縱，即熱則筋縱則萎 ( 肌肉萎軟無力甚至癱瘓 ) 。
經筋病分為三類，即筋性痹病 ( 類似於軟組織損傷等運動神經系統疾病 )、筋性腔病 ( 類似於臟腑

病證 )、筋性竅病 ( 類似於五官九竅病證 ) 。筋性痹病，可見寒則筋急——痹症 ( 肌肉關節疼痛、

運動障礙等 ) 與熱則筋縱——痿症 ( 肌肉鬆弛甚則萎縮 )；筋性腔病，可見胸腔——胸悶心悸咳

喘——類似呼吸心血管系統、腹腔——腹痛胃痛嘔吐腹瀉——類似消化系統、盆腔——尿便異常、

不孕不育——類似泌尿生殖系統 (原發病並不在體腔臟器，由周圍筋肉病變所致的各臟器的病症 )；
筋性竅病，可見頭面五官——耳鼻眼口病與前陰——尿便異常、陽強陽痿——泌尿生殖系統 ( 原
發病並不在九竅器官，由周圍筋肉病變所致的九竅病症 ) 。

“ 筋針 ”2015 年 6 月獲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授予 “ 實用新型專利證書 ”；《筋針療法》專著 2016
年 6 月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2016 年 1 月起獲批為 “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繼續教育年度項

目 ”。在 2016、2017、2018、2019、2020 年由南京中醫藥大學分別舉辦了五期 “ 筋針療法暨針灸

技術創新培訓班 ”，培養了幾百名筋針骨幹； 2017 年 8 月，“筋針療法 ”入編普通高等教育 “十三五 ”
規劃教材、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劃教材《刺法灸法學》( 科學出版社出版 )，供全國中醫藥院校

針灸、推拿、康復、骨傷等專業使用。2017 年 9 月起《筋針療法》確定為南京中醫藥大學任選課，

受到師學們的熱烈歡迎；2020 年 6 月 “ 筋針療法 ” 編錄全國中醫藥行業高等教育 “ 十三五 ” 創新

教材《針灸特色療法》(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 )，供全國中醫藥院校針灸推拿、中醫學等專業使

用。2020 年 10 月舉辦了首次筋針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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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经明 \ 李鼎 \ 魏稼名医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
河南中醫藥大學 高希言教授

全国著名中医针灸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带徒导师邵经明教授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对疾病诊断、配穴处方、针刺手法及针灸药并用等方面

均有独到的学术见解，为针灸发展做出了贡献。病证结合，明确诊断；取穴精当，善用背俞；针

技精湛，手法娴熟；针药并用，内外合治

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鼎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代表性传承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等中医院校针灸专业教材经络学创始人，上海市名中医，国家中医

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导师；学术思想 ：溯源导流 考证医药经典 ；从浅到深 剖
析经穴部位；联系整体 阐述经络理论；调气治神 运用针刺手法 

江西中医药大学原教务科研处处长、针骨系名誉主任魏稼教授，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及文

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西省针灸学会会长，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

名老中医继承人导师；1991 年国务院批准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对治疗痛症、炎症以及疟疾、痢

疾、急腹症、肝炎、小儿消化不良、癫痫、坐骨神经痛、风湿痛、肩关节病、头痛、腰痛、扭挫

伤、肠胃病、痈疡、子宫下垂、闭经、痛经、不孕症、扁桃体炎、咽喉声带病、突聋、结膜炎等

的针药治疗经验尤多，他运用徐少廷 “ 飞针法 ” 以及夹脊、绝骨、承山、风池等穴，颇多独到之处，

誉为 “ 神针魏 ”。发表 “ 热证可灸论 ”，一反千百年热证忌灸说，北京、安徽等地教授临床验证了

其论点的正确性。 提出 “ 无创痛针灸 ”，《健康报》记者作了专访报道，《光明日报》《中医报》

等相继转载或采访报道。组织编写《无创痛针灸学》。主编全国高校本科统编教材《各家针灸学

说》、研究生教材《针灸流派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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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教學及考試的 3D VR 銅人醫學模型
中國醫藥大學 張永賢

MAI (Augmented Intelligence Inc.) 張嘉斌

<< 內經 . 靈樞經 >> 經水篇「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

而視之。」，以致我們見到古人著作立說針灸書籍，雕刻針灸圖經石碑，公開陳列，以廣流傳，

但由於資料是平面，而人体是三維空間，以致歷代鑄作銅人標明針灸經穴，甚至有臟腑，作為針

灸深入學習及國家考試使用。

鑄造銅人最早記載，是秦始皇兼併天下，築長城修道路，作兵馬俑，同時在秦始皇 ( 公元前

221 年 ) 收繳天下兵器，治鑄 12 個大銅人，立於阿房宮前殿銅人高 16.24 公尺，一座銅人重達

30-87 噸重，作為當時的紀念碑。

而針灸銅人則首在北宋天聖 5 年 (1027 年 ) (990 年前 ) 王惟一考定明堂圖經絡孔穴，撰成 <<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鑄造二尊立体針灸銅人及雕刻針灸圖經石碑。這兩具銅人一置翰林醫官院，

一置大相國寺仁濟殿中，銅人內有臟腑，外刻經絡及穴位，作為教與學之用，從而開創用銅製造

針灸經穴立体模型的先例。可惜這針灸銅人在靖康國難，為金人所取，後議和賠巨款才歸宋。南

宋亡，針灸銅人歸為元朝。這針灸銅人元朝曾在至元 2 年 (1336 年 ) 由著名尼泊爾匠人修銅人。

明太祖時，得銅人移入內府，圖經猶存。但至明英宗正統間 ( 明朝第 6 個皇帝 )，以圖經刻漫滅而

不完整，銅人昏暗而難辨，仍仿前重作。明正統 8 年 (1443 年 ) 拓印圖經，刻諸石，重鑄銅人樹

立于太醫院署藥王廟內。宋天聖銅人至今遺失，而明正統銅人藏於明清太醫院，直到清光緒 26 年 
(1900 年 ) 庚子之亂，為俄軍掠去，現存在蘇俄聖彼得堡冬宮艾爾米塔休博物館中國展覽廳。

歷代有人續作針灸銅人，如明代高武鑄造男、女、兒童銅人各一具，清朝乾隆木人等作為定

穴學習針灸的模型《齊東野語》南宋周密撰，共 20 卷。記載針灸銅人「以精銅為之，臟腑無一不

具，其�俞穴，則錯金書穴名于旁，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部用此試醫者，其法

則塗黃蜡，中實以汞，俾醫工以分析寸，按穴試針，中穴則針入而汞出，稍差則針不入矣。」。

銅人在當時為針灸學的教具和考具，提高針灸學習者實際操作。如今立体三維虛擬實境針灸

銅人作教學，也作考試之用。2016 年是虛擬實境技術 Vitual reality (VR) 元年，MAI 透過最新的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技術，結合人體解剖圖資，精準定位人體穴位與經脈，發展出全息人體

針灸模擬系統 AcuMap，以電腦摸擬作立体三維虛擬實境針灸銅人，作多功能互動立体學習針灸

經脈循行、穴道定位及人体解剖皮膚、肌肉、血管、神經及內臟等，身歷其境更佳的途徑，同時

多人操作的虛擬實境針灸銅人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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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臨床到基礎 - 中藥複方治療乾燥症之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 張恒鴻特聘教授

乾燥症是一種自體免疫炎症造成全身性的風濕疾病，目前並無根治療法。我們以隨機雙盲對

照之臨床試驗，發現中藥複方可改善其臨床症狀，可作為輔助療法。

在 BioMAP 分析中，顯示中藥複方能改善發炎反應與調節免疫；另以虛擬對接與分子動力模

擬找出探討 TH1 訊息傳遞路徑上與 T 細胞 -B 細胞訊息傳遞路徑上的潛力化合物與其目標蛋白質，

並探討潛力化合物與目標蛋白質之間的鍵結，期望進一步精簡中藥複方，達到更精準的治療效果。

利用 T 細胞模式，檢測中藥複方對小鼠 T 細胞的活化以及 TH1、TH2 和 TH17 增殖的影響，

並觀察治療前後乾燥症患者周邊血單核細胞表達的 TH1、TH2 和 TH17 細胞因子 RNA 的水準。

進一步建立乾燥症動物模式，以驗證中藥複方的療效及治療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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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肺癌幹細胞與週邊血幹細胞間的侵襲、活化、 
抑制、新生、修復相互關係的基礎與臨床心得歸納

李政育 1, 曾宣靜 2, 黃才旺 3, 王福楠 4, 廖炎智 5, 謝秀梅 6

1 育生中醫診所院長、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
2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3 三軍總醫院胸腔外科
4American Stem Cell Base 美國幹細胞基地

5 三軍總醫院核子醫學部
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本文曾於大韓民國韓醫研究院宣讀，崔昇勳院長主持，李正泰教授韓文口譯。

李政育中醫師關癌幹細胞專利一覽表

 ( 美國五個、中華民國六個、中國大陸五個 ) 

美國 US 8,394,XXX B2
HERBAL MEDICINAL COMPOSITION AND EXTRACT 
THEREOF FOR INHIBITING GROWTH OF CANCER CELLS.
 ( 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中藥組成物及其中藥萃取物 ) 

美國 US 8,449,XXX B2
HERBAL MEDICINAL COMPOSITION AND EXTRACT 
THEREOF FOR INHIBITING GROWTH OF CANCER CELLS.
 ( 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中藥組成物及其中藥萃取物 ) 

美國 US 8,420,XXX B2
HERBAL MEDICINAL COMPOSITION AND EXTRACT 
THEREOF FOR INHIBITING GROWTH OF CANCER CELLS.
 ( 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中藥組成物及其中藥萃取物 ) 

美國 US 8,551,XXX B1
HERBAL MEDICINAL COMPOSITION AND EXTRACT 
THEREOF FOR INHIBITING GROWTH OF CANCER CELLS.
 ( 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中藥組成物及其中藥萃取物 ) 

美國 US 8,668,XXX B2
HERBAL MEDICINAL COMPOSITION AND EXTRACT 
THEREOF FOR INHIBITING GROWTH OF CANCER CELLS.
 ( 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中藥組成物及其中藥萃取物 ) 

中華民國 I 421XXX 中藥組成物水萃取物於製備抑制肺癌細胞生長之藥物上之用 途
中華民國 I 430XXX 使用小檗鹼化合物製造抑制癌幹細胞生長或轉移的藥劑之用途

中華民國 I 491XXX 中藥組成物水萃取物於製備抑制肺癌細胞生長之藥物上之用途

中華民國 I 491XXX 中藥組成物水萃取物於製備抑制肺癌細胞生長之藥物上之用途

中華民國 I 498XXX 中藥組成物水萃取物於製備抑制肺癌細胞生長之藥物上之用途

中華民國 I 413XXX 醫藥組成物作為製備抑制肺癌幹細胞生長之藥物之用途

中國大陸 ZL 2012 1 0137XXX.1 抑制癌幹細胞生長的醫藥組成物

中國大陸 ZL 2013 1 0026XXX.1 抑制癌細胞生長的中藥組合物及其中藥萃取物

中國大陸 ZL 201310026XXX.0 抑制癌細胞生長之中藥組成物及其中藥萃取

中國大陸 ZL201010114XXX.7 抑制癌幹細胞生長之醫藥組成物

中國大陸 ZL 2013 1 0027XXX.5 抑制癌細胞生長的中藥組合物及其中藥萃取物

李政育中醫師有關腦癌專利一覽表

 ( 中華民國九個 ) 
中華民國  I 353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中華民國 I 357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中華民國 I 357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中華民國 I 357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中華民國 I 362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2021

2021 1 3 202113

55

中華民國 I 372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中華民國  I 374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中華民國  I 375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中華民國  I 398XXX 抑制及治療腦腫瘤之醫藥組成物

肺癌幹細胞與週邊血幹細胞間的侵襲與活化，在人體的反應的症狀，初期與中國傳統醫學「傷

寒雜病論」的「太陽經病」合併「少陽經病」不謀而合。在癌幹細胞活化到形成癌腫瘤實體，在

內外力的協助下，所留下的機體損傷就須靠各種幹細胞來修復，分別該組織的幹細胞、旁鄰組織

幹細胞、遠組織幹細胞、周邊血幹細胞、骨髓胚幹細胞、及腦組織幹細胞依序引發啟動修復。也

印證了中國傳統醫學「臟象理論」中，有五臟互相生剋，與久病入腎、久病入髓、腦之說法。問

題是如何去叫醒這些幹細胞自我大量活化，快速修復受侵犯組織、抑制腫瘤的新生或轉移，中國

傳統醫學中自有一套依病程的急慢性發展，即「表、裡、陰、陽、寒、熱、虛、實」之不同，各

有不同的適應方劑與治病理論，臨床上千變萬化，絕不是目前西方腫瘤醫學界，用單一化學結構

式藥物那麼簡單的，所謂「君、臣、佐、使」，「一開一闔各有定制」，乃根據不同的臨床症狀、

不同的癌症階段、審密地以何藥為主藥 (君 )，何藥為輔佐使 (臣 )，誘導各種受損傷、侵襲之器官、

組織之「內生性幹細胞」的產生，治好癌症，達成中醫辯證論治的最高精神。

關鍵字：肺癌、肺癌幹細胞、週邊血幹細胞、肺癌幹細胞與周邊血幹細胞之關係、中醫藥治療 
癌症、內生性幹細胞

由肺癌細胞株 A849 基礎研究得知，當肺癌幹細胞在開始活化時的人體反應，與中國傳統醫

學「傷寒雜病論」的「太陽經病」合併「少陽經病」，亦即有「身重痛、頭項強疼、鼻鳴、乾嘔」

的現象，也有「寒熱往來」，而咳或喘的病癥，這時候如果讓人體自動由「邪侵」、「正氣」啟動，

「正邪交爭」產生或「邪勝」或「正氣勝」，正氣勝則病體全癒，自此產生對此次發動活化的癌

幹細胞具有了免疫力。如「邪勝」則病程遷延，必須借助外力，包括藥物、外科手術、化、放療、

食品營養、養生、運動………而抑制已被活化的癌幹細胞，或已成為癌腫瘤實體的組織。

於是在癌幹細胞活化到形成癌腫瘤實體，在內外力的協助下，所留下的機體損傷就須靠各種

幹細胞來修復。

在中醫學理，在受侵襲的組織本身就具有大量的該組織的幹細胞，受侵犯組織與旁鄰組織間

隙中亦具有該受侵犯組織的幹細細胞，受侵犯組織的旁鄰組織亦有受侵犯組織的幹細胞，與受侵

犯組織的不旁鄰的遠隔組織臟器，亦具有受侵犯組織的幹細胞，肌肉、脂肪、血液等組織中，亦

具有受侵犯組織的幹細胞，骨髓中具有受侵犯組織的胚幹細胞最多，而腦組織則為最後一道受侵

犯組織的胚幹細胞的來源。

 例如：肺癌幹細胞初期活化時的人體癥象，與呼吸道的被病毒感染、自體免疫攻擊的現象相

同，可以用「陽旦湯」來抑制，而其肺部的上皮細胞，受病邪侵入到基底膜時的「半表半裡」、「寒

熱往來」、「盜汗」、「日晡發熱」、「乾咳」、「陰虛發咳」、「小有勞則前板齒燥」、「顴紅」、「唇

紅」、「口乾」……. 的現象，則或可合併「小柴胡湯」，或可加入治骨蒸勞熱的單味藥，如黃芩、

黃柏、黃連、青蒿、知母、地骨皮、丹皮、柴胡……. 等類。這些藥物即為激發肺組織本體，與其

週邊組織或週邊血的幹細胞，產生抑制肺癌幹細胞的分裂的方法與藥物，依實驗所知，可以將肺

癌幹細胞抑制在 G0 到 G1 之間。而在小老鼠實體觀察亦發現，確實可以抑制肺癌腫瘤的發展，這

與人體實際臨床所見相同。但是肺組織一旦受肺癌幹細胞的活化後的侵犯，立即會在肺組織內外，

肋膜或心臟、呼吸道、肺泡內、肺細胞膜上，形成各種反應，例如：粘稠痰液的沉積、細胞膜的

發炎、腫大或變形、細胞間隙的代謝廢物的瀦留、肺微細動靜血液鬱積、血管的鬱血、瘀血、形

成肺心病、肋膜積液、或氣管粘膜水腫、或氣管或支氣管的痙攣、或……. 而形成各種令人體痛苦，

或走向衰弱或死亡之路，這種情形已經不是目前西方醫學以「腫瘤新生血管抑制劑」或「免疫檢

查點抑制劑」可以解決的，必須配合其他藥物，例如：用「淡滲利濕」的藥，叫醒週邊血幹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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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形成刺激肝臟釋放蛋白，與刺激腎臟分泌利尿素的週邊血幹細胞的自我活化，如：茯苓、豬苓、

澤瀉、白朮、蒼朮、車前子、葶藶子、防己……. 以清潔肺泡與細胞間隙、組織內外、及其主要相

鄰組織的正常與不正常的液體瀦留，並令腫瘤細胞脫水。使用活血化瘀而涼血的藥物，如：川芎、 
赤芍、丹皮、枝子……. 可消除受損血管發炎與腫脹，並抑制腫瘤血管新生。使用活血化瘀而破血

的藥物，如：乳香、沒藥、續斷、碎補、 牛膝……之類藥物，一方面溶通受阻塞的正常血管，抑

制腫瘤血管新生，並攻擊腫瘤細胞。加入當歸、川芎、菟絲子、何首烏、沙苑子……以促進正常

血管新生，並抑制腫瘤血管新生。加入川烏、草烏、天雄、雄黃、硃砂……. 以大量刺激正常週邊

血幹細胞增生、增加正常組織的供血、攻擊腫瘤組織的 DNA、以直接殺死腫瘤細胞。尤其正邪交

爭日久，機體自我活化與新生能力不足時，抗腫瘤能力處於低下或不可逆轉性的功能低下時，更

須「大補陽」的藥物協助骨髓、腦髓的啟動生機，如乾薑、附子、玉桂、天雄、鹿茸、人參……，

令已乾枯或耗竭的腦髓、骨髓、週邊血的幹細胞的自我增生、複製。在這些變化過程中，有時因

神經傳導介質太粘稠或不足，導致功能遲滯者，必須或加入「化痰熱」或「寒飲」的藥物與方劑，

協助以清除阻滯沉積於神經軸突過於粘稠的代謝廢物，與加速傳導介質的稀釋或令傳導介質的濃

度增加、分解減慢，再吸收使用率增加的方劑，如溫膽湯、滌痰湯、三子養親湯、葶藶大棗瀉肺

湯…….. 之治熱、粘性、稠，代謝廢物與神經傳導介質；或以半夏天麻白朮散、人參乾薑半夏丸、

理中湯、香砂六君子湯….. 的加方以治寒飲。 

目前幹細胞能發揮功能，必須在自我體內製造並予活化，經由人工培養再輸入的幹細胞，幾

乎皆會有「介面排斥」與癌變，或骨髓或週邊血異常增生的過度自我「克隆」的長遠問題，所以

在各種癌腫瘤治療過程中，不管使用了中西醫何種方法以治腫瘤本體，如何能不抑制週邊血幹細

胞與正常組織的免疫功能、骨髓造血的受抑制、肝、腎、神經、心臟與血管內膜不受灼傷，其治

療能力必須從自體內的週邊血幹細胞自我活化、增生，才是最正常的方法，只是目前西方醫學界

尚未找到方向，這在中國傳統醫學中已經非常的週延，且有具體方法。

例如：腫瘤幹細胞或化學藥物對神經攻擊，導致神經溶解的初期，和癌幹細胞攻擊肺、肝的

現象相同，皆為表裡三焦實熱兼少陽熱 、且有水蓄，此時須使用「育生大柴苓湯」 ( 育生方 ) 加
方來防治，而此方恰好又是肺癌幹細胞在被活化並侵襲肺組織所適用方劑，所以同一方劑，就可

以緩解肺癌幹細胞對肺組織、或腦與神經細胞的攻擊，而且對肺癌幹細胞活化過程，連帶代謝廢

物的對肝、腎細胞灼傷所誘發發炎反應，亦有緩解的效果。而其中的「參」，依使用「參」的種

類之不同，如黨參、人參 ( 紅參 )、丹參、沙參、

苦參、太子參、西洋參、元參……而有對肺癌幹細胞活化過程，與對肺侵襲程度，與時間之

久暫之不同，各具有不同使用階段與適應症，例如：癌幹細胞在初期攻擊肺組織的急性期應使用

苦參，在正邪交爭自產生膿痰時，要使用沙參或元參，當「正氣」弱而邪氣亦稍受抑制時，而肺

幹細胞與週邊血幹細胞無力自我新生與逆轉時，要用黨參、西洋參、人參，甚或經各種中西藥的

「攻峻」療法之後，仍正氣衰竭，邪氣仍旺甚時，必須將「參」搭配「大補陽」藥物，再加入防

止癌幹細胞被補陽藥物激活，並能直接抑制癌幹細胞分化的「苦寒退熱」藥物，才可能一邊抑制

肺癌與腫瘤幹細胞新生，活化不可逆轉期的自體受侵襲組織與週邊血、骨髓、腦髓、神經的幹細

胞與傳導代謝的能力，這一部份極為複雜，有機會再談，包括腫瘤骨轉移、或腫瘤性腦病、腫瘤

性腎病……等。

癌症是大熱症，癌幹細胞自我活化時的反應是中醫的熱証，不准補，包括補氣、補血、補陽，

必須以苦寒退熱藥，誘導週邊血幹細胞，產生抑制各種熱象的分化功能細胞，當癌症已治療緩解

了，一旦大補陽藥物使用過度，極易在短短三五週，或三五個月後，就又誘發癌幹細胞大量的活

化，雖然依現代西方醫學的各種癌症檢查方式，短時間尚找不到復發或第二種癌症的發生，但對

續發時程會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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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醫學中治病是隨著病情症狀，不同病程的久暫，機體部份或全身症狀的發生，代謝

廢物對全身影響，自我修復能力之良劣，………各有不同的適應方劑與治病理論，尤其臨床上千

變萬化，絕不是目前西方腫瘤醫學界用單一化學結構式藥物那麼簡單的，並且在各適應方劑中亦

有劑量之增減，以何症狀、何階段，同一處方應以何藥為主藥 ( 君 )，何藥為輔佐 ( 臣 )，所謂「君、

臣、佐、使」，「一開一闔各有定制」，並非用一群目前中國傳統醫學界，或中西醫結合腫瘤醫

學界的從業人員，將一群基礎實驗有效的中草藥，置於一爐予病人服用的用藥法，不合中醫用藥

學理，如此的用藥，日久會「戕害生機」、「一臟偏勝、暴斃而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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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clinical approa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vasion, activation, inhibition,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of lung cancer stem cells and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s 

Lee, Chen-Yu1*, Zeng, Hsuan-Jing2, Huang, Cai-Wang3, Wang, Fu-Nan4, Liao Yan-chih5, Hsieh, Hsiu-Mei6

1 Yu Sheng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Taiwan Chinese-Western Medicine Neurology Association
2Taipei City Hospital System Chinese Medicine Lin Sen Branch & Kunming Branch

3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4. American Stem Cell Base

5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6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vasion and activation of lung cancer stem cells and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s and the resulting symptoms that present from the body’s response coincides with 
Tai Yang and Shao Yang combination disease presen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lassic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Once cancer stem cells have been 
activated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ancerous growth (tumor) develops, the resulting damage must be 
repaired by stem cells. Repair is initiated by not only the stem cells of the specific tissue involved 
and those of the surrounding tissues, but also stem cell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s, bone marrow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brain tissue stem cells. Initiation of these self-
repair mechanisms can be promoted by the assistance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 also 
correlates with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ory of TCM, which is founded in the mutual engendering 
and restraining relationships of the five organs based on the five phase theory,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enduring illness enters the kidney and enduring illness enters the marrow and brain. 

The problem is how to awaken the innate capacities of these stem cells to self-activate in large 
quantities, quickly repair the invaded tissues, and inhibit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TCM has its own set 
of basic diagnostic tools which reflec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pathological development (acute, postacute, and 
chronic)； the most basic being the eight-principle pattern identification (exterior and interior, yin and yang, 
cold and heat, and vacuity and repletion), with the manifestation of each specific pattern and individual case 
having its own basis of treatment and corresponding formula prescription. 

There are a myriad of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s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The TCM clinical approach 
is by no means as simple as delivering an agent with a single chemical structure as is the current approach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medicine oncology. The medicinal roles (sovereign, minister, assistant, and envoy) 
and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opening and closing” for each individual is unique. Determining 
a treatment i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presenting clinical signs and symptoms along with the stage of 
cancer, and requir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hich medicinal is the sovereign and which medicinals are 
the ministers, assistants, and envoys. Applying this approach will ensure that treatment can promote the 
production of endogenous stem cells of the damaged tissue and organs, utilizing the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s the basis of treatment of TCM to provide effective treatment of cancer.

Keywords：lung cancer、lung cancer stem cells、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s、relationship between 
lung cancer stem cells and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s、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cancer、endogenous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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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針中風六穴對治脊髓空洞症帕金森氏症腦癱中風等 
行動失能患者屢見奇效

中華董氏奇穴針灸學會理事長 鄭承濬醫師

董針中風六穴，乃為董氏奇穴下肢二針，靈骨、大白，上肢二針重子、重仙，中風二針，木

火、百會。這六針是本人所原創經驗治中風等行動不便患者，積累行醫四十餘年治此類疾病最有

效的六個穴組。常應用於治療各種腦損傷行動失能相關疾病的疑難雜症。不管是急性期或者慢性

後遺症期，都有許多治療明顯有效案例。故董針動氣針法配合靈骨大白重子重仙木火百會穴治中

風等病行動癱瘓者屢見奇效！簡述如下：一、中風先兆：論治中風先兆的先賢經驗簡介如下：1、
增強中風病先兆意識，早診斷早治療中風多見猝倒，但細查病情，絕大多數病人均有先兆症狀。

中風病人多患有高血壓病、糖尿病、高黏滯血症。2、清代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列舉了 34 個

中風先兆症狀，觀察細微、全面，堪稱一絕，很值得現代臨床醫生借鑒重視警惕。二、井穴刺血：

自古治中風卒中或癱瘓等症急性期，中醫前輩皆重視十二井穴刺血，其效果突出而明顯，是中風

癱瘓康復治療首需採取的手段。配合本人董針中風六穴，合併施治，效果常令人出奇地有效。三、

動氣針法協同康復手法：腦損傷中風偏癱行動失能等症，造成手腳肢體無法正常伸展，于後遺症

慢性康復期，首重康復訓練，其最佳手段是於針灸後配合董氏奇穴動氣針法，來加以康復複健，

將有卓效。醫者需講解或教導病患反向操作，先不管手的微細小關節手指，或腳的微細小關節腳

趾的活動力，先首重訓練活動患側的肩關節及髖關節較為容易，且可明顯感覺到效果和重建信心

的入手突破點。所以只要循序漸進地從大關節開始康復，按周或數周往次小關節康復推展，就能

快速讓病患重建信心，迅速取得康復顯效。四、中風上肢下肢康复训练：針灸之后就是非常重要

的复健引导：先从扶髋关节，训练髋关节收回踢出，一周后再训练膝关节——》踝关节。同理，

训练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五、董針治中風神效的秘訣在動氣針法：脑中风用董氏

奇穴靈骨大白重子重仙木火穴為主穴加減治中風癱瘓雖屡见奇效，但也不能忽視邊扎針邊用董氏

奇穴動氣針法做上肢下肢康复训练，在训练走路之前，可以先训练站立，并原地踏地走，找到支

撑自己有力气的感觉。這是董針治中風神效的秘訣。六、腦幹壞死昏迷症治療成功案例：三十年

前本人的小叔鄭��騎摩托車行進中，突然腦溢血中風卒中，撞到樹上，倒在草叢中，夜晚腦出血

昏迷九個小時，檢查系腦幹已壞死三分之二，醫院已決定放棄治療。經本人純中醫治療，吾叔于

三十二天后奇跡般醒來。之後再經三個月康復治療，直至今日，雖行動稍遲緩，但能自理生活。

這是我在三十多年前治療的最嚴重的第一個腦外傷昏迷危急重症基本恢復大部分腦、肢體行動功

能的成功案例。之後，於臺灣醫院及大醫院門前診所共接治近千例腦中風或腦外傷癱瘓等行動失

能案例，皆取得八至九成的成功顯效。持單手拐杖者初次治療 90% 的人就可以當場試著丟掉拐杖；

癱瘓坐輪椅來診者第 1 次或第 2、3 次施治 30% 當場可站立，甚至放手嘗試獨立行走。這是用於

治療中風卒中與行動失能康復強而有力的療法。董針中風六針為主針配合刺血、動氣療法及自擬

康復等手法協作康復其行動等肢體活動能力，急性期慢性期皆能顯效，堪稱神奇 ! 七、董氏疗法

治中風等行動不便病症之加減穴計有 16 項：以左半身不遂為例：1、左手卷曲，扎左侧重子重仙

或右側中白下白可以松开；2、左侧半身不遂，可扎右侧中九里 + 七里穴，统管对侧半身的不适等

等；八、董針中風六穴治療腦損傷行動失能適用症計有：1. 腦梗塞；2. 腦溢血；3. 外傷性癱瘓；4. 先
天性脊柱成長缺陷癱瘓症；5. 帕金森症；6. 脊髓空洞症；7. 腦癱；8. 腦瘤間質瘤壓迫神經綜合症；

9. 腰突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綜合症；10. 小腦萎縮；11. 運動神經元病變 ( 漸凍人 )；12. 其他大部

份行動失能症。值得推薦大家使用！

關鍵字：中風偏癱、行動失能、帕金森氏症、董針中風六穴、董氏奇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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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參與 COVID-19 臨床治療經驗分享
三軍總醫院中醫部 黃怡嘉主任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目前仍無明確療效之藥物，加上病毒變異迅速，疫苗成效尚待驗證。

衛生福利部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WHO 命名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縮寫為 COVID 19) 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因應疫情發展，有必要建立治療指引，提供醫療

院所第一線之中醫師作為面對民眾預防或病患治療之用。

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蘇奕彰所長，依據 2003 年台灣中醫防治 SARS 經

驗之基礎，並參考中醫治療急性感染性疾病文獻，以漢代《傷寒雜病論》為主，明清溫病醫家分

期治療方藥為輔，制定「新型冠狀病毒病 ( 新冠肺炎 ) 中醫分期治療指引」。同年 4 月 5 日起，

在三軍總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以中、西醫合作照護模式治療患者，共治療 14 人，其中危重症 1
人、重症 3 人、輕症 10 人。

中醫治療處方目的： (1) 對抗病毒抗邪減少感染、 (2) 調節免疫避免產生免疫風暴、 (3) 扶正

調節體質。預期達到阻斷患者朝重症發展之病勢、加速痊癒與體能恢復，並減少復陽、重症後肺

纖維化併發症之發生。此藥物也經由國家中醫藥研究所進行基礎研究，獲得良好的療效驗證，並

開發成為可供臨床使用的「清冠一號 (NRICM 101)」，期待為全球抗疫盡一份力！

關鍵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中西醫合作照護、清冠一號、NRICM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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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電話診療新冠肺炎病患的韓國經驗
大韓韓醫師協會 韓醫學政策研究院 李垠京院長

「新冠肺炎 COVD-19」屬於冠狀病毒變種導致 (RNA)，目前只有疫苗可預防，並且沒有特

效藥只能症狀治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隔離」，使病毒自然消失，因為某些國家隱瞞病情，

喪失掉早期隔離的治療良機，導致病毒漫延到全世界引起不可逆的經濟損失及生活形態改變，截

至 2021 年 3 月 01 日，全球已有 2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逾 1 億 1 千 300 萬名確診個案，逾 257
萬名患者死亡。

韓國因宗教信仰活動導致爆發好幾波群聚感染，截至 2021 年 3 月 1 日為止共 90026 名確

診個案，1605 名患者死亡，發病早期因確診人數增加太快，造成韓國醫療人力吃緊，負壓隔

離病房不足、呼叫器不足及防護衣不足等情形，尤其是最先發生群聚感染的大邱地區 ( 新天地

教會活動 1848 位信徒中共 838 名確診 )，因為疫情嚴峻，韓國政府臨時允許，輕症患者可以非

對面電話看診，韓國韓醫師協會曾詢問政府自願加入國家防疫活動，但是被韓國政府挽拒，此

時大邱市韓醫師會自發性的開始了「電話非對面問診韓醫免費診療送藥服務」，後來活動回饋

反應意外的好 (2020.03.09~2020.04.05 參與韓醫師共 379 名、參與韓醫學生共 372 人 )，進一

步韓國韓醫師協會更把「電話非對面遠距診療中心」活動推廣到全國，期間費用全部自己吸收 
(2020.03.31~2020.05.29 參與韓醫師共 1241 名、參與韓醫學生共 1453 人 ) 。

因為牽涉到病患的隱私，所以整個過程都不能用視訊看診，先詢問病患是確診病例、擬似病

例、輕症隔離還是病患家族，再詢問 14 問診 ( 出國史、接觸史、職業、發燒、流鼻水、呼吸狀

態、喉嚨痛、肌肉酸痛、味覺異常、確診否、經過那些檢查等等 )，再按擬似確診個案 ( 清肺敗毒

散、銀翹散、玉屏風散 )，確診個案 ( 清肺敗毒散、銀翹散 )，恢復期個案 ( 益氣補肺湯、霍香正

氣散、補中益氣湯、雙和湯、瓊玉膏 ) 來開藥，每次開 3 天藥，因為疫情關係沒有快遞公司願意

冒險送藥到病患住處，都由韓醫科學生自願送藥到府上，並且 2 天電話追蹤，病情有變化就改藥，

到 2020 年 5 月底關閉義診中心時，韓國共有 11441 名確診病患，其中 20.3% 的 2326 名確診病患

利用了此服務，服務了 9594人次，共處方寄送了 8391件藥物給病人，期間病患滿意度更高達 6成，

更有 8 成病患要求延長義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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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the Mystery of Chi ( 氣 ) and Qi ( 炁 ) 
Si-Chen Le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based on 《Yellow emperor’s Nei Jing》in which 
the concept of Chi ( 氣 ) was used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book。What was the physical essence of 
Chihad not been explained clearly whic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kinds of Chi-qongprctice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Even more mysterious is the traditional Taoists who proposed that there 
is an innate Qi beyond shape coming from the imaginary space. This Qi has no color、no taste,no 
shape, no image and is a never ending one playing the role of original forces guiding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eventual perish of everything. This innate Qi must combine with the internal Chi in 
the body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a human body. The bewildering concept of Chi ( 氣 ) and Qi ( 炁 ) 
really confused Chinese people for so many years.

We have studied Chi-qong scientificall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wo different Chi-qong states 
were identified by measuring the brain αrhythm of the practitioners. The first one is the ”resonant 
state”, while the practitioners were concentrating their chi on the acupoints, their brain αrhythm 
suddenly increased 1.5 to 5 times higher than the normal, they can feel the chi propagating along 
their meridians and circulating the body. This is the acquired Chi describ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second is the “quiet state” while the practitioners were emptying their mind,their brain 
αrhythm and other electrical activities werealmost suppressed.

Our discovery1-3of the X- information of the antibody (endothelin) which can penetrate the 
95μm thick polymer blocking wall (PDMS) to generate biochemical reaction with antigene (PC3 
cancer cell)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illustrated the existence of imaginary Qi ( 炁 ) for the first 
time。Results will be presented that demonstrate the combination of Chi to get through the meridian 
superhighway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X-information ( 炁 ) to pass through the meridian and adjust 
the balance of the system are essential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human body.

References：
1. C. T. Kuo, F. T. Chuang, P. Y. Wu, Y. C. Lin, H. K. Liu, G. S. Huang, T. C. Tsai, C. Y. Chi, A. M. 

Wo, H. Y. Lee, and S. C. Lee, 2014,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Bindingless Signal Delivery 
in Human Cells via Microfluidics”, J. Appl. Phys., 116, 044702.

2. C. T. Kuo, C. Y. Chi, P. Y. Wu, F. T. Chuang, Y. C. Lin, H. K. Liu, G. S. Huang, T. C. Tsai, Andrew 
M. Wo, H. y. Lee, and S. C. Lee, 2016, “Observation of “wired” cell communication over 10-μm 
and 20-μm poly (dimethylsiloxane) barriers in tetracycline inducible expression systems”, J. Appl. 
Phys. 119, 024702.

3. Ching-TeKuo, Hsinyu Lee, and Si-Chen Lee, 2019,” Evidence of “wired” drug-cellncommunication 
through micro-barrier wellarray devices”, AIP Advances, 9, 09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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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reat Sjögren's Syndrom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Hong Chang1,2

1Graduate Insitute of Integrated Medicine,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we have determined the most commonly used formula and single 
herb for Sjögren’s syndrome (SS) in Taiwan, respectively, using the cases whe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as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herapy to Western medicine for improving patients’ 
condition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NHIRD). TCM has recently been 
recognized for its potential therapeutic benefits in SS. The BioMAP profiling has been employed 
in many researches to determine the profile of compounds in complex primary human cell systems 
and to obta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ound mechanisms and secondary activities. The analysis 
of bioactivities in each BioMAP assay systems were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profile of a TCM 
formulain morecomplex primary human cell systems us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across 12 BioMAP 
Systems. We also aimed to employ outpatientclinicsofSS to receiveTCMtreatment vs. placebo 
were conducted in this double-blinde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The primary outcome 
was Schirmer’s test, while secondary outcome were ESSPRI, SSDQ, OSDI, sialoscintigraphy and 
artificial tear usag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target proteins for 
the formula, MetaCore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selectthe associated proteins. Hence, we developed 
a virtual screening study for each associated protein, and also performed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n these associated proteins. We investigated the molecular docking of these proteins 
with compounds from the TCM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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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in R&D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f. Dr. Dr. h.c. mult. Fang-Rong Ch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ural Products, College of Pharmac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Honorary Doctor,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Doctor Honoris Causa, University of Szeged, Hungary

Combination therapy using integration of herbal medicine, such as Chinese or Ayurveda 
medicine, for modern and aging related disease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R&D worldwide, 
especially in Asia. WHO also recognized traditional medicine as one of important sectors in health 
care of the world. 

In the past, western medicine, in general, a pure compound, can be developed in a “complete and 
complex” way and takes many years for new-drug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ame strategy cannot 
be applied in modern traditional medicine anymore, due to their complex combined components. Not 
only modern methods technology and theories but also big data systems under systematic and statistic 
ways in R&D for Chinese or complex medicine should be explored. Evidence-based solutions and 
the new translation strategy become a key for future in production of high standard complex formula 
drugs and biotech products to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improvement quality of life, and benefit to 
the mankind. 

Keywords：Traditional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New translational strategy, Evidence-based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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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dian and Telemedicine
Prof. Yu-Cheng Kuo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pandemic of the COVID-19, the conventional medical activities has being lock down. 
The alternative method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ith telemedicine is needed.

With meridian theory, we designed a pulse diagnosis apparatus in wrist sphygmomanometer. 
Through this, we could get the H.C.V., the patholog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matrix easily. 
Meanwhile, with blue tooth technique connecting cell phone, the pulse diagnosis apparatus can 
communicatethe Glaze Cloud which assembles the smart algorithms and get the information for 
prescription.

Through the pulse diagnostic apparatus and the Glaze Cloud, we could map the meridians to 
harmonics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pathological excess or deficiency of the meridians including 
the five zang-organs and six fu organs of the patient (pathological matrix) from the radial pulse. 

Based on a series of pharmacology research analyses of acupuncture, Chinese herbs, herbs 
prescription formula and western drugs on the reinforcing or reducing effect of meridians have being 
completed, we were able to simulate the whole make up meridian function of a prescription formula 
which is composed of several herbs (pharmacological matrix) with matrix operation on harmonics..

In addition, the pathological indicator on meridians-H.C.V.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s of 
Harmonics Magnitude) could quantitatively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diseases and evaluate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From health to death, life struggles between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t of negative 
entropy revealed by the H.C.V. of meridian.

Combining the H.C.V., the patholog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inverse matrixes, we developed an 
algorithm for the AI system in the Glaze Cloud to give prescription following the Chinese Medicine 
Bible：Shang Han Za Bing Lun, such as the white tiger and green dragon formulae. This is also the 
basis to give acupuncture or laser acupuncture prescrip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combin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this digital pulse diagnosis 
apparatusand the Glaze Cloud could be a powerful tool fortelemedicine to fight the virus.

Keywords：COVID-19、meridian theory、pulse diagnosis apparatus、athological matrix、
pharmacological matrix、Glaz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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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Retinoprotecta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eorge Hsiao1, Yu-Wen Cheng2, Fan-Li Lin1, Jau-Der Ho3, Tzong-Huei Lee4

1Graduate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2School of Pharmacy

3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4Institute of Fisheries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Retinal diseases such as glaucoma, retinitis pigmentosa (RP) and many others represent a 
worldwide problem of relevant degenerative vision deficits. Since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dysregulated neuroinflammation, oxidative stress and cellular death (apoptosis/necroptosis) were 
involved, the mechanisms of treatments were diverse in different retinal disease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rapies were palliative treatments, exception of gene therapy, little of them capable to 
halt the underlying pathological progression. In fact, the herbal treatments of ophthalmic diseases 
were prescrib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ccording to the medical books as “Win Hai 
Ching Wei” and “Bencao Gangmu”. Cassia seed (Jue Ming Zi, Cassia toro) is widely used to treat 
ophthalmic complications. Recently, we found its active component, chrysophanol, improved the 
functional and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MNU-induced RP-like retinal degeneration using scotopic 
electroretinography (ERG)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It attenuated photoreceptor cell 
apoptosis, expression of apoptotic effectors and c-Jun phosphorylation. In addition, it ameliorated 
reactive gliosis and MMP-9 activation in retina. These results shown that chrysophanol provided 
retinoprotective effects through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and glial activation. We also found the natural 
fungal component, theissenolactone C (LC53), extracted from Theisseno cinerea (Xylariaceae). 
Some species categorized in the genus Xylaria have been used in TCM. LC53 preserved the retina 
functional deficiency after glaucoma induction by high IOP. This component could attenuate ocular 
MMP-9 activation and expression in retina. Furthermore, LC53 significantly abrogated stimulation 
of MMP-9 activation by glaucoma-related cytokines through NF-KB inhibition in monocytic cells 
and astrocytes. In summary, it strongly revealed the multiple target properties of TCM and their 
components, be potential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retinodegenerativ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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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in global and Taiwan acupuncture public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1988 to 2017
Fang-Pey Chen1,2, Yen-Ying Kung1,2, Tsai-Feng Li1, Fun-Jou Chen4, Ta-Peng Wu1,2, Cheng-Hung Tsai1, Seong-Gyu Ko5,6, 

Ching-Weng Huang7, Shinn-Jang Hwang3

1Center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ROC
2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3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Faculty of Medicine,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4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 Taiwan, ROC
5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College of Korean Medicine, Kyung Hee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6Center for Clinical Research and Drug Department, College of Korean Medicine, Kyung Hee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7Department of Science in Korean Medicine, Graduate School, Kyung Hee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Acupuncture is a rapidly growing medical specialty worldwide.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acupuncture publications from 1988 to 2017 by using the Web of Science (WoS) database. Familiarity 
with the trend of acupuncture publications will facilita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xisting academic 
research in acupun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s. A total of 7450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acupuncture glob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8 to 2015. Annual article publications increased from 
109 in 1988 to 670 in 201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ed 2076 articles, 27.9%), USA 
(published 1638 articles, 22.0%) and South Korea (published 707 articles, 9.5%) were the most 
abundantly prolific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WoS subject categories, 2591 articles (34.8%) were 
published in the category of Integr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followed by Neurosciences 
(1147 articles, 15.4%), and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918 articles, 12.3%). Kyung Hee University 
(South Korea) is the most prolific organization that is the source of acupuncture publications (365 
articles, 4.9%). Fields within acupuncture with the most cited articles included mechanism, clinical 
trials, epidemiology, and a new research method of acupuncture. Pub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acupuncture increased rapidly from 1988 to 2015.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acupuncture were 
extensive in multiple fields of medicine, which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a medical 
discipline for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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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 in connecting TCM and 
Precision Medicine

Tsai-Ju Chien1,2

1Division of Hematology/OncologyDepartmentof MedicineTaipei City Hospital Zhong-xiaoBranchTaipei, Taiwan
2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In recent decades, TCM has raised western world’s attention for its efficacy from acupuncture 
to Chinese herbalmedicines. More and more research focused on applying TCM in cancer care, 
autoimmune disease, and so on for the mainstream medicine has its limitations regarding the side 
effects or seeking for mote potential effect from TCM.

Theoretically, Chinese Medicine emphasize holism and many effective Chinese decoctions 
were complex and has synergetic effect in combating the disease, which through adjusting yin-
yang；qi-blood；deficiency/excess based on TCM theory. Nevertheless, Western medicine focus on 
reductionism and each drug could be described clearly about the mechanism it exerts on and also take 
care about the interaction or drug-drug reaction.

As the precision medicine is hot in recent years, we also note that TCM has its role in this 
part. From one perspective, Chinese herbs could be potential stars as many of their components 
are potential and need more deep study to define the mechanism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precision 
medicien.

On the opposite, there is a gap between cross talking between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differential medical and culture background and difficulty in evaluating ancient formula 
with modern laboratory method.

To apply TCM in precision, we need to discuss where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exist and 
know how to cross-talking under different oriental and western scenarios and make the connection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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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NDS 
 (Hyaluronic Acid-Rich Node and Duct System) 

and Stem Cells
Byoung S. Kwon

Eutilex and Tulane University, South Korea

The blood and lymphatic systems are the two well-established circulatory systems. The existence 
of a third circulatory system representing acupuncture meridians was claimed in the 1960s. We have 
revisited the acupuncture meridians, identified the anatomical entity and named the new circulatory 
network as HAR-NDS

HAR-NDS appeared to form a network throughout the body, on the surface of internal organs, 
inside blood and lymph vessels and along nervous system. The HAR-NDS was covered by a layer 
of EMP-3-positive spindle-shaped epithelium with, below, a layer of vWF-positivebut CD31-
negative endothelium.The HAR-NDS on the surface of intestine contained a variety of immune cells, 
usually enriched with mast cells, eosinophils, neutrophils and histiocytes as well as chromaffin cells.
Secretory granules from mast cells in the node appeared to pass along the ductules, two or more 
of which made up a duct. We consistently found that ~ 2% of the cells in the node were immature 
type, and hypothesized that the system might contain pluripotent and committed stem cells.HAR-
NDS contained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cells (HPC) , such as granulocytes-macrophage, erythroid, 
multipotential and mast cell progenitors (MCP). MCPs were the most abundant among the HPCs in 
the HAR-NDS. Their frequency was fivefold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CPs in bone marrow. 

The system also contain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PSCs) capable of producing hemangioblast-
like cells, which subsequently generated various types of HPCs and differentiated blood cells. We 
further demonstrated potential PSCs by isolating sca-1+lin- CD45- small (3.0-5.0μm in diameter) 
cells. The PSCs were named as “Node and Duct Stem Cells (NDSC) ”. NDSCs formed colonies on 
C2C12 feeders, were positive for fetal alkaline phosphatase, and could the subcultured on the feeders. 
They were differentiated into neuronal cells in in vitro. Injection of NDSC into mice partially repaired 
ischemic brain damage. Taken together, we report the discovery of potential adult stem cells that may 
be involved in an alternative means of blood cell productionand tissue regeneration. The HAR-NDS 
may served as a route that delivers the stem cells to their target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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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Using Yamamoto New 
Scalp Acupuncture：A Pilot Study

Hegyi Gabriella
University of Pécs, Hungar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cupuncture, especially Yamamoto’s New Scalp 

Acupuncture (YNSA), is of value in additional to standard poststroke motor rehabilitation.

Design
A prospective, assessor-blinded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was carried out in an inpatient stroke 

rehabilitation unit with day hospital service. After inclusion, patients were stratifi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acu-puncture group, randomly.

Outcome Measure
The Barthel Index, the Rivermead Scale Index, and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were used to 

follow the efficacy of treatment.

Result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all the sensory, motor, and functional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duringthe examination period until 2 years after injury. The Barthel Index is increased from 4–2 to 95 
–4 in theacupuncture group. This index also increa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from 4–2 to 75 -4), but 
the change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A significant spontaneous recovery 
during the 2-year follow-up was found, but the YNSA treatment facilitated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Improved moving function and more flexible joints and ligaments were observed in comparison to the 
patients’ condition prior to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data suggest that the YNSA is a useful method to treat stroke patients and enhance their 

quality of life. We applied this method for handicapped children too since 1997 and our data proved 
to be safe and valuable method of YNSA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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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 Invariants for 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Assessment and Surveillance

Gregory Ninot1,2,3

1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 2Montpellier Cancer Institute, 3Plateforme CEPS
Montpellier, France

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NPIs) are exponentially used for health prevention and 
care in the world. NPIs can be diets, supplementary foods,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s, diseases 
management protocols, psychotherapies, art therapies, exercise programs, manual therapies, 
physiotherapy methods, diets, supplementary foods, plant extracts, mushroom products, minerals, 
non-invasive digital solutions, ergonomic tools. Many of them come from traditional medicines. The 
global market is estimated between 321 and 3,745 billion euros in 2017, with a 5% growth per year. 
Patients require improved information,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 about their benefits and risks. 
Health authorities claim better description, ind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Health insurances 
require better evidence of efficiency.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authorities request better quality of 
intervention research to show benefits and risks, in complement or not with biomedical treatments. 
The systematic review over two years identifies frameworks for clinical validation and surveillance 
of NPIs published in English medical and scientific journals. We identified 46 models, inspired by 
pharmacology, behavioral change, or engineering paradigms. To date, no framework leads in the 
Western or Eastern world contrary to the well-known 4 phases model dedicated to drugs and adopted 
50 years ago by health authorities (FDA, EMA…), or more recently for medical devices. The lack of 
a consensual NPIs validation and surveillance framework will multiply prescription errors, misuse 
and deleterious interactions with conventional biotherapies. We need a common framework for NPIs 
assessment, not just for scientists, but also to ensure patient welfare, better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an 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reimbursement. Three expert meetings and exchanges with 
clinicians, researchers and decision-makers and patients resulted in a first checklist of methodological 
invariants for NPIs evaluation. The communication will detail the checklist dedicat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vention studies assessing N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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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in the Omics Era
Giovanna M. Franconi

University of Rome Tor Vergata, Italy

The decoding of the human genome has given birth to Systems Medicine, a personalized, 
holistic, global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biology and medicine. The organism is viewed as an 
integrated and inter-active network of genes (studied by genomics and transcriptomics), proteins 
(studied by proteomics) and biochemical reactions (studied by metabolomic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individual factors. An advantage of Systems Medicine is that it allows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w 
biomarkers, which ar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predictive, preventive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Like systems medicine, also Chinese Medicine describes life as a complex, dynamic and 
nonlinear system.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omplex system that is the human body is analysed and 
condensed in syndromes, which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diagnosis and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At the 
macroscopic level, a syndrome is a special phenotype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symptoms and signs, 
for example cold and heat patterns. At a microscopic level, some biomarkers have been identified by 
functional genomics and can be aggregated into these two syndrome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recent research on different omics to gain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acupuncture and TCM, and how they can influenc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UPUNCTURE IN MALE INFERTILITY”
Acupuncture seemed to improve sperm parameters, especially motility, in male idiopathic 

infertility, with very low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Experimental studies suggested that acupuncture 
effects are mediated by changes in activity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d stimulation of 
neuropeptides/neurotransmitters which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nfertility. Nerve 
Growth Factor (NGF) is a neurotrophin with antioxidant activity and a possible mediator of 
acupuncture effects in female infertility due to polycystic ovary disease.

We describe an acupuncture protocol based o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in idiopathic 
male infertility, and we present experimental data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on seminal 
parameters of subfertile men and the role of N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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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etics in Medicine： 
Grow your clinical skill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disease includingadvanced prostate and 

breast cancer
Silvia Binder

The Binder Institute for Personalized Medicine, Germany. 

The realm of Energetics in Medicine is increasingly in demand by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alike. 
Its foundation is as old as human history and with toda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an available 
modality to integrate into any type of practice. Working with the energy of a human’s body is a 
standard in diagnostics of all types of medical specialties. Diagnostically we measure pathology 
with technologies like MRI, EKG, EEG, Ultrasound, Thermography, and more. On the therapeutic 
side, the use of energetics still is a blank area to many physicians due to the lack of education during 
their primary education. Reality however proves that patients are demanding less chemical and non-
invasive solutions to their chronic illnesses which finally tap into their personalized need and provide 
the missing link in terms of physics to the chemistry model.

Goals and Objectives：

1. Review of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energy medicine solutions
2. Overview of easy integration into daily practice
3. Review cases including Cancer, Immune Deficiency Disorders, Eczema, Vascular Disease and an 

acute injury of 3rd degree burn

Why this program should be added

Intelligent high-tech energy medicine solutions in therapeutics and diagnostics, which are based 
on ancient wisdom, have been the new frontier in medical science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globe.
Although education of physics is still lacking in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ts use and efficacy 
especially in chronic disease is increasingly in demand. The only way to learn about the use of 
Energetics in Medicine is by a second tier educational path. The advanced physician is seeking the 
missing link to the chemistry model which is discuss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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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藥典收載經方之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lassical Decoctions in East Asian 

Pharmacopoeia
陳麒方 Chi-Fang Chen

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 Taiwan Clinical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Taiwan
台北 / 豐原天心中醫醫院 Taipei/Fengyuan Ten Shin Traditional Medicine Hospital, Taiwan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MacKay Medical CollegeDepartment of Medicine, Taiwan

信史藥典濫觴為《新修本草》(659)，漢字文化圈醫藥發展迄今，包含：中、日、韓、台藥典

皆有記載標準方劑。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公告台灣中藥基準方劑 200 方，分別於 1995 年 8 月 31
日公布 100 方及 2000 年 6 月 29 日公布第二 100 方，200 方劑裏經方共計 41 處方，本文系統探討

其來由、方藥演變與常用臨床核心處方 (core prescriptions) 之變化，並比較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2020 版、日本藥局方第十七改正、韓國藥典，將藥典裏經典方比較參照並提出臨床心得，期以豐

富臨床內涵為目的。藥品管理依據是藥典。台灣中藥典目前收載基準方為臨床常用亦是藥廠濃縮

生藥細粒製劑 ( 科學中藥 ) 參考依歸，然而資料受限於頒佈之時空背景，相關方藥細項需要多面

向探討，政府在指標成分、基原探討等有投入研究，但較缺典籍文獻考察，這些常用藥品製劑群，

除了規定品質標準和檢驗，方藥來由演變應有系統探討。本文期許下一版 (2021) 台灣中藥典修訂

時，官方可有更多面向資料可參酌，為台灣全民健康有所貢獻。

關鍵字：藥典 (Pharmacopoeia)、經方 (Classical Decoctions/Formulae)、核心處方 (CorePr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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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脉证探疑
Exploration of the DoubtsofPulse Diagnosis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Jing Gui Yao Lue》(Synopsis of the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52 井慧如 JING, Hui Ru

《金匮要略》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研究杂病的专著，一直以来便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是中

医杂病治疗学的典范。在《金匮要略》中，脉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脉象是人体阴阳、气血、

脏腑盛衰的表象，故阴阳、气血、脏腑失调，均可反映到脉象上。如《素问•脉要精致论》：“夫脉者，

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灵枢•逆顺篇》“ 脉之盛衰者，所以候

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均说明脉诊能够了解正邪病机与证候之间的关系。《金匮要略》中的脉诊，

是在继承《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匮要略》一书中，通过脉象来诊断疾病、辨别证候，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脉证合参，对临床实践辨证治疗有重大意义。观《金匮要略》各篇篇名均为

某病脉证并治，可知仲景之重视脉诊。由于对《金匮要略》中有关部分脉诊的条文，后世学者有

不同见解之处。因此本文将从探疑的角度整理探讨《金匮要略》中浮沉迟数脉的部分条文在脉证

方面的意义和特点，以求能更全面的领会《金匮要略》中关于脉证机理的内容。

《Jing Gui Yao Lue》(Synopsis of the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is the earliest 
monograph on miscellaneous diseases in China. It has been effectively guiding clinical practice, and 
is a model of the treatment of miscellaneous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lse diagnosis 
plays averyimportant role in 《Jing Gui Yao Lue》. Pulse condition is the appearance of the Yin and 
Yang, Qi and blood, and viscera in human body. Therefore, ifthereis any imbalance of Yin and Yang, 
Qi and blood, and viscera, which can be reflected in pulse. For example,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 Su Wen》 said： "Pulse (Mai) is the house of blood. The long pulse indicates peaceful 
flow of Qi； short pulse indicates disorder of Qi； rapid pulse indicates dysphoria； large pulse 
indicates progress of diseases." And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 Lin Shu》also said： 
“The strong or weak states of pulse reveal the deficiency and excess as well as the abundance and 
insufficiency states of Qi and blood. " The abovestates indicate that pulse diagnosis can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hogenesis and syndromes. Pulse diagnosis in 《Jing Gui Yao Lue》 is 
developed based on inheriting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Huang Di Nei Jing). In 《Jing 
Gui Yao Lue》, it diagnose diseases and distinguish syndromesthroughpulse image, combine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wit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combine pulse wit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inical practice.According to the title of each chapter in 《Jing Gui 
Yao Lue》, it can be seen that ZHANG, Zhong Jingattached importance to pulse diagnosis. Due to 
some articles about pulse diagnosis in 《Jing Gui Yao Lue》,scholars of later age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sort out and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deep, delay and rapid pulses in 《Jing Gui Yao 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pulse in 《Jing Gui Yao Lue》 more comprehensively.

关键字：金匮要略、脉诊、辨证

Keywords：Jing Gui Yao Lue、PulseDiagnosis、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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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派山元式新頭針處方創新之臨床應用 - 以肩周炎為例
莊義興 1, 林建雄 2

1 莊派新山元頭針醫學會創辦人
2 莊派新山元頭針醫學會常務監事

「山元式新頭針療法」源於日人山元敏勝博士的發現，約在五十年前左右在治療中風病人時，

無意間發現病人頭部有一反應點出現。經過許多病症在頭部會有其相應的反應點群，且不斷發現

歸納在臨床上驗證而發展此療法，推廣到國際中西牙醫的臨床診治，應用甚廣，值得讚嘆！

莊義興博士服務奧地利醫界，曾兩次跟學於山元醫師，但臨床應用 3-4 年後，療效並不滿意，

開始在其專業的解剖學與神經學科基礎上，配合傳統中醫經絡學，另闢蹊徑，臨證處方時，以不

同點群的治療組合，不僅促進療效的提升，也開拓了診治疾病的範圍，創造了許多臨床病痛解除

的可能性。

目前「莊派山元式新頭針療法」臨床診治應用如下：

一、疼痛症的治療：脊椎系統至神經系統引起的病痛。

二、復健的補助：中風病患，四肢手術後併發症或後遺症，運動受傷。

三、內臟器官病症：心律不整，呼吸不順，腸胃疾病，排便不順，睡眠品質不佳，膀胱病症等。

四、神經系統疾病：三叉神經痛，面癱，多種神經病 (Polyneuropathie PNP 通常位於腳

底 ),MS(MultiplSclerosis 多發性硬化症 ) 等。

五、鞭狀性病症：此病症是系統性病症包括脊椎系統，十二對腦神經系統，自律神經系統，腦系

統及生化系統 (ATP 量減少無力感，易疲倦，肌肉無力 )。

六、雜症：頭痛，偏頭痛，視覺糢糊 ( 腦神經 III,IV,VI 引起的 )，眩暈 ( 有五個可能性從 PNP 至

中腦病變 )。

以肩痛病症最為常見肩周炎為例，是肩關節周圍軟組織勞損所致，症狀以疼痛為主，甚至影

響手臂活動受限，臨症處方可以是：

1. 基礎點：C 點、 A4 至 A8。

2. 經絡點：肺經點、大腸經點、三焦經點、小腸經點；長期肩痛不愈，可以按上下原則、加脾經點、

胃經點、膽經點及膀胱經點。

3. 自律神經：交感神經點。

4. 肌肉點：肩膀肌肉點。

5. 腦點：大腦點及中腦點。

如此層層解痛，疼痛消失立竿見影，已成為臨床上止痛治痛的第一線選擇。



2021

2021 1 3 202113

79

運用山元式新頭針療法治療突發性耳聾之病例系列報告
高資承 1, 楊哲銘 2

1 醫心堂中醫診所，台北，台灣
2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新北，台灣

前言
突發性耳聾 (SSHL)，俗稱耳中風，是耳鼻喉科急症，其症狀為急速聽力減退，而嚴重影響病

患的生活。山元式新頭針療法 (YNSA) 於西元 1967 年由日本山元敏勝所研發，其治療方法是採用

身體上的刺激點 (somatotope), 而非傳統針灸穴位治療。然而，運用 YNSA 來治療突發性耳聾的研

究文章僅限於個案報告。本病例系列報告為運用 YNSA 來治療突發性耳聾之統計分析。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自 2017 年 8 月到 2020 年 6 月間的突發性耳聾病患共 89 位，採用 A 點、耳鳴點、

大腦點、第八對腦神經點、腎點治療病患。而療效分成無效、稍微有效、顯著有效三組。

結果與討論
有關治療方面，西醫耳鼻喉科同時介入治療有 57 位 (64%)，單獨由 YNSA 治療有 32 位 

(36%)；療效方面，治療無效病患為 21 位 (23.6%)、稍微有效為 41 位 (46.1%)、顯著有效為 27 位 
(30.3%)，有效率為 76.4%。另外，完全治癒病患共有 9 位 (10.1%) 。

結論
YNSA 對於突發性耳聾有顯著的療效，亦可改善耳鳴、耳朵悶塞感等症狀。若西醫與傳統針

灸治療後無效，可採取本療法治療。

關鍵字：耳中風、突發性耳聾、山元式新頭針療法、Yamamoto New Scalp Acupuncture, Somatot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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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puncture decreased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in Taiwan： 

A nationwide matched cohort study
Gil Ton1, Yu-Chen Lee1, 2

1Graduate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Scienc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40402, Taiwan.
2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40402 Taiwan.

Objectives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OA)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cupuncture is commonly used in OA patients however,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the risk of CHD in patients with OA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A patients and 
their risk to develop CHD in Taiwan are unknown. We investigated the risk of CHD according to 
acupuncture use in OA patients and compared it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Design
Records obtained from Taiwan ’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identified 

84773 patients with OA, which were compared with 727,359 patients without OA diagnosis. 5046 
of whom met study inclusion criteria, had 1：1 frequency matching and were categorized as OA-
acupuncture cohort (n=1682) OA non-acupuncture cohort (n=1682) and non- OA cohort (n=1682).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determined the risk of CHD, which was defined as the 
study main outcom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nd medical expenditure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OA non-acupuncture cohort had 3.04 higher risk to develop CHD compared with OA- 

acupuncture cohort (95% CI 2.54-3.63 p<0.001) and non-OA cohort had 1.88 higher risk to develop 
CHD compared with OA-acupuncture cohort (95% CI 1.52-2.32 p<0.001). In subgroup analyses, 
OA patients treated with both acupuncture and oral steroids were at significantly lower risk of CHD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used neither (aHR；0.34 95% CI, 0.22-0.53), and OA patients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had the lowest medical expenditure in a follow-up time of 6 months, 3 and 5 years.

Conclusion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in Taiwan that show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A and 

CHD and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acupuncture in OA patients and their associated risk to develop 
CHD. Our results may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health policy decision making. Further 
clinical trial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se observational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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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針刺數目對經前症候群的療效分析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士林中醫門診部 黃奕碩醫師

目的
針刺具有安全且副作用較少的特性，針刺有止痛及調整氣血的作用，臨床上婦女喜歡使用非

藥物方式治療經前症候群，這項研究的目的在討論針刺治療經前症候群取穴多寡是否會影響療效。

方法
這是一項對照研究，比較經前症候群患者接受 A 組針刺組和 B 組針刺組共 3 個月經週期，每

週針刺 2 次，使用 VAS 疼痛視覺類比量表、經期生理不適量表 (MDQ) 為主要評估項目。

結論
共有 63 名患者參加了此項研究，A 組針刺組 33 位，B 組針刺組 30 位，二組針刺組皆可顯著

降低經前症候群患者的疼痛分數，但在 A 組針刺組可顯著改善經期生理不適情形。

結果
本研究在療效上針刺取穴的多寡並非影響療效的主因 , 但針刺確實可減緩經期不適的症狀及

降低經前症候群所伴隨的疼痛 , 因為建議經前症候群的患者可使用針刺做為治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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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臨床研究與治療準則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 林舜穀醫師

失智患者因為大腦退化壞死，而出現記憶力減退、判斷力下降、誤認人地時等大腦功能喪失，

以及暴躁、焦慮、妄想、幻覺、悲傷、冷漠等精神症狀。還會伴隨嚴重的生活自理能力衰退，甚

至連基本的飲食和如廁都無法自行完成。

在本次的演講中，我們將回顧目前實證研究支持的中醫療法，包括中藥治療、針灸療法、穴

按摩位、耳穴敷貼，與太極導引等。

並介紹如何藉由這些治療方法，提升個案的認知功能與日常活動能力、減少精神與行為症狀，

並且預防吞嚥困難、步態不穩跌倒等併發症。

對於阿茲海默症患者，統合分析顯示中藥治療與西藥 Donepezil ( 愛憶欣 ) 對的效果相似，在

治療 12 週後迷你心智測驗 (MMSE) 總顯著上升，在滿分 30 分內平均改善 3.71 分，但治療效果會

隨著病程進展而逐漸減弱，在超過 48 週後改善效果不再顯著。

針對阿茲海默症的複方繁多，也各有臨床試驗驗證其療效。大體而言，依照中醫治法可分為

補腎 ( 何首烏、熟地 )，補氣 ( 人參 )、化痰 ( 石菖蒲、竹茹、半夏 )、活血 ( 川芎、當歸 ) 等四種

主要方向，並由這些藥物進一步組合成複方。

關鍵字：失智症、年輕型、吞嚥困難、照護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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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癌的中西醫治療及病例分析
王雨薇 1, 李政育 2 �

1 楊梅風澤中醫診所
2 育生中醫診所

喉部以解剖區域分為聲門上、聲門及聲門下，聲門癌最常見，聲門癌的主要症狀為持續性聲

音沙啞，更嚴重可能會出現吞嚥困難、慢性咳嗽、咳血等症狀。西醫對於早期喉癌的患者，使用

放射療法和喉保留手術。局部侵犯的喉癌 (Stage III或 Stage VIa/b) 會採用化放療結合。轉移 (Stage 
VIc) 及復發性喉癌通常預後較差，則是進行化療。喉癌化放療之副作用主要是唾液腺損傷及口乾、

口腔粘膜炎、味覺障礙、吞嚥困難、影響造血細胞等。

本報告經由病案分析，整理喉癌的中醫治療方式。分為急性腫瘤治療及副作用的處理，由於

癌症是大熱症，不可大補，治療本態性腫瘤的通用方為乳沒四物湯加減，腫瘤若長在少陽組織 ( 各
種膜 )，可用柴苓湯加減。由於喉癌 90% 為扁桃腺鱗狀細胞癌，可用乳沒四物湯加芩連柏、茯苓

澤瀉。另外由於放療會產生神經灼傷的後遺症，如口乾可加入養陰的藥物，嗅覺障礙可加入宣肺

及通竅藥物。非腫瘤瘀熱期可以開始加入補陽藥修復神經，並加入適當清熱藥 ( 如芩連柏 ) 來制

衡其熱性。

關鍵字：喉癌、放化療副作用、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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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虛弱型妊娠嘔吐中西藥療效比較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台北宜蘊中醫診所院長 陳玉娟醫師

約有 70-80% 婦女在懷孕初期會有噁心嘔吐的症狀，大部分的症狀在第十二週後會緩解，但

懷孕初期的噁心嘔吐症狀，會影響孕婦的生活品質，而臨床上使用維生素 B6 來緩解噁心症狀。

本研究採用臨床收案，試驗編號 IRB：N201907050，將脾胃虛弱型妊娠嘔吐之孕婦納入收案，比

較給予香砂六君子湯及其配伍治療妊娠嘔吐與給予維生素 B6 治療，對於生活品質改善是否有差

異及評估中藥介入之治療效果。首先使用孕吐量表篩選中度妊娠嘔吐 ( 分數介於 7-12 分間 ) 孕婦

納入收案，並填寫孕期噁心嘔吐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觀察其服藥一周後之孕吐量表及孕期噁

心嘔吐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分數變化來評估中醫門診脾胃虛弱型妊娠嘔吐患者的改善程度；同

時建立孕期噁心嘔吐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問卷中之中醫脾胃虛弱型妊娠噁心嘔吐問題進行統計

分析。結果發現次周回診時 20 位孕婦的孕吐量表總分皆改善，顯示中藥組對脾胃虛弱孕吐有顯著

改善；另外孕期噁心嘔吐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問卷中生理症狀與惡化因素、疲憊、情緒，以及

中醫脾胃虛弱型等因素有顯著差異，推測中藥治療脾胃虛弱型妊娠噁心嘔吐具有療效，未來可做

為臨床緩解妊娠嘔吐的治療方法。

關鍵字：妊娠嘔吐、香砂六君子湯、脾胃虛弱、孕吐量表、孕期噁心嘔吐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

About 70-80% of women will have symptoms of nausea and vomi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pregnancy. The symptoms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n early pregnancy are dizziness, chest tightness, 
vomiting, nausea and anorexia. These symptoms affect the life quality of pregnant women.At present, 
vitamin B6 is used to relie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hyperemesis gravidarum.
This study used the Pregnancy-unique quantification of emesis score (PUQE) and th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nausea and vomiting during pregnancy (NVPQOL) to assess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with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in the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We also use the expert opinion to select the NVPQOL questionnaire suitable for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nausea and vomiting.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total PUQE scores of the 20 pregnant women were improved at the next week’s visit, 
indicating that the Chinese medicine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in addition, the physiological symptoms and 
worsening factors, fatigue, mood, and the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in the NVPQOL questionnair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This study found that Xiang-
Sha-Liu-Jun-Zi-Tang with other prescriptions h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physiological 
symptoms, fatigue and mood in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It is speculate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with in 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type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and it can be 
used as a clinical treatment to relieve moderate hyperemesis gravidarum in the future. 

Keywords：nauseu and vomiting、moderate hyperemesis gravidarum、spleen and stomach weakness、
Xiang-Sha-Liu-Jun-Zi- Tang、Xiao-Ban-Xia-Jia-Fuling-Tang、PUQE、NVPQ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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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臨床病例探討
李珮瑜、莊嘉豪、林芊慧、賴東淵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

無全身及內外生殖器官器質性病變存在，而是由調節生殖的神經內分泌機制失常引起的子宮

異常出血，稱為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此種非病理性的經間期出血屬於中醫崩漏的範疇。此病案

為 40 歲女性，去年 (2019) 10 月開始出現月經淋漓不止的情形，並在今年 (2020) 7 月開始持續接

受中醫治療直到 9 月底，期間同時使用中藥與董氏穴位針刺，進行一個月的治療後，崩漏的症狀

明顯改善，續追蹤治療兩個月經週期後，行經期出血延長及經間期出血的情形已有顯著改善，西

醫超音波檢查也可發現子宮內膜厚度明顯減少 0.4 cm，回復到正常厚度範圍。

關鍵字：崩漏、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中醫藥、針刺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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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服用中藥對乳癌之風險研究
吳建東 1,2, 蔡岳廷 3,5, 林昭庚 3, 傅淑玲 1, 賴榮年 3,4,5

1 傳統醫藥研究所 , 陽明大學 , 台北 , 台灣
2 傳統醫學部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 台北 , 台灣

3 中醫學系 , 中國醫藥大學 , 台中 , 台灣
4 中醫藥結合研究所 , 中國醫藥大學 , 台中 , 台灣

e 中醫部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 台中 , 台灣

第二型糖尿病的婦女，具有較高的風險罹患乳癌，在台灣，糖尿病患者廣泛的會尋求中醫藥

的協助，然而其對女性乳癌的潛在影響仍未被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標在於評估第二型糖尿病婦

女，其使用中醫藥對於乳癌風險的效應。

本研究為一病例對照研究，分析其降糖藥、女性荷爾蒙、中藥的使用狀況，並且以 1：10 比

例進行傾向評分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配對年齡、居住地區、糖尿病併發症嚴重指數 
(DCSI)，再以 Cox 迴歸分析模型 (Cox regression model) 對降糖藥、女性荷爾蒙與中藥等藥物做女

性乳癌的風險評估。

超過八成的第二型糖尿病婦女都曾用過中醫藥，其中使用次數最多的降糖藥是二甲雙胍 
(metformin)，最常使用的中藥複方地黃丸類方，包括六味地黃丸、杞菊地黃丸、知柏地黃丸，其

次是白虎加參湯、玉泉丸，中藥單方則是丹參、黃耆、天花粉、山藥、麥門冬，在校正年紀、降

血糖藥及女性荷爾蒙之下，使用地黃丸類方具有較低的乳癌發生率，其風險比為 0.45 (95%CI： 
0.34-0.59)，而年紀低於 55 歲的風險比為 0.35 (95%CI： 0.23-0.51)，55 歲以上的風險比則為 0.54 
(95%CI： 0.37-0.79) 。

地黃丸類方在糖尿病婦女，對於乳癌的保護作用可能來自於其降低血糖的協同效應，或是能

提升細胞的胰島素敏感性，並且降低細胞的胰島素抵抗性，地黃丸類方在糖尿病婦女身上對於乳

癌保護的機制行尚待未來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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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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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開業條件及執業須知
陳潮宗 醫師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

Dr. Nice 中醫連鎖系統總院長

台灣中醫醫療體系教育及執業管理制度健全，同時也為全民健康保險提供服務的項目，具有

相當的特色優勢；而開業是每位中醫師的理想目標，如何讓開業更簡單，以及開業有那些要項需

特別注意，相信是很多中醫師最想學習之知識。開立診所如同創業，醫師本身也必須有負擔起運

營責任的決心與體認，不只當醫生，還需要做一個管理者與服務者，因此在這裡為各位醫師分享

個 35 年來開業經驗及心得，針對如：地點選擇、經營者條件、業務量評估、經營型態、人事管理…

開業應具備之種種要素，盼能協助各位在開業前做好萬全準備、吸取前人經驗累積，以期能收到

事半功倍之效，進而強化中醫基層開執業能力，提升中醫醫療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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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在臨床上的應用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部長 陳俊良教授

實證醫學 (EBM, Evidence-based medicine) 是以流行病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從龐大的醫學資料

庫中嚴格評讀、綜合分析找出值得信賴的部分，並將所能獲得的最佳文獻證據，應用於臨床工作

中，使病人獲得最佳的照顧。西元 1972 年，英國臨床流行病學者 Archie Cochrane 提出「謹慎地、

明確地、小心地採用目前最佳的證據，作為照顧病人臨床決策的參考」。

[Conscientious, explicit, and judicious use of current best evidence i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individual patients. ~ Archie Cochrane 1972] 本次主題為推動實證醫學在中醫臨床上的應用與教

學，將實證醫學應用在臨床照護病人，使病人獲得最佳的照顧，達到全人醫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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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門診總額健保專案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醫務管理組組長 陳文戎醫師

為提升中醫醫療品質，健保署提供各項專案計畫，對中醫師同道有三個主要的好處：一、專

款專用：獨立於總額之外的專款，一點一元。二、限制降低：計畫不受療程限制或合理量計算，

細節參照各計畫內容。三、降低抽審機率：符合抽審指標規定，權值最高減計 3 點，降低抽審機率。

依照現行健保署規定，中醫門診總額醫療照護試辦計畫包括：全民健康保險西醫住院病患中

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 ( 指腦血管疾病會診、癌症會診 )、全民健康保險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

整合方案、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提升孕

產照護品質計畫、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急症處置

計畫。

請各位同道多多利用，提升中醫醫療品質，展現中醫的成果，以利本會爭取更多的中醫醫療

資源，造福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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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瀚威中醫診所副院長 ( 前長庚醫院中醫針傷科主治醫師 ) 蔡馥光

品質一詞最早出於製造業，定義為「與標準產品間的一致性」。造成品質不佳的原因，源自

於不當的作業流程，因此提昇品質的重點放在各部門間的協調工作。IOM(Institute Of Medicine)
美國醫學研究會對醫療品質的定義為「醫療服務為個人與群體增加期望照護結果可能性的程度，

且符合現有專業知識」。醫療品質的面向與指標包括：醫療照護品質六大原則、病人為中心品質

六性，其他醫療照護品質面向、醫療品質衡量的三大構面 ( 結構面、過程面、結果面 )。常用的醫

療品質指標臨床監測系統有：TCPI 台灣臨床成效指標計畫、TQIP 台灣醫療品質指標計劃、THIS
台灣醫療照護品質指標等。醫療品質指標的效益包括建立常模或參考點、呈現品質的變化趨勢、

客觀的測量、品質的篩選工具、標竿學習、做為後續改善的依據。檢討分析醫療品質的方法包括

魚骨圖及其他統計圖、RCA ( 根本原因分析 )、FMEA(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PDCA( 循環式品

質管理 )、同儕審查。醫療品質指標顯示不理想，可組成工作隊，由各部門間的協調，來找出流程

再造之方法，以改善品質。如品質保證、全面品質管理、品管圈、流程再造、國際標準組織認證、

品質指標計畫、6 sigma 品質計畫等。

病人安全的定義：在醫療過程中採取必要措施，來避免或預防病人不良的結果或傷害，預防

錯誤、偏誤與意外。病人安全的原則：以病人為中心的信念、證據導向的醫療、系統表現的改善。

安全文化的四個要素：通報的文化、公平正義的文化、彈性的文化、學習的文化、通報的文化。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Taiwan Patient safety Reporting system (TPR) 五大原則： 匿名、自願、無

懲罰、保密、共同學習。衛福部每年均有針對醫院與診所分別設定病安工作目標，包括促進醫療

人員間及醫病間的有效溝通、營造病人安全文化與落實病人安全事件管理、提升手術安全、預防

病人跌倒及降低傷害程度、提升用藥安全、落實感染管制、提升管路安全、鼓勵病人及其家屬參

與病人安全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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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感染管控作業注意要點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感染管制課 林均穗課長

因應 COVID-19 基層診所感染管制措施：為避免基層診所發生 COVID-19 院內感染群聚事件，

基層診所首：手部衛生、依風險評估佩戴適當個人防護裝備、呼吸道衛生 / 咳嗽禮節、環境清潔等

一、病人分流看診。

二、工作人員健康監測

三、執行常規醫療照護感染管制建議

四、個人防護裝備

五、手部衛生

六、務必依循手部衛生 5 時機 ( 如：接觸病人前後、脫除個人防護裝備後、清潔環境後 )

七、儀器設備

八、環境清消

接觸者匡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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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常見性別議題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 委託長庚經營 ) 護理部 張敏玉督導

1. 性別的定義：「生物性別」，生理上的男生與女生 (MALE/FEMALE)、「心理性別」是指與個

人認知有關的性別，

及個人對於自己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認知覺察與心理感受。

2. 性別角色的三種學習途徑：源至家庭、學校、媒體。

3. 刻板的性別觀點與社會常模對待

4. 落實性別平等與建立公平的職場環境

5. 性别差異造成醫療照護環境上的互動影響

6. 性別平等如何做：職場中 ( 同工同酬、公平競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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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常見醫學倫理及醫糾案例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中西醫整合科 陳建宏主任

過去的一年，疫情在全世界都掀起驚滔駭浪，徹底的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型態，各行各業

都不能置身事外。期間首當其衝的就是醫療照護業，對國人、對醫護人員的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危

產生重大的影響，同時這一年對於醫療照護產業與醫病關係之間也發生很多重大的事件，值得進

一步省思。

倫理目的在教人行善生活，思考與言行符合倫理的法則，使得生活有意義，生命有價值。而

發生在醫療過程中，有關醫療照護人員、病人、家屬及整個社會之間，與道德價值判斷相關的所

有議題都廣泛的包括在醫學倫理的範疇之內。

而醫學倫理有四個基本原則：一、尊重自主原則 --- 病人自主。二、不傷害原則 --- 切勿傷害

病人。三、行善原則 --- 利益病人。四、公平正義原則—對病人公平正義。必須在符合上述四個原

則之下為出發點，尊重病人的尊嚴及自主，進行對病人相關的醫療照護，才能對病人權益有所保

障，得到最佳的照顧及盡可能避免病人受到傷害。

醫療糾紛的來源常來自醫病間的溝痛不良所導致，缺乏溝通或溝通效果不佳造成彼此間的信

任不足與理解不同，就可能衍生認知差距。新的健康照護觀念，必須強調以「病人」為中心，醫

師必須放下身段，就病人所能理解的語句，事先說明治療計劃及相關應注意事項，而病人也應主

動提出疑問與醫師多請教，解除疑惑與確認醫師所傳達的信息，再經由確認彼此間的共識，才是

完好有效的溝通。才能有效減少沒有必要的醫療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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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眼神經麻痺於眼內針臨床應用病例報告
張益銓 1,3, 李育臣 2,3, 杜政昊 3

1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中醫部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3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背景與目的
動眼神經主管眼瞼張開、眼球上直、下直、內直與下斜肌動作，與瞳孔控制等功能，故其麻

痺會造成眼瞼下垂、眼球外下方偏移、複視、畏光、瞳孔放大等表現。本文欲以眼內針之介入檢

視其在動眼神經麻痺之臨床效應。

材料與方法
以德銳適拋棄式 30 號兩寸 ( 約 5cm) 特製圓頭針，於患側之睛明、球後、J 點 ( 於眼周外上角，

眼球與眼窩縫中約一至兩點鐘方向 ) 等穴處進行眼內針操作，每週 2 次，每次留針 20 分鐘，並觀

察患者動眼神經麻痺相關症狀之預後。

結果
案例一以眼內針介入 14 次後，眼瞼下垂情況完全改善且無其餘相關副作用與後遺症；案例二

以眼內針介入 24 次後，眼瞼下垂與眼球外下方偏移症狀完全改善，但眼球往上與往內上角追視時

仍有複視情況，直視與其餘方向則無影像重疊，後續亦無畏光與異常分泌之情況。此外，J 點或

較可避開已知解剖之動靜脈血管，或可改善或避免眼內針常見出血導致局部腫脹之臨床副作用。

結論
眼內針或能有效改善動眼神經麻痺之眼瞼下垂、眼球外下方偏移、複視、畏光等臨床表現與

縮短恢復時程，但仍需更多案例分析與具規模的實證醫學證據以檢視臨床效益與安全性。

關鍵字：動眼神經麻痺、眼內針、球後、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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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治療胎動不安之療效
顏素美 1, 葉麗月 2, 黃宣穎 2, 李雅惠 2, 陳郁璠 3, 洪弘昌 3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1 中醫科 2 護理科 3 內科

目的
安胎的中藥治療胎動不安應用已久，其成效如何，治療機轉又如何，不得而知，本研究旨在

以文獻回顧法，探討中藥治療胎動不安之成效。

方法
搜尋 PubMed、Ebscohost/CINAHL、CEPS/CETD、CNKI 等資料庫有關胎動不安患者以中

藥治療的臨床對照試驗。檢索時間： 2019/01 至 2020/10，關鍵字：中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胎動不安 (Abortion) 。納入條件為： (1) 參與者為胎動不安的孕婦； (2) 以中藥為介

入措施； (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r Controlled trial。排除條件為：摘要、非中文或英文文獻、

無全文者。篩選流程：兩位作者按納入與排除條件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評價品質，並以協

商方式解決分歧。品質評估：依 Greenhalgh (1997) 之實證等級及 Oremus 等人 (2001) 的 modified 
Jadad scale 評定品質。

結果
搜尋結果共計 41 篇研究，32 篇被排除，最後篩選出 9 篇文章進行文章的分析與統整。被

排除的文章中，綜論 2 篇，非臨床實驗性研究 7 篇，混合它法 23 篇。11 篇研究 Modified Jadad 
scale 之平均分數為 4.3 分。12 種評估工具中，以彭皇青等人 (2020) 使用最多項 ( 共使用 5 項，包

括：有效率、出血停止時間、腰痛緩解時間、腹痛緩解時間、妊娠成功率 ) 。30 種中藥中以『菟

絲子』使用頻率最多 ( 有 7 篇使用，佔 8.4%)、其次為『黨參』、『山藥』、『白朮』 ( 各有 6 篇

使用，各佔 7.2%)、『黃耆』、『白芍』 ( 各有 5 篇使用，各佔 6.0%)、『甘草』、『熟地』、

『杜仲』 ( 各有 4 篇使用，各佔 4.8%)、『苧麻根』、『砂仁』 ( 各有 3 篇使用，各佔 3.6%) 。
參與的研究對象共 772 人、其中參與個案人數最少為 52、最多為 200。年齡最小為 20 歲、最大

為 40 歲。中藥治療胎動不安之療效：可有效提升胎動不安患者生殖內分泌激素 ( 如： 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Estrogen 及 Progesterone)、糾正 Th1/Th2 細胞因子的病理性失衡，下調

血清 CA125、Homocysteine 和中醫證候積分，促進患者生殖功能的恢復，縮短陰道止血時間，提

高妊娠成功率。中藥治療胎動不安之機轉：黃耆可調節 Th1/Th2 細胞因子；白朮、杜仲可抑制子

宮收縮；菟絲子、桑寄生、續斷及阿膠能有效調節下丘腦 - 垂體 - 卵巢的促黃體功能，促進血清

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及 Progesterone 的增長，降低 CA125 及 Homocysteine 水平。

結論
本研究歸納中藥治療胎動不安之成效、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中藥與使用頻率，結果顯示胎

動不安患者，應用中藥治療，能夠有效調節生殖內分泌激素 (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Estrogen 及 Progesterone)、Th1/Th2 細胞因子，促進生殖功能的恢復，提高妊娠成功率，具有臨

床實際應用價值。

關鍵字：中藥、胎動不安、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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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湯治療產後惡露不絕之實證療效
顏素美 1, 洪弘昌 2, 林慈恩 3, 陳玉如 3, 黃宣穎 3, 葉麗月 3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1 中醫科 2 內科 3 護理科

目的
惡露是胎盤與子宮壁剝離之後產生的餘血濁液，產後惡露不絕，指的是產婦在分娩後 20 天以

上仍出現血性惡露，並伴有不同程度的腹痛，神疲乏力等症狀，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品質。本研

究旨在以文獻回顧法，探討生化湯治療產後惡露不絕之實證療效。

方法
搜尋 PubMed、Ebscohost/CINAHL、CEPS/CETD、CNKI 等資料庫有關產後惡露不絕患者以

生化湯治療的臨床對照試驗。檢索時間： 2019/01 至 2020/10，關鍵字：『Sheng-Hua decoction ( 生
化湯 ) 』、『Prolonged lochia ( 惡露不絕 ) 』。納入條件為： (1) 參與者為產後惡露不絕患者； (2) 
以生化湯為介入措施； (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r Controlled trial。排除條件為：摘要、非

中文或英文文獻、無全文者。篩選流程：兩位作者按納入與排除條件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

評價品質，並以協商方式解決分歧。品質評估：依 Greenhalgh (1997) 之實證等級及 Oremus 等人 
(2001) 的 modified Jadad scale 評定品質。

結果
搜尋結果共計 22 篇研究，12 篇被排除，最後篩選出 10 篇文章進行文章的分析與統整。被

排除的文章中，非臨床實驗性研究 4 篇，混合它法 8 篇。所選取的文章 Modified Jadad 品質計

分平均為 4.0 分。13 種評估工具中，以徐曉英等人 (2020) 和王琳 (2019) 使用最多項 ( 各使用 6
項，徐曉英等人 (2020) 使用：有效率、中醫證候積分、不良反應、Hemoglobin、White blood cell 
count、C-reactive protein；王琳 (2019) 使用：惡露總量、子宮高度、惡露持續時間、Whole blood 
low shear viscosity、Plasma viscosity、Erythrocyte aggregation index) 。26 種中藥中以『當歸』、

『桃仁』、『炮薑』使用頻率最多 ( 各有 10 篇使用，各佔 12.5%)、其次為『川芎』 ( 有 9 篇使用，

佔 11.3%)、『甘草』、『益母草』 ( 各有 8 篇用，各佔 10.0%)、『牛膝』、『山楂』 ( 各有 3 篇

使用，各佔 3.8%)、『紅花』 ( 有 2 篇使用，佔 2.5%) 。參與的研究對象共 1,102 人、其中參與個

案人數最少為 30、最多為 274。年齡最小為 20 歲、最大為 45 歲。生化湯治療產後惡露不絕之實

證療效：生化湯有養血和血、祛瘀生新之功效，可改善血液高凝狀態 ( 如 Whole blood low shear 
viscosity、Whole blood high shear viscosity、Plasma viscosity、Erythrocyte aggregation index)，
減輕炎症反應 (C-reactive protein、White blood cell count、Tumor necrosis factor-α 水平 )，促進子

宮復舊，有效降低不良反應，快速緩解患者的腹痛、神疲乏力等中醫證候積分，減少血性惡露量，

降低血性惡露持續時間，減少惡露延長的發生率。生化湯治療產後惡露不絕之機轉： 生化湯能

增強患者子宮平滑肌的收縮，具有抗血栓、活血、抗發炎和鎮痛作用，能降低產婦子宮內膜組織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 (MMP-9，子宮內膜基質金屬蛋白酶 -9) 的表達，升高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 (TIMP-1，子宮內膜基質金屬蛋白酶抑制物 -1) 的表達，降低血液中炎性指

標。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生化湯能止血，鎮痛，抗發炎，促進子宮平滑肌的收縮，治療產後惡露不絕

效果顯著，值得推廣應用。

關鍵字：生化湯、惡露不絕、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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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治療對化療所致骨髓抑制之實證成效
顏素美 1, 賴卉蓮 1, 李文惠 2, 黃宣穎 2, 洪弘昌 3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1 中醫科 2 護理科 3 內科

目的
艾灸療法在治療化療所致骨髓抑制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其成效如何，治療機轉又如何，不得

而知，本研究旨在以文獻回顧法，探討艾灸治療對化療所致骨髓抑制之實證成效。

方法
用關鍵字『Moxibustion ( 艾灸 ) 』、『Chemotherapy-induced myelosuppression ( 化療所致

骨髓抑制 ) 』，進行搜尋 2012/01 至 2020/08 期間 PubMed、Ebscohost/CINAHL、CEPS/CETD、

CNKI 等資料庫有關艾灸治療對化療所致骨髓抑制的臨床對照試驗。納入條件為： (1) 參與者為化

療所致骨髓抑制患者； (2) 以艾灸療法為介入措施； (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r Controlled 
trial。排除條件為：摘要、非中文或英文文獻、無全文者、非 2012/01 至 2020/08 發表。篩選流程：

兩位作者按納入與排除條件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評價品質，並以協商方式解決分歧。品質

評估：依 Greenhalgh (1997) 之實證等級及 Oremus 等人 (2001) 的 modified Jadad scale 評定品質。

結果
搜尋結果共計 36 篇研究，26 篇被排除，最後篩選出 10 篇文章進行文章的分析與統整。被

排除的文章中，綜論 1 篇，無全文 13 篇，非臨床實驗性研究 9 篇，非艾灸 3 篇。所選取的文章

Modified Jadad 品質計分平均為 3.9 分。7 種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中以林婉冰等人 (2017) 和越慧萍

等人 (2013) 使用最多項 ( 各使用 3 項，林婉冰等人 (2017) 使用：有效率、發生率、white blood 
cell；越慧萍等人 (2013) 使用：有效率、滿意度、護理品質 ) 。12 種艾灸穴位中以『膈俞』使用

頻率最多 ( 有 6 篇使用，佔 20.7%)、其次為『腎俞』、『大椎』 ( 各有 5 篇使用，各佔 17.2%)、『足

三里』 ( 有 4 篇使用，佔 13.8%)、『關元』 ( 有 2 篇使用，佔 6.9%) 。參與的研究對象共 537 人、

其中參與個案人數最少為 30、最多為 97。年齡最小為 18 歲、最大為 74 歲。艾灸治療對化療所致

骨髓抑制之成效：艾灸能有效治療化療後的骨髓抑制，提升白血球、紅血球和血小板的數量，提

高腫瘤患者的滿意度、護理品質和生活品質。艾灸緩解骨髓抑制之機轉：艾灸可激活患者體內多

種酶類的活性，同時升高白血球、紅血球和血小板，從而增強身體免疫力。

結論
本研究歸納艾灸治療對化療所致骨髓抑制之實證成效、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穴位與使用頻

率，結果顯示對於惡性腫瘤化療所致骨髓抑制患者，行中醫艾灸治療，能明顯提升白血球、紅血

球和血小板的數量，臨床療效好，無任何副作用，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關鍵字：艾灸治療、化療所致骨髓抑制、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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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景天輔助治療預防高山症之實證療效
顏素美 1, 許韶芸 2, 林慈恩 2, 沈千莉 2, 李雅惠 2, 李文惠 2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1 中醫科 2 護理科

目的
紅景天能改善高山症患者的症狀，是否為真 ? 不得而知，本研究以系統文獻回顧法，探討紅

景天輔助治療對高山症之影響，為高山症的防治提供更多參考依據。

方法
搜尋 2005/01至 2020/07發表於 PubMed、Ebscohost/CINAHL、CEPS/CETD、CNKI等資料庫，

用關鍵字：紅景天 (Rhodiola rosea L)、高山症 (Mountain sickness)，進行搜尋國內外以紅景天為

介入措施應用於改善高山症之實驗性研究。納入條件為：(1) 參與者為高山症患者；(2) 以紅景天

為介入措施；(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r Controlled trial。排除條件為：摘要、非中文或英

文文獻、無全文者、非 2005/01 至 2020/07 發表。依 Greenhalgh(1997) 之實證等級及 Oremus 等人

(2001) 的 Modified Jadad scale 評定品質分數，分數愈高代表文章實證品質愈高。

結果
搜尋結果共計 81 篇研究，70 篇被排除，最後篩選出 11 篇文章進行文章的分析與統整。被排

除的文章中，綜論 3 篇，無全文 21 篇，非臨床實驗性研究 44 篇，混合他法 2 篇。所選取的文章

Modified Jadad 品質計分平均為 4.1 分。參與的研究對象共 1,357 人，其中個案數最少為 54 人，

最多為 301人。年齡最小為 17歲，最高為 47歲。11種評估工具中以段煒等人 (2015)使用最多項 (共
使 用 8 項， 包 括：Acute mountain sickness grade、Bloodoxygen saturation、Heart rate、Systolic 
blood pressure、Diastolic blood pressure、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pressure、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發生率 )。紅景天預防高山症之實證療效：紅景天對高山症具有良好的預防作

用，可明顯降低高山症症狀及發生率，改善心血管和大腦生理狀況，增強對高原高寒的耐受能力。

紅景天改善高山症之機制：紅景天可能通過增加心搏輸出量，減慢心率，節約心臟耗能，提高

心臟泵血工作效率，升高血氧飽和度，降低 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pressure、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預防急性高山症的發生。

結論
本研究歸納紅景天輔助治療預防高山症之實證療效、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與使用頻率，結果

顯示紅景天能升高血氧飽和度，降低 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pressure、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預防急性高山症的發生，無明顯不良反應，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關鍵字：紅景天、高山症、實驗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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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輔助治療中風後失語之實證成效
顏素美 1, 張慈文 1, 賴卉蓮 1, 洪弘昌 2, 林秋子 3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1 中醫科 2 內科 3 護理科

目的
針灸療法在輔助治療中風後失語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其成效如何，治療機轉又如何，不得而

知，本研究旨在以文獻回顧法，探討針灸輔助治療中風後失語之實證成效。

方法
搜尋 PubMed、Ebscohost/CINAHL、CEPS/CETD、CNKI 等資料庫有關針灸輔助治療對中風

後失語的臨床對照試驗。檢索時間：2015/01至 2020/09，關鍵字：「Acupuncture (針灸 )」、「Aphasia 
after stroke ( 中風後失語 )」。納入條件為： (1) 參與者為中風後失語患者； (2) 以針灸療法為介

入措施； (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r Controlled trial。排除條件為：摘要、非中文或英文文

獻、無全文者、非 2015/01 至 2020/09 發表。篩選流程：兩位作者按納入與排除條件獨立篩選文

獻、提取資料、評價品質，並以協商方式解決分歧。品質評估：依 Greenhalgh (1997) 之實證等級

及 Oremus 等人 (2001) 的 modified Jadad scale 評定品質分數，分數愈高代表文章實證品質愈高。

結果
搜尋結果共計 31 篇研究，21 篇被排除，最後篩選出 10 篇文章進行文章的分析與統整。

被排除的文章中，綜論 1 篇，無全文 3 篇，非臨床實驗性研究 14 篇，非針灸 3 篇。10 篇研究

Modified Jadad scale 之平均分數為 4.1 分。11 種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中以張虎等人 (2017) 使用最

多項 ( 共使用 4 項，包括：言語功能、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Aphasia Examination、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Hamilton Anxiety Scale) 。26 種針灸穴位中以『頭皮針』、『廉泉』

使用頻率最多 ( 各有 6 篇使用，各佔 10.2%)、其次為『足三里』 ( 有 4 篇使用，佔 6.8%) 。參與

的研究對象共 826 人、其中參與個案人數最少為 60、最多為 120。年齡最小為 21 歲、最大為 79 歲。

針灸輔助治療中風後失語之成效： 能有效提升語言功能 ( 書寫能力、復述能力、閱讀能力、理解

能力 )、增進生活品質，改善患者的神經功能，降低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評分、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Severity 評分。針灸輔助治療中風後失語之機轉： 1. 針灸可提高神經元

的興奮性，發揮中樞神經的可塑性與重組作用，提高刺激量與訊息輸入量，促進語言神經功能的

激活。2. 能有效促進血管痙攣的緩解，改善血液流變學指標，使腦組織神經細胞機能的恢復，促

進患者語言功能的改善。

結論
本研究歸納針灸輔助治療中風後失語之成效、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穴位與使用頻率，結果

顯示針灸輔助治療能緩解患者中風後失語的臨床症狀，提升生活品質，改善患者的神經功能，值

得臨床推廣應用。

關鍵字：針灸輔助治療、中風後失語、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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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輔助治療突發性耳聾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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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突發性耳聾是一種原因不明的突發性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疾病，起病急驟，進展快速，患者

可在數分鐘至 3 天內出現聽力急劇下降，屬疑難急症之一。針灸能刺激神經，改善突發性耳聾，

是否為真 ? 不得而知，本研究以系統文獻回顧法，探討針灸輔助治療突發性耳聾的療效。

方法
搜尋 2018/01-2020/10 發表於 PubMed、Ebscohost/CINAHL、CEPS/CETD、CNKI 資料庫，

用關鍵字『Acupuncture ( 針灸 ) 』、『Sudden deafness ( 突發性耳聾 ) 』，進行搜尋國內外以針

灸為介入措施應用於改善突發性耳聾之實驗性研究。納入條件為： (1) 參與者為突發性耳聾患者； 
(2) 以針灸療法為介入措施； (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r Controlled trial。排除條件為：摘要、

非中文或英文文獻、無全文者、非 2018/01-2020/10 發表。篩選流程：審查員依據關鍵字、納入 /
排除條件檢索，篩選出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章，進而評估文獻之研究品質，並以協商方式解決

分歧。依 Greenhalgh (1997) 之實證等級及 Oremus 等人 (2001) 的 modified Jadad scale 評定品質

分數，分數愈高代表文章實證品質愈高。

結果
搜尋結果共計 71 篇研究，61 篇被排除，最後篩選出 10 篇文章進行文章的分析與統整。

被排除的文章中，綜論 2 篇，無全文 47 篇，非臨床實驗性研究 10 篇，非針灸 2 篇。所選取的

文章 Modified Jadad 品質計分平均為 3.5 分。11 種評估工具中，以王艷麗等人 (2019) 使用最多

項 ( 共 使 用 6 項， 包 括：Soluble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gA、IgG、IgM、聽力恢復程度積分、有效率 ) 。19 種穴位中以『聽宮穴』使用頻

率最多 ( 有 10 篇使用，佔 17.0%)，其次為『聽會穴』 ( 有 9 篇使用，佔 15.3%)、『耳門穴』、『翳

風穴』 (各有 7篇使用，各佔 11.9%) 。參與研究對象共 894人，個案數最少為 80人，最多為 108人。

年齡最小為 19 歲，最高為 71 歲。針灸輔助治療突發性耳聾的療效：針灸輔助治療可以有效調節

突發性耳聾患者的血液流變學，緩解血瘀癥狀，改善聽力、眩暈、耳鳴、耳悶症狀，降低 Soluble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和 IgA、IgG、IgM 水平，

提高日常生活能力。針灸輔助治療突發性耳聾的機轉：針灸能調節耳內微循環，增強內耳毛細血

管通透性，提高內耳組織的含氧量和血氧濃度，最終促進耳聾疾病好轉。

結論
本研究歸納針灸輔助治療突發性耳聾的療效、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穴位與使用頻率，結果

顯示針灸輔助治療能改善突發性耳聾的聽力、眩暈、耳鳴、耳悶症狀，降低 Soluble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和 IgA、IgG、IgM 水平，療效確切，

不良反應少，安全有效可靠，應用價值高。

關鍵字：針灸、突發性耳聾、；實驗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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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三伏貼防治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之療效
顏素美 1, 林慈恩 2, 李文惠 2, 陳美慧 2, 柯靜慧 2, 沈千莉 2

1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中醫科
2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護理科

目的
三伏貼應用於防治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流傳甚廣，其成效如何，治療機轉又如何，不得而知，

本研究旨在對三伏貼防治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之療效進行系統文獻回顧。

方法
搜尋 2015/01 至 2020/10 發表於 PubMed、Ebscohost/CINAHL、CNKI 和 CEPS/CETD 資料庫，

用關鍵字『Sanfu stickers ( 三伏貼 ) 』、『Infantile 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 小兒反復

呼吸道感染 ) 』，進行搜尋以三伏貼為介入措施應用於改善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之實驗性研究。

納入條件為： (1) 參與者為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患者； (2) 以三伏貼為介入措施； (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r Controlled trial。排除條件為：摘要、非中文或英文文獻、無全文者。篩選流程：

兩位作者按納入與排除條件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評價品質，並以協商方式解決分歧。品質

評估：依 Greenhalgh (1997) 之實證等級及 Oremus 等人 (2001) 的 modified Jadad scale 評定品質。

結果
搜尋結果共計 13 篇研究，3 篇被排除，最後篩選出 10 篇文章進行文章的分析與統整。被排

除的文章中，非臨床實驗性研究 1 篇，混合它法 2 篇。10 篇研究 Modified Jadad scale 之平均分數

為 3.5 分。參與的研究對象共 2,370 人，其中參與個案人數最少為 90，最多為 885。年齡最小為 1
歲，最大為 18 歲。9 種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中，以張平等人 (2020) 使用最多項 ( 共使用 5 項，包括：

有效率、中醫證候積分、發作次數、發作程度、不良反應 ) 。11 種常用穴位中以『肺俞』使用頻

率最多 ( 有 10 篇使用，佔 24.4%)，其次為『膻中』、『定喘』 ( 各有 6 篇使用，各佔 14.6%)，『大

椎』 ( 有 4 篇使用，佔 9.8%)，膏肓』、『膈俞』、『心俞』 ( 各有 3 篇使用，各佔 7.3%)、『脾

俞』、『腎俞』、『大杼』 ( 各有 1 篇使用，各佔 2.4%) 。三伏貼防治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之療

效： 可有效減少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發作次數、發作程度及發病持續時間，改善中醫證候積分和

臨床症狀，明顯提高患兒的免疫力。三伏貼防治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之機轉： 有效增高血清免疫

球蛋白 IgG、IgA 及 T 細胞亞群 CD4~+、CD4~+/CD8~+ 指標，降低 CD8~+，調節身體免疫功能，

增強身體免疫力。

結論
本研究歸納三伏貼防治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之療效、測量指標 / 評估工具、穴位與使用頻率，

結果顯示臨床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患者，應用三伏貼治療，能夠減少小兒反復呼吸道發作次數，

緩解發病嚴重程度，調節身體免疫功能，增強身體免疫力，具有臨床實際應用價值。

關鍵字：三伏貼、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實驗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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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科雜病心法 » 小兒疳積的方藥規律探討
Discussion on the prescription rule of in «The Mastery of Miscellaneous 

Diseases in Childhood» for malnutrition in children
林文瀚 1, 林庭竹 1, 林立偉 1, 吳龍源 1,2

1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高雄，台灣
2 吳龍源中醫診所，台北，台灣

一、前言
疳證，亦稱 ” 疳積 ”，作為病名最早出現在《顱囟經》，而《太平聖惠方》首次將疳證作為兒

科專有病名，屬於兒科四大證之一。臨床表現以形體消瘦、面色無華、毛髮乾枯，精神萎靡及飲

食異常為特徵指小兒，病因以脾胃虛損，運化失司，以致氣液耗傷、肌膚失養而形成的慢性疾病。

屬於現代醫學的幼兒的營養不良 (malnutrtion) 範疇，包含消瘦、發育遲緩、微量元素缺乏等。依

據 WHO 統計，全球目前有一億 4400 萬的兒童有慢性營養不良的問題。臨床以測量身高、體重及

群體平均標準差與前臂中段臂圍來作為急、慢性營養不良與嚴重度評估的標準。其中，急性營養

不良以消瘦特徵、BMI 低下為主；慢性營養不良以線性身高發育遲緩為主。透過水腫有無及理學

檢查可區分為消瘦型 (marasmus) 和水腫性營養不良型 (kwashiorkor)。

本篇研究透過統計來分析探討 « 幼科雜病心法 » 中小兒疳積的遣方用藥規律。

二、方法
依據集文書局出版《幼科雜病心法》，採用 “ 疳證 ”、“ 脾疳 ”、“ 疳瀉 ”、“ 疳腫脹 ”、“ 疳痢 ”、“ 肝

疳 ”、“ 心疳 ”、“ 疳渴 ”、“ 肺疳 ”、“ 腎疳 ”、“ 腦疳 ”、“ 眼疳 ”、“ 鼻疳 ”、“ 牙疳 ”、“ 脊疳 ”、“ 蛔疳 ”、”
無辜疳 “、” 丁奚疳 “、” 哺露疳 “ 等關鍵字進行搜索。重複出現則選其中一味，方藥之加減不列入。

藥物名稱及功效以衛生福利部編印中華民國 107 年《台灣中藥典第三版》輸入 Excel 統計歸納。

三、結果
本文探討《幼科雜病心法》中涉及疳證相關方藥共 140 味中藥，總頻數為 441 次，根據衛生

福利部編印中華民國 107 年《台灣中藥典第三版》之功效作分類，統計在各類中藥中所含藥物。

如表一，其中補虛藥、清熱藥、利水滲濕藥的藥味依序為前三名。由表二可知補虛藥出現的頻數

最多，其次依序為清熱藥及利水滲濕藥。由表三統計歸經多歸為脾、心、胃經。最高頻次中藥使

用分別為黃連及甘草。

表一、《幼科雜病心法》疳證藥物功效分類

功效分類 藥物名稱

補虛藥 人參、大棗、山藥、天門冬、甘草、白朮、白芍、石斛、百合、米、羊肝、炙甘草、

阿膠、扁豆、麥門冬、黃耆、當歸、蜂蜜、熟地黃、豬骨髓、龍眼肉、鱉甲

清熱藥 元參、天花粉、牛黃、生地黃、石膏、地骨皮、竹葉、牡丹皮、赤芍、夜明沙、

知母、青蒿、青黛、胡黃連、夏枯草、桃白皮、梔子、連翹、犀角、黃芩、黃連、

黃蘗、熊膽、銀柴胡、龍膽草

利水滲濕藥 木通、茯苓、茯神、茵陳蒿、滑石、澤瀉、燈心草、薏苡仁

驅蟲藥 使君子、苦楝皮、貫眾、雷丸、蕪荑、檳榔、鶴蝨

解表藥 升麻、木賊、生薑、白芷、防風、羌活、柴胡、菊花、薄荷、蟬蛻、蘇葉

化痰止咳平喘藥 天竺黃、半夏、白芥子、杏仁、貝母、枇杷葉、前胡、桑白皮、桔梗、馬兜鈐、

豬膽汁

理氣藥 川楝子、木香、青皮、枳殼、苦楝子、陳皮

外用藥及其他 人中白、油髮灰、胡粉、雄黃、綠礬、輕粉、蝸牛殼、蝸角肉、蟾酥、蟾蜍

消食藥 山楂、五穀蟲、神麴、麥芽、穀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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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分類 藥物名稱

瀉下藥 大黃、芒硝、蘆薈

活血祛瘀藥 三稜、川芎、五靈脂、桃仁、莪朮

收澀藥 五倍子、肉豆蔻、荷葉、訶黎勒、樗根皮、蓮子

開竅藥 冰片、龍腦、麝香

平肝息風藥 地龍、珍珠、羚羊角、蛤粉、蒺藜

安神藥 金箔、硃砂

芳香化濕藥 厚朴、縮砂、藿香

溫裏藥 丁香、吳茱萸、細辛

止血藥 白皮、地榆

祛風濕藥 蛇蛻

湧吐藥 瓜蒂

表二、《幼科雜病心法》疳證藥物中藥藥類頻數分析表

功效分類 味數 頻數 累計頻數 頻率 (%) 累積頻率 (%)
補虛藥 22 99 99 22.45 22.45
清熱藥 25 95 194 21.54 43.99

利水滲濕藥 8 35 229 7.94 51.93
驅蟲藥 7 33 262 7.48 59.41
解表藥 11 26 288 5.90 65.31

化痰止咳平喘藥 11 24 312 5.44 70.75
理氣藥 6 21 333 4.76 75.51

外用藥及其他 10 20 353 4.54 80.05
消食藥 5 20 373 4.54 84.58
瀉下藥 3 17 390 3.85 88.44

活血祛瘀藥 5 10 400 2.27 90.70
收澀藥 6 9 409 2.04 92.74
開竅藥 3 9 418 2.04 94.78

平肝息風藥 5 6 424 1.36 96.15
安神藥 2 5 429 1.13 97.28

芳香化濕藥 3 5 434 1.13 98.41
溫裏藥 3 3 437 0.68 99.09
止血藥 2 2 439 0.45 99.55

祛風濕藥 1 1 440 0.23 99.77
湧吐藥 1 1 441 0.23 100.00

表二、《幼科雜病心法》疳證藥物中藥藥類頻數分析表



2021

2021 1 3 202113

114

表三、12 味高頻數藥物出現頻數、頻率、藥物功效、歸經分佈

藥物 頻數 頻率 (%) 累積頻率 (%) 藥物功效 歸經

黃連 15 3.40 3.40 清熱藥 心脾胃肝膽大

腸

甘草 14 3.17 6.58 補虛藥 心肺脾胃

胡黃連 12 2.72 9.30 清熱藥 肝胃大腸

燈心草 11 2.49 11.79 利水滲濕藥 心肺小腸

人參 10 2.27 14.06 補虛藥 脾肺心

蘆薈 10 2.27 16.33 瀉下藥 肝胃大腸

生地黃 9 2.04 18.37 清熱藥 心肝腎小腸

使君子 9 2.04 20.41 驅蟲藥 脾胃

陳皮 9 2.04 22.45 理氣藥 肺脾

當歸 9 2.04 24.49 補虛藥 肝心脾

蕪荑 9 2.04 26.53 驅蟲藥 脾胃

炙甘草 9 2.04 28.57 補虛藥 心肺脾胃

表四、12 味高頻數藥物歸經分佈品相數

歸經 藥物品項 品項數目 歸經 藥物品項 品項數目

肝 黃連、胡黃連、蘆薈、生地黃、

當歸

5 腎 生地黃 1

心 黃連、甘草、燈心草、人參、生

地黃、當歸、炙甘草

7 胃 黃連、甘草、胡黃連、蘆薈、使

君子、蕪荑、炙甘草

7

脾 黃連、甘草、人參、使君子、陳

皮、當歸、蕪荑、炙甘草

8 大腸 黃連、胡黃連、蘆薈 3

肺 甘草、燈心草、人參、陳皮、炙

甘草

5 小腸 燈心草、生地黃 2

膽 黃連 1

圖二 、12 味高頻數藥物歸經分佈品相數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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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從本研究發現以下結論：

1. 《幼科雜病心法》中涉及疳證相關方藥共 140 味中藥，總頻數為 441 次。

2. 依據《台灣中藥典第三版》之功效作分類，統計前三名依序為 22.45% 的補虛藥，21.54% 的

清熱藥，7.94% 的利水滲濕藥。其中補虛藥與清熱藥兩種功效藥物累積頻率達將近半數的

43.99%。其餘藥物頻率百分比皆小於 10%，第三名的利水滲濕藥物與驅蟲藥分別為 7.94% 與

7.48%。此外，統計發現中藥藥類頻數最少的屬於分別 1 次的祛風濕藥與湧吐藥。

3. 統計發現，最高頻率百分比前五名的中藥依序為黃連 (3.40%)、甘草 (3.17%)、胡黃連 (2.72%)、
燈心草 (2.49%)、人參 (2.27%)、蘆薈 (2.27%) 共六種中藥，其中黃連和胡黃連屬於清熱藥物；

甘草和人參屬於補虛藥；燈心草屬於利水滲濕藥；蘆薈屬於瀉下藥。

4. 透過中藥功效將 12 味高頻數藥物分類，可見屬於清熱藥的黃連、胡黃連、生地；補虛藥有甘草、

人參、當歸、炙甘草；利水滲濕藥有燈心草；瀉下藥有蘆薈；驅蟲藥有使君子及蕪荑；理氣藥

有陳皮。

5. 由 12 味高頻數藥物的藥物歸經統計，前三名為依序為脾 (21%)、胃 (18%)、心 (18%)。

透過以上統計，我們可以得知《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的遣方用藥頻次與規律，謹將此

研究與各位同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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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孕症中醫用藥規律之研究 
- 以傅青主女科為例 -

Study of frequency of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for female infertility- 
mainly by Fu Qingzhu´s Medical Department for women

劉虹伶 1, 張吟平 1, 林立偉 1, 吳龍源 1,2

1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高雄，台灣
2 吳龍源中醫診所，台北，台灣

1、前言
根據 WHO 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的定義：不孕症是指夫妻在無避孕的正常性生活情況下，

經過一年仍無法懷孕。台灣不孕症比率約 10-15%，相當於每 7 對夫妻就有一對受不孕症的困擾。

藉由 1990-2017 年的全球性研究發現，女性不孕症的比率每年增加 0.37%，故探討不孕症在臨床

上具有其重要性。

傅青主為明清著名的婦科大家，《傅青主女科》為其代表性著作，書中種子門將不孕分為身

瘦不孕、胸滿不思食不孕、下部冰冷不孕、胸滿少食不孕、少腹急迫不孕、嫉妒不孕、肥胖不孕、

骨蒸夜熱不孕、腰酸腹脹不孕、便澀腹脹足浮腫不孕十種類型。本文就《傅青主女科》種子門對

女性不孕症方藥進行分析，以期闡明傅青主治療女性不孕症的用藥特點及配伍規律。

2、材料與方法
依據《傅青主男女科》將種子門中治療不孕症的十首方劑納入分析，但不列入加減的方藥。

藥物名稱及功效以衛生福利部編印中華民國 107 年《台灣中藥典第三版》以及《中醫藥物學》為

參考，輸入 Excel 中統計歸納。

3、結果
本文探討《傅青主女科》中涉及不孕相關方藥共 36 味中藥，總頻數為 81 次，根據衛生福利

部編印中華民國 107 年《台灣中藥典第三版》之功效作分類，統計在各類中藥中所含藥物。如表

一，其中補益藥、收澀藥、清熱藥的藥味依序為前三名。由表二可知補益藥出現的頻數最多，其

次依序為收澀藥及清熱藥。由表四統計歸經多歸為脾、肝、腎經。中藥頻次使用前三分別為白朮、

人參、巴戟天。

表一、《傅青主女科》女性不孕症藥物功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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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傅青主女科》女性不孕症藥物中藥藥類頻數分析表

圖一 、《傅青主女科》女性不孕症藥物中藥藥類頻數分析柱狀圖

表三、8 味高頻數藥物出現頻數、頻率、藥物功效、歸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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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8 味高頻數藥物歸經分佈品項數

圖二 、8 味高頻數藥物歸經分佈品項數圓餅圖

4、結論
從本研究發現以下結論：

1. 本篇研究《傅青主女科》治療女性不孕症所用的方藥規律後發現，中藥類別以補益藥頻次為最

大宗，接者依序為收澀藥和清熱藥。合併表一 ( 女性不孕症藥物中藥藥類頻數分析表 ) 及表三 (10
味高頻數藥物 ) 探討，補益藥中以白朮頻次數最高，收澀藥以芡實、五味子並列最高，清熱藥

則以牡丹皮為最多。

2. 分析《傅青主女科》關於女性不孕症所用的方藥規律及歸經分布後，發現傅青主女性不孕症用

藥五臟兼顧，其中以入脾、肝、腎經為主。傅氏於女性不孕症中藥使用頻次最高前五名分別為

白朮 ( 入脾、胃經 )、人參 ( 入脾、肺、心 )、巴戟肉 ( 入腎、肝 )、當歸 ( 入肝、心、脾 )、茯苓 ( 入
心、肺、脾、腎 )。

3. 《傅青主女科》云：「然則脾胃之氣雖充於脾胃之中，實生於兩腎之內。無腎中之水氣，則胃

之氣不能騰；無腎中之火氣，則脾之氣不能化。惟有腎之水火二氣，而脾胃之氣姑能升騰而不

降也」。認為女性不孕症治療應以補腎氣為主，兼補脾胃之氣，由表三得知白朮、人參、巴戟

天使用頻率最高，符合補腎運脾、益氣生血、陰陽並補、氣血共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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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婦女孕育過程，始終以氣血為依託。氣為陽、為火；血為陰、為水，氣血相互依存、相互為用。

婦人一生多損血、耗血、傷陰、損陽，常常「氣有餘而血不足」、「陰陽不相協調」。由表二

分析結果主要為補益藥、第二為固澀藥可暸解傅氏用藥把握氣血陰陽，從虛論治，時時不忘扶

正補虛，並輔以固澀加強扶正之功。

5. 綜上所述，傅氏認女性不孕病機上以虛證為主，在治療上以補腎健脾為主，兼以固澀扶本；以

補氣為主，補血為輔；溫陽為主，滋陰為輔，重視陰陽雙補。從圖二知道常用藥的歸經主要為脾、

肝、腎經符合傅氏女性不孕病機以及用藥思路，此觀點可供醫師作為辯證論治與臨床用藥參考。



2021

2021 1 3 202113

120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utomatic Tongue Diagnosis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mong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patients
Yu-Chen Huang1, Wen-Yu Hsu2, Yun-Tai Chen1, Tsung-Chieh Lee1, Hung-Mei Lai1, Li-Chun Deng1

1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Changhua, Taiwan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Changhua, Taiwan

Background
Observe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made an observational study, 

and perform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utomatic Tongue Diagnosis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fter 
the patients received the therapy. 

Materials and Methods
1. Inclusion criteria

 (1)  Patients who received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between 2016 and 2018.

 (2)  Patients who were between the age of 20 and 65 years old.

 (3)  Patients who signed the consent form of clinical trial.

After the selection, 67 patients were enrolled.

2. Statistical analysis

Take Autonomic-Nerve-Balance (LF/HF) as an indicator, LF/HF � 1 and LF/HF<1 as the 
boundary, separate the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Compare the patients ’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LF%), Para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HF%), and the feature 
of tongue diagnosis which included Fur thickness, tongue fissure, tooth mark, ecchymosis and red 
dot. 

Results
1.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nalysis

The data of 67 subjects was divided into Group A (LF/HF>1) and Group B (LF/HF<1) based 
on autonomic balance (LF/HF).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Group A 38 People 
(56.7%), LF/HF average value was 1.56 and Group B 29 people, the average LF/HF was 0.67. 

The HRV of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 which showed that those with higher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could regulate cardiac dynamics better.

2. Tongue feature

The ratio of thick fu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in fur in both group A and group B. Among 
them, 28 people (73.7%) had a higher ratio of thick fur in Group A and 19 people (65.5%) in 
Group B.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patients with higher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showed obvious 
constitution of phlegm-dampness.

In group A, the amount of tongue fissures, tooth marks, ecchymosis and red do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in group B,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atients with higher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showed more obvious body constitution of yin asthenia, qi asthenia, heat and blood stasis.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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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patients had higher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Those with 
higher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could regulate cardiac dynamics better, and show more obvious 
constitution of phlegm-dampness, yin asthenia, qi asthenia, heat and blood stasis.

Keywords：Automatic Tongue Diagnosis、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Tongue Fur、Tongue body、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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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omics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acupoint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A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n-Zhen Yu 余宛真 1, Chin-Ming Huang 黃進明 3, Chih Pin Chuu 褚志斌 4,Yu-Chen Lee 李育臣 1,2

1Graduate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Scienc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Taichung, Taiwan
2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3School of Post-Baccalaureate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4Institute of Cellular and System Medicin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Zhunan, Taiwan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Omics techniques, including genomics, proteomics, and metabolomic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effect. In ourprevious study, the scores of the 
Visual Analog Scale were decreased, and the passive and active range of knee motions were increased 
in the proximal-acupoint and distal-acupoint groups of the knee osteoarthritis. The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spectral-energy (SE) of the radial artery pulse wav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nferredas pain 
relief and blood-flow improvement. Both groupscouldundergo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treatment. 
To advance the previous work,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if there is any omic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ximal-acupoint group and the distal-acupoint group, thus examining the mechanism of curative 
effect of acupuncture. Additionally, Chinese medicine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constitution and diseases and the dynamic change of pulses and meridians during the disease 
development. These significances are in agreement with omics features about organism integrity, 
dynamic, and complexity. This study will adopt a Chinese medical body constitution survey, the SE 
changes of the radial artery pulse wave, and the meridian energy analysis of Ryodoraku to identify 
anydifferences in the omics.

Method
The study will recruit 60 participants, who meet the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KOA.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the participants need to have knee pain and 
experience three out of six symptoms in clinical practices, listing as follows： (a) any gender aged 50 
years or above； (b) have less than 30 minutes of morning stiffness； (c) crepitus on active motion； 
and (d) bony tenderness； (e) bony enlargement； and (f) no palpable warmth. The participantswill 
b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 the distal-acupoint treatment group (LI11, HT3 and TE10) and 
the proximal-acupoint treatment group (GB34, SP9 and EX-LE2). The study will last for five weeks. 
Each week has two sessions, as a total of ten sessions. The participants will have blood drawing in 
the following times： before the first acupuncture, after the fifth acupuncture session and the tenth 
acupuncture session, three weeks after the end of treatment. The study design is random and single-
blind.The primary outcome will come from the assessment： comparing the expressed differences of 
the genes, proteins, and metabolites of the two groups. The secondary outcome will be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of specific genes, proteins and metabolites that will be related to theChinese medical 
body constitution, the changes in the SE of the radial artery pressure wave, and the meridia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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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Outcome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 o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of unique genes, proteins and 

metabolites in different physical, meridian and pulse changes in the clinic, and establishing the 
objectivity of TCM diagnosis.

Keywords：knee osteoarthritis、acupuncture、genomics、proteomics、metabolomics、spectral 
energy、Ryodor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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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治療冠心病 - 病例報告
林信華 1,2, 張凱惟 1,3, 蘇郁婷 1, 陳方佩 1,3,4, 楊仁鄰 1,3,4*

1 臺北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部
2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3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
4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冠狀動脈心臟病乃是血管粥狀硬化變性最容易引起的一種疾病，目前只能進行控制，未來會

朝抗發炎、抗氧化及改善心肌纖維化的方向前進。

本病例是一名 66 歲男性，原住加拿大，2019 年 3~4 月間胸悶，6 月至加拿大醫院 MRI 檢查

一條冠狀動脈分支阻塞，有高血脂病史，2020 年 4 月台北榮民總醫院檢查 Echo： LVEF 62%、 
Persantin scan (+) 21% ischemia apical and septal walls of the left ventricle，患者暫不考慮心導管

手術治療，遂至本院傳統醫學部就診。

中醫辨證為氣滯血瘀、痰瘀阻絡，以活血化瘀、行氣通絡為治則，給予血府逐瘀湯合枳實薤

白桂枝湯為主方進行加減，透過核醫放射性鉈 -201 檢查比對中醫治療前後效果，LAD 阻塞程度

從 33% 減少為 12%，具有顯著療效。

關鍵字：冠心病、心絞痛、血府逐瘀湯、栝蔞薤白湯、枳實薤白桂枝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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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治療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之運動功能障礙
曾瑋涵 1,2, 張凱惟 1,3, 陳方佩 1,3,4, 楊仁鄰 1,3,4*

1 臺北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部
2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3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
4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腦中風患者約有三成為出血性中風，其中動脈瘤破裂導致的出血性中風又佔近八成，若併發

蛛網膜性下腔出血需注意是否有顱內壓升高，這類患者常合併神經認知功能障礙、癲癇和其他局

灶性神經功能缺損，易造成永久性的損害。

本案例為一名 43 歲的男性患者，於 2020 年 07 月 23 日因劇烈頭痛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就

醫，隨後發生後交通動脈梭狀動脈瘤破裂合併蛛網膜下腔出血，經過緊急治療後四肢仍癱軟無力，

右眼亦無力睜開，於 2020 年 08 月 24 日會診傳統醫學部進行針刺治療，期間以 1~1.5 寸針刺額五

針、四關穴、足三里、內關、陽陵泉等穴，進行每周三次，一次 15~20 分鐘的治療，持續 11 週，

患者運動功能恢復成效良好，以肌力測試評估也有顯著改善。

關鍵字：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運動功能障礙、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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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治療睡眠呼吸中止症之病例報告
梁曦 1,2, 張凱惟 1,3, 陳方佩 1,3,4, 龔彥穎 1,3,4*

1 臺北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部
2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

3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
4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本病例是一位五十八歲男性，自 2018 年起，伴侶描述患者夜間打鼾聲巨大，呼吸時常中止且

終止時間長，需強刺激將其搖醒，遂至臺北榮民總醫院進行氣道評估，發現其 Mallapati 分級為 4，
同時於臺北榮總睡眠門診，進行多項生理檢查 (polysomnography, PSG) 顯示為嚴重阻塞性睡眠呼

吸中止症，於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北榮傳統醫學部門診尋求針刺治療，期望能改善白日嗜睡、

夜間打鼾聲大且睡眠呼吸中止之不適感。

針刺治療以化痰除瘀，清熱滋陰治則為主，持續 11 個月治療，患者夜間打鼾聲大且睡眠呼吸

中止病情已穩定改善，且白日嗜睡情形已大幅減緩。本病例報告可提供中醫治療睡眠呼吸不暢之

有效臨床案例探討。

關鍵字：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嗜睡、針刺、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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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熱化溼、疏肝健脾、行氣活血治療克隆氏症
吳璟凰 1,2, 曾偉婷 1, 林虹均 1, 陳國豐 1, 張清貿 1,3,4,*

1 臺北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部
2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中醫學系

3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
4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克隆氏症 (Crohn’s Disease) 是一種發炎性腸道疾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好

發年齡為 20 至 40 歲，女男比例約為 1.1：1，目前致病機轉未明，可能與自體免疫紊亂、基因

遺傳、環境因素與營養不良因素有關。克隆氏症主要侵犯口腔至肛門的任一段消化道，常見位

置為迴腸末端，病灶特徵為跳躍性、整層腸壁發炎。克隆氏症的臨床表現具有多樣性，常見的症

狀包含慢性腹痛、腹瀉、血便、全身無力等，且因為整層腸壁發炎，亦可能形成潰瘍、膿瘍或瘻

管，持續發炎而纖維化則可能進一步造成腸道狹窄。臨床治療上以 Mesalazine、Corticosteroid、
Azathioprine、生物製劑，但由於目前治療上普遍存在療效不佳、藥物副作用及價格昂貴等因素，

因此部分患者尋求中西醫整合醫學療法進行治療。

本病例為一名 28 歲男性罹患克隆氏症，於 2019 年 12 月至臺北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部中醫內

科門診就診，主訴腹部脹痛、大便頻且鬆散已兩年，且壓力較大或緊張時會加重。中醫辨證為溼

熱內蘊、肝鬱脾虛、氣滯血瘀，治以清熱化溼、疏肝健脾、行氣活血，中醫治療一個月後，患者

自述排便頻率自每日 2 至 3 行減至 1 至 2 行，大便質地由軟散漸成形，患者持續服藥 5 個月期間，

大便頻率已可維持每日 1-2 行、質地成形及腹脹痛頻率減少，於第六次回診時告知腹脹痛之症狀

已無。本病例報告希冀能提供整合中西醫療法治療克隆氏症患者，緩解患者腸胃道發炎之不適症

狀，並維持疾病緩解不致復發，得以維持生活品質。

關鍵字： 克隆氏症、中藥、清熱化溼、疏肝健脾、行氣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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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ssessment of Acupressure on clinical nurse 
with chronic stiff neckand insomnia

Wan-Li Chiang1, Pei-Hsin Chen1, Chun-Ling Chen2, Jia-Yun Chen1, Sung Yen Huang1

1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2Division of Chest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Background/Objectives 
Stiff neck and insomnia are common problemsfor clinical nurse. A stiff neck is typically 

characterized by soreness and difficulty moving the neck. It may also beaccompanied by headache, 
neck pain, shoulder pain, back pain and insomnia. Insomnia is a sleep disorderassociated with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maintaining sleep, or early morning awakening. Both Stiff neck and insomnia 
will reduc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clinical nurse staff, and the medical care will also be impacted 
as a resul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acupressure on clinical nurse with 
chronic stiff neck and insomnia.

Methods 
In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30clinical nurses with chronic stiff neck and insomnia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in the wards of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In the treatment group, participants received acupressure therapy atthe same 12 acu-points (GB20-
bilateral, EX-HN22-bilateral, GB21-bilateral, BL43-bilateral, SI11-bilateral, HT7-bilateral),and each 
acupoint takes one minute.Acupressure is applied once a day for 5 days.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cupressure on fake acu-points.Two scales are adopted to record the feedback from participants, 
including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 (NMQ)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the data will becollected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for stiff neck and insomnia.

Data was analyzed by using independent t-test, paired t-test and Wilcoxon rank-sum test with 
SAS 9.4.

Result
All 30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into two study groups, including 15 subjec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15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able 1, thevariation of VAS score on neck, shoulder 
and back pain improved more in treatment group after acupressure thearpy (p=0.2141 in neck pain, 
p=0.087 in shoulder pain and p=0.0836 in back pain). In Table 2, after acupressure therapy, the 
progress of sleep variation was significant better (P<0.0001inSleep latency, P=0.0003in hours of 
sleep andP=0.008in Sleep quality) in treatment group.

Conclusions 
Acupressure therapy dose show the effect on relieving the stiff neck,shoulder and back and 

improving the sleep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es.In this way, acupressure may perk up the work 
efficiency of nursing staff, and make good progress for the quality of patient care.

Keywords：acupressure, acu-point, stiff neck, neck pain, should pain, insomnia,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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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贅における薏苡仁との関係性について
The Relationship withCoix in Wart

秋山美里、李宜融

Misato Akiyama, I Jung Lee
横浜薬科大学生薬・薬用資源学研究室

Pharmacognosy/Pharmaceutical Botany research Laboratory, Yokohama University of Pharmacy.

目的 Purpose
本研究では、古典文献から現代解析を通して、疣贅と薏苡仁の関係性を明らかにするとと

もに、現在疣贅の治療に用いられている医療用医薬品や一般用医薬品について比較と研究を行

った。

In this study, we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ix (Coicis Semen) and wart through 
modern analysis from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compared and studied about prescription drugs and over 
the drugs thatcurrently used to treat wart.

材料と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まず、古来の中国と日本の本草書から疣贅と薏苡仁の記載内容を分析した。また、現代の

疣贅診療ガイドライン 2019 から尋常性疣贅典型例の治療方法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た。同時に市

販されている疣贅の漢方製剤である薏苡仁湯の市場調査も行った。

First, we analyzed contents of the Coix and wart from the herbal book of ancient China and 
Japan.We studied about treatment method of typical cases of wart from the modern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mmon Warts 2019. At the same time, we conducted market research on 
Coix Decoction which was Chinese herbal preparations is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結果と考察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1 中国と日本の本草書から薏苡仁と疣贅の関係性について調べた結果、中国は明確な記載はな

かったが、日本は『大和本草』『青嚢瑣探』『名家方選』等に薏苡仁を治疣に用いた記載か

ら日本特有の治療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2 現代の疣贅診療ガイドライン 2019 に基づいて薏苡仁は疣贅の治療方法の推奨度が高い理由と

は、薏苡仁は日本で保険適用対象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で市販されている薏苡仁湯は製薬会社によって構成生薬が違い効能も異なるため、疣贅

あるいは関節痛などに適応の相違性が分かった。

1 As a result of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ix and wart from Chinese and Japanese 
herbal book, there was no clear description in China.But there was description Coix used wart 
prescriptions fromYamatohonzo, Seinosatan, Meikahosen, etc in Japan. It can be considered typical 
treatment method of Japan.

2 Based on the modern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mmon Warts 2019, treatment 
with Coix is highly recommended because it can be considered Coix is covered by insurance in 
Japan.

3 We found Coix Decoction has different adapt to wart or arthralgia because it is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has different containing herb and different effects depends o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Keywords：疣贅 wart、薏苡仁 coix、薏苡仁湯 coix decoction、疣贅診療ガイドライン 2019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mmon Wart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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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え症」の薬膳に関する研究
Study on the Medicinal Cuisine of "Cold Sensitivity"

和田　優里、李　宜融

Yuri Wada, I Jung Lee
横浜薬科大学生薬・薬用資源学研究室

Pharmacognosy/Pharmaceutical Botany research Laboratory, Yokohama University of Pharmacy.

目的 Purpose
「冷えは万病のもと」という言葉がある。「冷え症」とは、体内への冷えの蓄積により病

的変化を起こしたものである。従って、病気になる前に「冷え」を取り除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

中国では古くから「薬食同源」という言葉がある。我�は生活の基本である「食」に注目して、

薬膳方から「冷え症」に効果がある食材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た。

There is the word “Coldness is the cause of All Illnesses”. “Cold Sensitivity” is a pathological 
change caus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cold in the bod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get rid of the 
"coldness" before getting sick. Since ancient times in China, there is the word “Food is Medicine”. We 
paid attention to the "Food" which is the basis oflife, and studied the ingredients from the medicinal 
food recipes with the effect for "Cold Sensitivity ".

方法 Methods
『中国薬膳大辞典』から助陽健身類の薬膳方に注目し、「冷え」や「寒」に適応した薬膳

方を選出し、その食材における性質および四気五味について検討を行った。

We selected pay attention to the medicinal food recipes of supplement yang and body from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ated Diet. Then, weelected the medicinal food recipes that fitted "Cold" 
to examined the property the four basic properties and the five tastes in the ingredients of medicinal.

結果と考察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我�は、『中国薬膳大辞典』の助陽健身類の薬膳方から「冷え症」の 176 薬膳方を選出した。

その結果、植物性の食材が最も多く使われていた。特に「生姜」や「葱」などの温性で辛味の

食材が多い。動物性の食材はタンパク質が多く含まれているため、「鹿」や「羊」などの温性

で甘味の食材が多く使用され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った。

We have selected 176 recipes related to "Cold Sensitivity" from the medicinal food recipes 
of supplement yang and body in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ated Diet.As a result, vegetable 
ingredients were used most.In particular, there are many warm potent and pungent property 
ingredients such as "ginger" and "green onion". Next, because a lot of protein was included in the 
animal ingredients, there are many warm potent and sweet ingredients such as "deer" and "sheep".

Keywords：冷え症 Cold Sensitivity、中国薬膳大辞典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ated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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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機能の改善における薬膳の研究
Study on Medicinal Cuisine that Improve Male Function

江原　春樹、李　宜融

Haruki Ehara,I Jung Lee
横浜薬科大学生薬・薬用資源学研究室

Pharmacognosy/Pharmaceutical Botany research Laboratory,Yokohama University of Pharmacy

目的 Purpose
現代の日本においては不妊の原因のおよそ 50 �が男性側に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我 �は

東洋医学の観点に注目し、男性機能に関する薬膳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た。

In modern Japan, it is said that about 50% of the causes of infertility are on the male side, so we 
focu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 medicine and conducted research on medicinal food recipes 
related to male function.

方法 Methods
代表的な薬膳総合辞典である『中国薬膳大辞典』において、補腎壮陽および強健身体の効

能がある助陽健身類に分類されている薬膳方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た。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ated Dietis a representative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medicinal food. We researched medicinal food recipes, which is classified as supplement yang and 
body, which has the effects of“supplement the kidney and assist yang” and “strengthen the body”.

結果と考察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男性機能に関する効能が記載されている薬膳を 301 方選出し、用いられている食材を集計

した。その結果、動物性の食材が広く使われ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った。その理由として、例えば

鹿肉などのタンパク質が多く含まれているもの、鹿茸などの強壮作用があるもの、食材は温性

または平性で甘味や鹹味であるものが男性機能の改善に対して有効であるためと推測される。

また、以形補形 ( 形を以て形を補う ) の概念から鹿鞭などの動物の生殖器も多く使われていた

ことが分かった。

We selected 301 medicinal food recipes that describe the effects related to male function, and 
tabulated the ingredients used. As a result, it was found that animal ingredients were widely used. For 
example, those containing a large amount of protein such as Venison, those having a tonic effect such 
as Velvet Deerhorn, and those whose ingredients are warmth or calm and sweetness or saltinessare 
presumed to b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male function.Also, from the concept of supplementing the 
shape with a shape,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productive organs of animals such as Deer Penis were 
often used.

Keywords：薬膳 medicinalcuisine、男性機能 male function、中国薬膳大辞典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ated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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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縄における甘蔗 ( サトウキビ ) の薬史
Drug History of Sugarcane (Saccharum officinarum) in Okinawa

出口　清、李　宜融

Sayaka Deguchi, I Jung Lee
横浜薬科大学生薬・薬用資源学研究室

Pharmacognosy/Pharmaceutical Botany researchLaboratory, Yokohama University of Pharmacy.

目的 Purpose
甘蔗は沖縄の気候や環境に適したことで古くから沖縄で大量栽培を行ってきた。しかし、

沖縄への伝来年代ははっきりとしていないため、我�は沖縄の歴史を遡りながら、甘蔗の薬史お

よび利用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た。

Sugarcane (Saccharum officinarum) has been cultivated in large quantities in Okinawa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it is suitable for 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of Okinawa.However, since the date of 
introduction to Okinawa is not clear, we went back to the history of Okinawa and studied the drug 
history and use of site millet.

材料および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甘蔗に関する古典本草書籍および記事、報告書、記録などの文献より資料収集を行い、沖

縄または日本の甘蔗の薬史および利用法について調査を行った。

We collected materials from classical sugarcane books and literature such asarticles, reports, and 
records, and investigated the drug history and usage ofsugarcane in Okinawa or Japan. 

結果と考察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李朝実録』に 1429 年には沖縄で甘蔗が栽培されていたという記述があるが、本格的な栽

培は 1623 年の琉球王朝の士族である儀間真常による福建省からの黒糖製造技術の導入とともに

始まったと推測される。甘蔗は主に黒砂糖の原料であるが、薬用やバイオ燃料としても有用で

ある可能性が示された。現在、さらに詳細な沖縄での薬史と利用性について検討を行っている。

There is a description in Lityouzituroku that sugarcane was cultivated in Okinawa in 1429, 
but full-scale cultivation is based on the brown sugar production technology from Fujian Province 
by Gima Shinjo, a samurai of the Ryukyu dynasty in 1623. It is presumed that it start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Although sugarcane is mainly a raw material for brown sugar, it has been shown that it 
may be useful as a medicinal or biofuel. Currently, we are studying more detailed drug history and 
usability in Okinawa.

Keywords：甘蔗 Sugarcane, 沖縄 Okinawa, 薬史 dru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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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古籍中鼠疫病名考證
殷揚智 1, 孫茂峰 2,3, 林昭庚 1

1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博士班 
2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部

「鼠疫」一詞，最早出現於清代後期，中醫醫家的著作中，本文將從古籍中，類似於鼠疫的

中醫病名：惡核、大頭瘟、疙瘩瘟、鼠瘡、鼠瘻做考證，找出能符合鼠疫名詞的中醫病名，在清

代後期之前的中醫古籍，沒有鼠疫這一個病名，由清代後期 1891 年，吳存甫首先在著作《治鼠疫

法》，用了鼠疫這個名詞，而後羅汝蘭《鼠疫彙編》，鄭肖岩《鼠疫約編》，余伯陶《鼠疫抉微》，

這些治療專書，都以鼠疫為名。

清代醫家余伯陶，認為鼠疫在古籍中「…初無所謂鼠疫，而乃與今之鼠疫，若有符節者惡核

是也…」， 惡核的稱呼來自《諸病源候論》〈惡核腫候〉：「惡核者，肉裏忽有核，累累如梅李，

小如豆粒…此風邪挾毒所成。」筆者認為，余伯陶將惡核當作是古代鼠疫，因為頸腋間有淋巴結

腫塊，但〈惡核候〉並沒有明確指出病症的傳染途徑，認為風熱毒氣與氣血相搏所致，這是可以

理解的因為細菌致病學說尚未發展的時代醫家多以非其時有其氣的不正之氣來定義傳染相同於明

代吳又可瘟疫論中的論述但是吳又可認為這種疫病有「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的

疫況在〈惡核候〉並未提及，否則腮腺炎或淋巴腺炎，所引起的淋巴結發炎腫大，豈不鼠疫乎？

李東垣在金泰和二年，汴京大瘟疫疫情的觀察「…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

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

李東垣對這個不知名病症，認為難道風寒外邪所感的傷寒嗎？在《東垣試效方》對於患者發熱惡

寒、頭面腫痛、致死極速，稱之為「大頭瘟」，汴京為現今中國河南省開封市，距離不遠處為內

蒙古長尾旱獺疫源地，當蒙古軍隊舉兵南下，自然疫源地遭遇破壞，帶著病原菌的鼠類，跟隨軍

隊出征造成疫情，很符合大頭瘟與鼠疫之間的連結；明代朱橚為此稱之為疙瘩瘟，「…時疫肐�腫

毒病者，古方書論解不見其說，古人無此病…生於嶺北次於太原後於燕薊…互相傳染多至死亡…

水藥難通攻…」文中嶺北、太原、燕薊，以地理位置推論，嶺北在現今蒙古地區，本存在著自然

鼠疫疫源地，帶有鼠疫菌的鼠類，藉著遠征軍的移動，造成疫病的傳染有其道理。

而鼠瘡、鼠瘻的論述，與現代鼠疫的病理對照，並考證傳染源的生成，與鼠類有關，人類誤

食鼠残食，造成鼠瘻感染，這與現代醫學，鼠尿排出存於老鼠腎臟中的鉤端螺旋體，汙染水源的

論述相同，患者產生惡寒發熱，頭面頸腋產生腫塊的病症，然這病症卻缺乏如鼠疫，產生大規模

急性傳染的特性，民國醫家冉雪峰，曾經將鼠瘻與鼠疫的分別，在於是否造成大規模傳染做分別。

現代史學家習慣以疙瘩瘟、大頭瘟、探頸瘟，認定為古代鼠疫，應當受到吳又可《瘟疫論》的影響，

以非其時有其氣，邪自口鼻而入，戾氣致病學說，解釋了傳染途徑，雖然沒有明確認定為鼠類導

致，但是將瘟疫傳染途徑做了一個概論與總結，這也是後世史學家將這些名詞與鼠疫相連結。

鼠疫是中醫病名還是西醫病名？當雲南文人師道南〈鼠死行〉詩中，可知當時人們已經注意

到疫病將起之前，街上會先產生大量自斃鼠的異況，將鼠與疫畫上等號，建構出兩者之間的關聯。

最早以鼠疫名詞稱此疫病，並做為治療專書命名者，當為吳存甫的《治鼠疫法》一書，由「鼠

先死。人感疫氣，輒起瘰癧，緩者三五日死」，觀察到鼠死疫作，建立鼠與疫關聯性，以鼠類伏

於地之型態，感受地中濕濁汙穢的毒氣，若感疫而死，而邪氣藉空氣中流傳，於人之口鼻而染疫

這樣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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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吳存甫之後的中醫界，皆以鼠疫為病名的稱呼，福建醫家李健頤在《鼠疫治療全書》

提出他的看法，「鼠疫西人名為 Pest 日人譯其音為百斯篤…中國名醫知此疫是鼠為媒介故名鼠

疫…」日本與殖民台灣時期，以百斯篤、黑死病、ペスト來稱呼，當時殖民政府發行《本島醫生

ノ慣用スル疾病ノ稱呼ト普通病名トノ對照調查》，書中崛內次雄明確指出，鼠疫是漢方醫名詞，

使用於支那與臺灣漢醫界，所以鼠疫一詞，是清代後期中醫界，對於鼠類導致大規模急性，致死

率高的傳染病名稱，所以「鼠疫」一詞為中醫病名，起源於清末的中醫醫家，由此可證，鼠疫非

西方醫學病名，而是中醫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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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醫家汪機對於人參黃耆臨床應用之研究
宋昀 1, 張恒鴻 2

1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班，台中，臺灣
2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台中，臺灣

背景與目的
汪機，生於明代天順七年，卒於明代嘉靖十八年，享年七十六。安徽祁門縣人，家中世代為

醫。為明代之名醫，學者裘沛然將其歸屬為溫補學派。其再傳弟子孫一奎亦為溫補學派中重要醫

家。汪機學宗金元諸家，對於丹溪尤為推崇。勤於著作，至老不輟。用藥上好用人參、黃耆等補

氣藥，其弟子程鐈云：予幸受業於「石山汪先生，見其所治之病，多用參、耆」，又肯定汪機運

用人參之效，其曰：「其調元固本之機，節宣監佐之妙，又非庸輩可以測識。是以往往得收奇效

全功」據學者統計，《石山醫案》119 首方劑 中，人參、白朮、當歸、黃耆用藥頻次最高，所占

百分比都在 60% 以上，《名醫類案》收錄的汪機 196 例驗案中，使用人參、黃芪者有 125 例，占 
64%，其病案中運用人參比例頗高。這種多用參耆現象，當時並非主流。丹溪學派當時影響力頗

大，而丹溪後學王綸提出忌用參耆論之說。同樣將自己定位為學宗丹溪的醫家汪機，卻好用參耆，

且對於這種偏向有其解釋。本研究試圖勾勒出，其好用人參之原因，以及探討其臨床應用指徵為

何，以及相關配伍應用，並在歷史脈絡中，討論此學術觀點形成之背景及對溫補學派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考察汪機現存之著作，包含：《脈訣勘誤補注》、《重集讀素問鈔》、《石山醫案》、《運

氣易覽》、《針灸問對》、《外科理例》、《痘治理辨》、《推求師意》。此外《名醫類案》亦

有汪機之醫案。本研究以汪機著作及其醫案為主要研究材料，並旁及朱丹溪、李東垣或其後學相

關著作。其中與主題最相關的文獻集中於《石山醫案》一書之中。〈營衛論〉、〈辨明醫雜著忌

用參耆論〉、〈病用參耆論〉等文揭示其對於應用參耆之理論基礎，而由該書中的醫案可以歸納

出其臨床應用指徵及其配伍技巧。針對以上材料進行分析及歸納，探究其中理路，勾勒汪機應用

人參、黃耆的學術觀點。

結果
汪機為安徽祁門人，當地與丹溪學派發源地浙江比鄰。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相

當盛行。宗法丹溪醫者多喜用涼潤瀉火之藥，對於溫燥藥多所忌憚。而私淑丹溪的醫家王綸，則

於其著作《明醫雜著》提出服用人參等補氣藥可能造成之危害，因而有忌用參耆之說。雖然王綸

立論多引證丹溪之說，但汪機認為王綸之說不免過當。汪機曰：「王氏之言雖出於丹溪，但過於

矯揉而又失之於偏。」王綸提及主要忌用人參的幾種情形，包含肺中火邪以致咳嗽吐血等病，酒

色傷陰所致之諸症。汪機一一列舉丹溪之說及其醫案予以反駁，認為不當認為參耆甘溫助火，一

概棄而不用。汪機對於參耆的作用，甚至對於「陽常有餘，陰常不足」，都有自身獨特的詮釋。

對於此說，汪機認為此處之「陽」指的是「衛」，而「陰」指的是「營」。「衛」為水穀之悍氣，

毋待於補，而「營」常於日用之間而損耗，故待於補。而「營」又可分為「營氣」與「營血」，

所謂補「陽」即是補氣，也就是補「營氣」，如參耆之類；補「陰」即是「補血」，也就是補「營

血」，文中未提何藥何方，但從其醫案推敲應是四物湯之類的方劑。汪機也提及營氣也有幫助化

生營血的作用，故氣虛血弱者亦可用參耆補之。這種說法與丹溪「血病補氣，則血愈虛散」的說

法是有衝突的。

汪機臨床應用參耆，並非基於個人偏好，有其臨床依據。汪機診斷或憑形色、或憑症狀、或

憑脈。形胖色白者多氣虛，形瘦色黑者多火旺，氣虛者多用參耆；症狀屬氣虛者則較繁，大抵有

不足之者，或者治療過程中屢受攻伐者，皆宜考慮參耆之使用；關於脈象，汪機提及：「脈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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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者，氣虛也。」觀其醫案若脈象見緩、弱、虛、濡等脈象，多用參耆。而三者之中脈象是應用

參耆等補氣藥的最重要依據。醫案提到即使形瘦色蒼，但若脈象仍似氣虛者，汪機亦多用參耆。

汪機參耆應用的劑量，人參最少八分，最多用至七錢。黃耆最少用一錢，最多用七錢。參耆

用五錢至七錢，對於汪機而言屬於重用，多用於急症，如用於血崩致血氣大脫之急症患者，用大

劑參耆救之。醫案中用二錢至五錢的機會較多。邪氣重者輕用，邪氣去再略增人參分量。而人參

與黃耆的差別：人參用於救裏，黃耆用於救表，即人參補在裏之氣虛，黃耆補在表之氣虛。

汪機對於參耆之配伍，參耆多並用且為君藥，再依不同情況且加白朮、茯苓、陳皮等健脾藥；

或加麥冬、知母、梔子滋陰降火之藥；或加白芍、當歸、川芎等補血藥。丹溪學派對於參耆等甘

溫藥運用上較為忌諱，而對於養陰血藥則認為較為穩妥，丹溪有「氣病補血，雖不中病，亦無害也」

的說法。而汪機則認為：「滋陰降火之藥，皆甘寒苦瀉之劑。」又說：「脾胃喜溫而惡寒，若妄

用是藥，則愈傷其脾胃。」

汪機非常推崇朱丹溪，其於《醫學原理》中，論及諸症治療時，必先引用丹溪之治法，由此

可見一斑。但對於丹溪後學的觀點，有不少微詞。汪機認為丹溪後學過於拘泥丹溪的某些論點，

而不知丹溪治病常隨機應變，以致於用藥偏頗，侷限了參耆等藥物的應用，也忽略了寒涼藥物對

於脾胃虛損之人的危害。而為了合理論述自身的觀點，汪機對於丹溪的一些的說法進行重新詮釋，

最重要的即是對「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詮釋。丹溪本身論述此觀點時，似有不夠周詳之處，

也留下很多的詮釋空間。汪機將陰陽的概念置換成營衛的概念，而又將參耆視為補營氣的藥物，

如此便在不在不違背丹溪學派觀點的大原則下，拓展了人參、黃耆的應用範圍。也可以說在治療

中，汪機更多的關注於氣虛及脾胃的問題，而這兩者又是密切相關的。

對於脾胃的重視，像是受到了易水學派的影響。但與李東垣用藥不同的是，李氏治療脾胃的

重點，強調升舉清陽，故於參耆多配伍升麻、柴胡、獨活等升清之藥，而汪機則鮮少如是配伍，

反而喜歡配伍養血，甚至滋陰降火之藥物。所以汪機的學術觀點似有折衷丹溪學派及易水學派之

傾向。

結論
汪機上承金元醫學，折衷於丹溪學派與易水學派，改正當時丹溪後學好用寒涼，忌用參耆之

臨床現象，拓展參耆之應用。溫補學派兩大議題，一是補脾胃，另一則是補腎 ( 命門 ) 。補脾胃

之說上承易水學派而來，汪機在此扮演了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為明代溫補學派奠定了一個

重要的基礎。

關鍵詞：溫補學派、汪機、人參、黃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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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puncture on 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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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is a neurological disordercharacterized by an uncomfortable and 

unpleasant sensationin the legs that appears at rest, which induces an irresistible urge to move the 
legs. However, the benefits of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RLS are unclear and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in a systematic review until now.This is a pilot study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electroacupuncture (EA)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LS.

Methods
Subjects who voluntarily sign a consent form will undergo the trial according to the study design. 

When a subject is determined to be fit fo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he subject will be randomly assigned to 1 of 2 groups in a ratio of 1：1. One group is the true EA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 is the sham EA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received treatment 
three times weekly from baseline visit to week four. Measurements will include the International 
Restless Legs Syndrome Rating Scale (IRLSRS) and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

Results
52 subjects were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RLS divided into 2 groups：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With regard to ISI,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time-group interaction, showing that the behavior 
of treatment groups differed regarding changes in ISI across time in favor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 p< 0.001*). For IRLSRS, the behavior of the treatment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garding 
changes in IRLSRS across time in favor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 p< 0.001*). 

Discussion
The clinical IRLSRS and ISI scores showed the same trends when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RLS treatment. The small number of subjects and shorter evaluation duration is one limitation of 
our research. Furthermor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neuropathophysiology by objective outcome 
measures should be a consideration in future studie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lectroacupuncture 
might improve the abnormal leg activity in RLS patients andthus is a potentially suitable integrative 
treatment for long-term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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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症從中醫藥論治病例報告
周慧雯 , 張絜閔 , 林高士 , 陳光偉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臺北，臺灣

修格蘭氏症候群 (Sjögren's syndrome) 是一種慢性自體免疫疾病，主要侵犯於淚腺及唾液腺為

主。本例病案報告一 50 歲婦女因診斷乾燥症候群已近 9 年，眼乾舌燥反覆，期間嘗試西藥仍未明

顯改善，透過中醫藥治療後成功改善口乾眼乾及生活品質，希望可作為臨床醫師欲改善乾燥症患

者口乾眼乾不適症狀的另類治療選擇。

Sjögren’s syndrome (SS) is a chronic autoimmune disease that mainly affects the lacrimal and 
salivary glands. This paper describes a treatment for a 50-year-old woman suffering from dry eyes 
(keratoconjunctivitis sicca), dry mouth (xerostomia), for 9 years. After western medicine (Evoxac) 
treatment of dry mouth, the situation ha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atient seek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reatment to control symptoms and improve her quality of life. This report 
aim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clinical case for the treatment of SS in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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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孕暨反覆流產中醫藥治療
Using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Female infertility and Recurrent 

miscarriage
瞿瑞瑩

Jui-Ying Chu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台北，台灣

Dept. of Chinese Medicine,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主題：女性不孕暨反覆流產中醫藥治療

案例：41 歲女性，經歷數次人工試管、植入失敗，前來中醫門診就診。

先前人工試管經驗，曾經植入成功 3 次，但分別在 5-8 週因發育不完全自然流產，反覆植入

與反覆流產經驗，患者前來中醫門診求診。

結果：經中醫門診中藥及針灸治療後，患者植入後成功受孕，並順利安胎至 20 週，孕期穩定

無流產現象。

關鍵字：女性不孕、反覆流產、安胎。

Keywords：Female infertility；Recurrent miscarriage；Toco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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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安寧緩和醫療培訓之探討 - 借鏡德國經驗
江科郁 1, 林谷燕 2, 楊士樑 3

安寧緩和醫療在台灣發展已逾 30 年，隨著健保給付範圍增加，中醫師在安寧療護的著力點

亦增，如何維持優良的醫療品質，有賴預先之資格培訓以及後續繼續教育訓練；而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癌症登記報告，新發癌症人數為 11 萬 1,684 人，較 105 年增加 5,852 人，因為人口老化快

速及不健康生活型態，癌症發生人數預料仍將持續上升 [1]，推論未來需要安寧照護人口亦會隨之

增加，中醫治療的「簡、便、效、廉」特色必可成為舒緩健保負擔的相當助力。

本文建議或可借鑒國內安寧共同照護小組訓練模式，輔以參考德國醫學生教育及臨床醫師的

繼續教育制度，共同完善中醫師的培訓，讓中醫為民眾增進福祉，並進一步幫助舒緩健保負擔。

關鍵字：安寧緩和醫療、安寧療護、中醫師、德國

壹、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02 年針對安寧緩和醫療修訂之最新定義：「安寧緩和醫療係針

對面對威脅生命及疾病病人與家屬的一種照顧模式，目標藉由早期偵測及週全評估與治療疼

痛及其身、心、靈的問題，預防及減緩痛苦，以達提升生活品質的目標」；目前台灣安寧緩

和醫療模式分為安寧病房、安寧門診、安寧共同照護、安寧居家療護服務 ( 甲類 )、社區化

安寧居家療護 ( 乙類 ) 及長照安寧 [2]，服務對象為末期病患，多以癌症末期病人、漸凍人為

主，健保局自 2009 年 9 月 1 日起，將適用「住院安寧療護」及「安寧居家療護」的範圍擴大，

新增 8 類疾病類型 [3]，並公告安寧療護正式納入健保體制，代表安寧緩和醫療進入更有保障

的發展、更有品質的發展里程 [4]。

貳、中醫於安寧療護中的角色
中醫在安寧緩和醫療的健保給付，從 2000 年開始針對住院患者的「腦血管疾病及腫瘤

患者手術、化療、放射線療法後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試辦計畫」[5]，以及面向門診族

群的「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計畫」，到 2019 年將

門診及住院之癌症患者統合納入「全民健康保險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合方案」內，而今

更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全民健康保險居家照護整合計畫」對中醫師居家醫療訪視「安寧

療護」階段患者正式予以給付，代表無論於住院、門診或是居家醫療，中醫師能為癌症患者

提供照護的著力點越來越多。

中醫介入可以幫助癌末病人在最後的過程中減少不舒服的狀態走完，此方向亦符合

2015 年亞太安寧會議閉幕演講所提出當代安寧療護之精神：處理疼痛與症狀，以讓病人可

以處理他們生命中其他優先順序之事務，包含以下 4 點：1. 盡可能有效地與癌症奮鬥。2. 對
於家屬未來面臨到的情境也列入計畫。3. 讓患者可以和重要親友相處的時間品質良好。4. 達
到內在的平靜 [6]。自 2004 年以來，健保署制定之「全民健康保險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

病輔助醫療計畫 [7]」即載明適用範圍包含：需中醫輔助醫療之腫瘤住院患者，希望透過中西

醫結合的治療方式，將腫瘤患者經手術、放化療後常出現的腸胃不適、眩暈、落髮，以及療

程中常出現的口亁、口腔潰瘍、便秘、腹瀉、張口困難等症狀減輕到最低，讓患者能順利完

成整個西醫療程，發揮最大療效；尤其對末期患者所出現的惡病質，諸如體重減輕，食慾不

振，精神萎靡等不適，以及癌性疼痛問題，透過中醫的體質調理，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質。

參、醫師於安寧緩和醫療的培訓現況
要能達成完美的安寧緩和醫療，一位中醫師必須具備充足的安寧緩和醫療知識，才能幫

助病人與家屬，並促使團隊完成使命。對於安寧緩和醫療的概念、臨終死亡前的症狀控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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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與針灸應用在症狀上的控制 )、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溝通的

技能 ( 不論是團隊內或者與病患家屬之間 ) 的溝通、醫學倫理、病患和家屬的需求與價值觀、

開立死亡證明書等相關醫療法規等等必須要有足夠的了解與實務經驗 [8]。

一、中醫師參與安寧緩和醫療資格

中醫師參與安寧醫療的資格是由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的「全民健

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培訓課程」發給資格證書，並於 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告 [9]

明訂參與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整合性團隊之中醫師須符合「執業兩年以上 ( 含 )，並

須經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培訓取得中醫師居家醫療照護資格證書」才可以訪視人員資格

申請給付；但於此之後，並未有繼續教育訓練的相關規定。

二、西醫安寧共同照護小組訓練

與此相較，在住院病患安寧共同照護模式下形成一個完整的多領域整合照護團隊，

此「安寧共同照護小組」包括醫師、專任護理師，並得視需要增設社工師、職能復健師、

物理復健師、藥師、營養師、心理師、宗教師、志工等等不同領域的醫療與非醫療人員；

小組內成員皆需接受過安寧緩和醫療之相關教育訓練 80 小時以上，教育訓練需包含安

寧緩和醫療的介紹、10 大疾病病人之舒適照護、末期症狀控制、末期病人及家屬之心

理社會與靈性照護、末期病人與遺族之哀傷輔導、安寧療護倫理與法律、溝通議題與

安寧療護服務 ( 含住院、居家及共照 ) 相關表單制度與轉介等 7 大主題，且講師群需含

括醫、護、社各專業領域，並含 40 小時安寧病房見習；每年並需繼續修習教育訓練時

數，醫師及護理人員為 20 小時 ( 含院際案例討論、遠距視訊討論、e-learning 課程等 )，
並提出相關教育訓練證明 [10]。足見除事前培訓外，後續的繼續教育亦相當重要，只可

惜目前制度尚未將中醫師納入小組內。

肆、他山之石—德國經驗
以緩和醫療服務品質為全歐洲前 3 名的德國為例 [11]，於 1960 年代末期由牧師和醫師開

始提供臨終關懷，1983 年由科隆大學附設醫院開始採取緩和醫療；2000 年起，安寧及緩和

醫療服務站產生，提供末期病人居家安寧緩和醫療服務。此項工作並不限於某一醫學專業領

域，且接受安寧緩和醫療之病人多來自內科之慢性病人，例如癌症病人。[12]

2009 年 8 月德國醫師執業許可規則第 27 條第 1 項將緩和醫療納入醫師考試第 2 階段必

考科目；2013 年起，所有德國醫學生必須於實習階段完成安寧緩和醫療實習。[13] 而依據前

述德國醫師執業許可規則第 3 條及第 6 條規定，醫學生於醫院安寧緩和病房見習之時間為 3
個月。

除了將安寧緩和透過法規範列為必修與畢實習領域外，聯邦醫師公會聯合會也提供在職

醫師透過緩和醫療額外繼續教育，其中，由聯邦醫師聯合會制定之醫師繼續教育規則第 18
條規定，參與之醫師首先必須為其他專科之專科醫師，始有機會接受安寧緩和醫療之額外繼

續教育。繼續教育內容包括 40 小時緩和醫療理論課程，120 小時個案研討。前者包括緩和

醫療的原理、症狀處理、病人的社會環境 ( 社會互動 )、從心理與靈性角度調整與應對及悲

傷輔導、倫理與法律原則、團隊互動與自我反省 [14]；後者則是在督導的帶領下，分 6 個月

進行 [15]。

伍、結論
綜上所述，可見德國對安寧緩和醫療醫師的訓練相較於我國西醫制度更為嚴謹，而我國

對中醫師的繼續教育尚無規範，若能借鏡德國精實的訓練制度為中醫師制定訓練課程，讓有

志於安寧醫療領域發展的中醫醫學生於見實習階段即可參與安寧緩和病房實務學習，取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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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時數。而從現實施行層面看，衛福部可透過將中醫師實際納入安寧共同照護小組團隊

內，鼓勵中醫師修習安寧緩和醫療教育訓練課程。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策略 (2014-2023) 指出：「隨著當前全球普遍的財政緊縮，在健

康促進、自我衛生保健和疾病預防方面使用傳統和互補醫療，可實際減少衛生保健費用。」

鑒於中醫相當貼近民眾的生活，本文認為衛生福利部在制定安寧緩和醫療政策時，應更重視

中醫的專業及優勢，讓中醫師能提供更多服務於安寧緩和照護上，緩解患者與家屬身心不適

症狀，增進民眾福祉，亦可實際減少衛生保健費用的支出，創造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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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民間的坐月子習俗及經驗
楊欣怡 1, 林瑋德 2, 張東廸 2, 李健祥 3

1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班
2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3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背景與目的
馬來西亞是多元民族社會，主要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及其他民族組成。由於文

化背景及風俗習慣不同，各民族都有坐月子習俗及經驗，並普遍認為傳統醫學對產後婦女的養生

保健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馬來西亞各民族坐月子之習俗並比較各族間觀點之

差異。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採田野研究法，透過電話及線上採訪在馬來西亞有生產經驗的婦女，並將訪談內容轉

稿成文字再以「文本分析法」勾勒出馬來西亞各民族坐月子之相關文化背景內涵，並探討其源流

及形成之原因。

結果
研究結果發現，馬來西亞各民族坐月子的經驗體現在食補、藥浴及按摩三個方面。華人重視

食補及使用中成藥，如蘇合丸。不同籍貫的華人使用的食療各有差異，共同特點是使用薑和酒。

馬來人和印度人坐月子習俗相似，服用傳統草藥配方茶飲如 Jamu，重視產後推拿、薰蒸及使用束

腹帶。產後推拿由馬來女性助產士 (bidan) 為產婦實施馬來傳統式按摩，近年在民間成為趨勢，且

受衛生部重視而成為公立醫院傳統輔助與醫藥的服務項目之一。

結論
馬來西亞各民族產婦重視產後休養，皆有「祛風」、「散寒」及飲食忌生冷的觀念。由於文

化及祖輩傳承經驗不同，對於祛風散寒的概念及實踐存在差異。各民族坐月子習俗雖然不同，彼

此經長時間的交流，不同民族坐月子的方式大有融合之勢，形成馬來西亞獨特的坐月子文化。未

來若資料搜集完備，近一步比較馬來西亞民間的坐月子習俗與台灣，甚至中國、日本與韓國之差

異。

關鍵字：馬來西亞、傳統醫學、坐月子、藥浴、產後按摩、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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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珍《瀕湖脈學》的學術內容探討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洪璽濱 # 指導教授：李德茂 * 老師 共同指導教授：陳光偉 老師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Postgraduate：Hung, Hsi-Pin# Professor：Li, Te-Mao* Chen, Guang-Wei

關鍵字：中醫脈診、瀕湖脈學

前言
脈診是中醫四診的重要部分之一，是歷代醫家不斷的臨床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獨具中醫學特色

的診斷方法，是中醫認識和判斷病和證的重要手段。中醫傑出的醫藥學家李時珍傳承了前人傳統

的脈學思想，結合自身的臨床實踐經驗，在明•嘉靖甲子年間著成《瀕湖脈學》一書，成為中醫脈

學的經典著作。對《黃帝內經》、《難經》和《脈經》中脈學思想歸納和總結，形成的自身學術

特點進行系統性闡述，分析，《瀕湖脈學》對後世中醫脈學思想的影響及對當代中醫臨床的指導

意義，為全面瞭解中醫脈學的發展歷程提供思路，對研究和解讀《瀕湖脈學》涵蓋的學術思想和

價值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目的
李時珍《瀕湖脈學》在充分傳承前人脈學思想理論的基礎之上，結合自身

的臨床實踐進一步鑽研、發揮。並對高陽生《脈訣》中的 “ 鄙陋紕繆 ” 進行摒棄和糾正，使

得脈學理論進一步趨於成熟。該書全面的分析和歸納了《瀕湖脈學》對其問世之前的脈學思想的

繼承，以及其在現代中醫脈學形成方面的作用，從而闡明了其在中醫脈學發展中承先啟後的重要

意義。

材料與方法：
研究材料《瀕湖脈學》( 明 ) 李時珍撰 明萬曆間 (1573-1620) 刊本。研究方法以《瀕湖脈學》

進行學術內容探討。

結果：
《瀕湖脈學》的學術特點

1. 彙集諸家之論

李時珍在著《瀕湖脈學》的過程中，參考了眾多醫家的著作和學說，並將之列舉在書中 “ 考
證諸書目 ” 中。除了之前提到的《黃帝內經》、《難經》、《脈經》和《脈訣》外，還有《皇

甫謐甲乙經》、《玄珠密語》、《扁鵲脈經》、《千金方論》、《外台秘要》等數十本著作，《瀕

湖脈學》是李時珍從眾多著作中汲取精華而成，其學術造詣可見一斑。

2. 脈分陰陽

李時珍《瀕湖脈學》中首創以陰陽屬性來分類脈象，書中將 27 脈分為四大類，即 “ 浮、數、

實、長、洪、緊、動、促 ”8 脈屬 “ 陽 ”，“ 沉、遲、澀、虛、短、微、緩、革、濡、弱、散、細、

伏、結、代 ”15 脈屬 “ 陰 ”，“ 滑、芤、弦 ”3 脈屬 “ 陽中陰 ”，“ 牢脈 ”1 脈屬 “ 陰中陽 ”。其分類

的依據與脈象本身的特徵和其所主證候的性質，即表裡、寒熱、虛實、陰陽有關。

3. 對長脈、短脈和牢脈論述

李時珍在《瀕湖脈學》中系統論述了 27 脈，其中的 24 脈是對《脈經》中這些脈象的進一

步研究 (《脈經》中的 “ 軟脈 ” 在《瀕湖脈學》中做 “ 濡脈 ” 論 ) 。《瀕湖脈學》在《脈經》24 
脈的基礎上增加了長、短、牢三脈，和其他脈象一樣，通過描述脈象特徵、體狀詩、相類詩和

主病詩的方式進行詳細論述。而這三種脈象也經過後世醫家的進一步研究與探索而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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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歸納脈象特徵

在脈象特徵的描述方面，李時珍《瀕湖脈學》不僅在書中列舉了諸家的學術觀點，還將其歸

納總結，並撰寫成 “體狀詩 ”的形式，文體簡潔而表達生動，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由於《瀕湖脈學》

對每種脈象的特徵描述概括度太高，以及描述方式上對韻律的高度苛求，導致對某些脈象 “ 主病

詩 ” 內容的理解可能產生歧義和偏差， 需要我們結合臨床實踐來進一步研究與證實。

5. 脈徵結合辨病證

脈象可以反映出人全身臟腑和精氣神的整體狀況，臨床上可以通過患者的脈象判斷其病性、

病勢、病位，是辨證論治的重要依據。然而，每種脈象所反應的邪正徵象往往比較抽象而籠統，

難以將疾病進行準確定位，因此在疾病和證候的診斷上，還需要參照脈象出現的部位以及患者

的臨床症狀。

《瀕湖脈學》在部分脈象主病的論述方面，既闡述了某種脈象所主的疾病或證型，又通過

結合患者的臨床表現來進一步診斷出病性、病位，並以 “ 主病詩 ” 的形式簡明扼要的表達出來，

使病和證的診斷更為精准。

討論：
《瀕湖脈學》是一本脈學專著，本書以論脈為綱，貫穿辨病、辨證、治法、治則方面的內容，

對中醫脈學和臨床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李時珍在撰書的過程中研究、參考了眾多醫家

的著作和學說，使《瀕湖脈學》的學術思想更為全面而客觀，極具參考價值，可謂 “集眾家之所言，

成自我之體系 ”。同時，又使源于《黃帝內經》、《難經》、《脈經》等著作中正統而卓越的脈學

思想和理論得以保留和傳承，從而對當今的中醫學產生深遠影響，對中醫脈診學的研究和發展具

有承前啟後的意義。

綜上所述，《瀕湖脈學》既是古代中醫脈學的經典著作，又是當代中醫脈診學的重要組成部

分，具有至高的學術地位；進一步加深對《瀕湖脈學》的研究對中醫脈診今後的發展具有舉足輕

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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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二�型糖尿病患中藥複�方利用�狀況及效益評估： 
以�肌梗塞及中�為例
梁惠宇 1,2, 孫茂峰 2, 林昭庚 2, 施純全 3

1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中醫科
2 中國醫藥�學中醫系
3 義守�學學�後中醫系

隨著糖尿病的盛行率持續上升，台灣許多的糖尿病患者除西醫治療外亦選擇使 �中醫。糖尿病

的併發症常是決定糖尿病患者的住院率及死亡率的重要因 �。中藥複方是中醫治療的重要項日 �之一

�，�目前探討糖尿病患中藥使 �狀況的研究並不多，針對中藥對糖尿病治療的效益評估研究更是少見 �。

本研究向衛 �福利部申請健保資料庫 2006-2015 年特殊需求檔進 �資料分析。第 �部份，以橫斷性

研究探討糖尿病患中醫利 �狀況 (包含有無使用中醫、影響中醫利用 �的相關因 �子、中藥處 �方模式等 )，
及其社會 � �學特性、疾病特性等分佈。第二 �部份，以世代研究 �式，探討台灣最常使 �於糖尿病治療的

三種中藥複 �方之效益評估，包含糖尿病併發症 ( 中 �及 �肌梗塞 ) 以及死亡率。

在 1218713 名年齡 �於 20 歲的新診斷糖尿病病患中，有 48545 位使 �用了中藥治療。接受中藥

治療的糖尿病患其高血 � �壓、 � �高血脂、精神疾病、缺血 �性心 �臟病、 �心臟衰竭、肝硬化、慢性阻塞性

肺病、使用 �腎臟透析及住院次數的比 �例都較沒有接受中藥治療的糖尿病患者低。使 �中藥複 �六味地 �

黃丸、 �血府逐瘀湯、濟生 �腎氣丸及其加味組合對於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中 �風及 �心肌梗塞的

風 �險，都沒有達到無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關鍵字：中藥複 �、糖尿病、世代研究、療效評估、醫療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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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面針灸於臉部輪廓與膚色改善之案例報告
陳芝宇 1, 黃琮融 2, 董懿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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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隨著人類壽命的延長，對外表與皮膚美的追求成為生命品質的條件之一。顏面針灸為使用針

灸針在頭、頸、臉甚至全身穴位、局部或肌肉進行針刺，以達到美化面部效果的方法。本案例將

探討以針灸施作於面部以達到緊實面部輪廓線與提亮膚色之案例。

本案例為 46 歲女性患者，主訴為面色暗沉、蠟黃與右側臉頰鬆弛。患者自 2019 年 9 月施打

膠原蛋白後常有雙眼下至臉頰之腫脹感，同年 12 月因右眼下紅腫而至本院皮膚科就診，經診斷為

疑似過敏反應並使用 ketotifen 1mg/tab HS 兩周後改善。此後患者仍覺膚色暗沉、臉頰鬆弛，但因

過去對侵入性醫學美容治療之過敏反應而抗拒侵入性注射治療，故於今年 8 月 26 日求診於本院中

醫部門診尋求顏面針灸治療。

經診視後望診確認患者面色黃偏白，眼周色黯，眼下青紫隱隱，兩頰輪廓略鬆弛，法令紋明

顯，臉部老化程度為 Type II Glogau Classification of Photoaging；聞診無異常；問診發現患者右

眼下注射膠原蛋白後不明原因易紅腫；切診脈弦。

以 0.16x13mm、0.16x25mm 之針灸針於患者面部穴位與肌肉處進行針刺並留針 30 分鐘。針

灸穴位與肌肉展示於下圖「面部針灸穴位與相關肌肉分布」。於每次針灸前後拍攝患者面部照片，

並採用前額、左頰、下巴與背景等四部位取其平均色調進行比色，並將治療後之各部位平均色以

第一次治療前之背景色為基準進行校正 ，之後再比較校色後之各部位色調。另以軟體提取患者臉

部輪廓線進行治療前後之臉部輪廓比較。比較第一次治療前與第五次治療後之輪廓線。重合後可

發現患者經五次治療後右側輪廓線內縮且顴骨線條趨於平滑，相比於治療前，治療後兩側臉頰線

條與大小較為對稱。

針灸藉由刺激穴位、調和經絡而使人體氣血運行順暢，並依此理論基礎長久使用於各種疾病

的治療。近年韓國有多篇文章提出將針灸應用於法令紋、眼周皺紋、臉頰豐厚度等，其效果顯著

且副作用甚少。根據黃帝內經提及「面衰色始於陽明面衰，氣血不足而面焦髮墮」，足陽明胃經、

手陽明大腸經循行於頭面且為多氣多血之經，故女子衰老首先展現於面部；手少陽三焦經可通暢

三焦，調節內分泌，故調和膽經經氣可預防治療色斑、皮疹、痤瘡等；小腸經主液，針刺手太陽

小腸經穴位有助於滋潤濡養皮膚；五臟六腑之腧穴皆位於足太陽膀胱經上，透過疏通膀胱經氣有

助於改善臟腑之循環；疏足少陽膽經之氣則能促進代謝產物清除，改善預防兩側皺紋、黃褐斑等。

針灸美化面部之原理除針灸透過刺激經絡改善機體功能與增進面部血液循環外，希臘研究團隊更

證實使用 needle shaping 技術可有效促使臉部膠原蛋白層增生與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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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erbal Medicine Slow the Kidney Function 
Prog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Kidney Disease in 

Taiwan： A Hospital-Based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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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博士班

研究背景與目的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HM) is a popular treatment in various kidney diseases in Taiwan. No 

study analyzed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ssociated with renal function in diabetes kidney disease 
(DKD) patients with actual clinical data.

材料與方法
We conducted a hospital-based cohort study in newly diagnosed DKD patients from 2007 to 

2016 in hospital in central Taiwan. CHM user means only taking prescribed herbal medicine in the 
follow-up duration. On the contrary, western medicine user means receiving any kind of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ACEIs) or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blockers (ARBs) in the follow-
up duration. The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was used to evaluate renal function in 
DKD patients. The serum albumin-to-creatinine ratio (ACR) or protein-to-creatinine ratio (PCR) was 
determined the quantity of albuminuria or proteinuria.

結果
About 30 % patients received CHM treatments after DKD diagnosed in central Taiwan.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ntil Dec 31, 2016. The mean follow up was 2.7 years (SD 3.3) for CHM 
users and 2.9 years (SD 2.6) for non-CHM users. CHM users ha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microalbuminuria and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in slowing progression than the 
western medicine user with multivariate adjustment. Panaxnotoginseng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prescribed single herbs. Bai-Hu-Jia-Ren-Shen-Tang (BHJRST)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prescribed 
herbal formula.

結論
The hospital-based cohort study showed that CHM might reduce microalbuminuria in early DKD 

patient. Further more powerful clinically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renoprotective effect in 
CHM.

關鍵字：糖尿病腎病變，腎功能，微白蛋白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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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 Taiwanes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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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6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Center,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7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8 An-Nan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Objectives
Much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links diabetes mellitus (DM)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cancersand, in particular,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HM)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HCC in patients 
receiving Western antidiabetic drugs.

Interventions and main outcome measures
Thi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used data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involving 81,105 diabetic patients, including 5122 CHM users and 25,966 non-CHM users. Analyses 
of treatment effects were adjusted for covariates including gender, age, comorbidities, antidiabetic 
drugs and liver medications. Node XL software performed a network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50 most 
commonly used CHM herbs and formulas.

Results
In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 adjusted for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DM 

patientsexposed to adjuvant CHM therapy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o develop HCC compared 
with non-CHM users (adjusted hazard ratio [aHR] 0.59； 95 %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41-0.87； 
p=0.01). Kaplan-Meier analysis revealed a lower 10-year cumulative risk of HCC among CHM users 
compared with non-CHM users. Amongst the10 individual CHM herbs and herbal formulas most 
commonly prescribed for DM, the most frequent were Salvia miltiorrhiza (Dan Shen) and Liu Wei Di 
Huang Wa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nationwide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from Taiwan provides som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prescrib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M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DM. Compared with use of Western 
antidiabetic medication alone, use of adjuvant CHM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HCC in 
patients with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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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Uremic pruritus (UP) is also named as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ssociated pruritus (CKD-aP), 

which was a really bothersome symptom that causes sleep disturbance, anxiety, depression, and 
reduce quality of life. Pruritus often happens to patients with end-stage-renal-disease. There is still no 
definite treatment for UP due to unclear pathogenesis. We screen review articles and the latest clinical 
trials to summarize the shreds of evidence for the treatment strategy of UP.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oral UCG and omega-3 in UP patients. We used 
the Apriori algorithm to analyze association rules of potential core herb combinations in CHBT for 
UP treatment.

Material and Methods
We search the electronic databases and gather the latest clinical trials and pilot studies of western 

and 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therapies for UP. 

Results
We conclude the treatments and suggest a 

treatment algorithm for UP. Three trials including 
126 participants were published between 2012 
and 2019. Compared with the placebo group, the 
omega-3 group exhibited a decrease in the total 
pruritus score, with a standard mean difference of 
-1.7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4.00 to 0.43), 
and a decrease in the pruritus severity score, with a 
standard mean difference of -0.9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2.35 to 0.45). Four trials including 376 
participants were published between 2017 and 2020.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UCG group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VAS score, 
with a mean difference of -2.0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2.40 to -1.74). Data on 43 CHBT herbs 
were extracted from 17 RCTs included for analysis and we found 19 association rul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ollowing herb combinations {Chuanxiong, Baijili} ≥ {Dahuang} and {Dahuang, 
Baijili} ≥ {Chuanxiong} were most strongly associated, implying that these herb combinations 
represent potential CHBT treatments for UP.

Figure 1. Proposed mechanism and pathogenic 
factors in uremic prur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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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Some UP therapies already have large-scale clinical evidence, and some new treatments 

can provide patients with new hopes and treatment options. UCG and omega-3 appears to be an 
attractive complementary therapy for UP patie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needed before conclusive 
recommendations can be made. Our study shows the combinations of herbs used in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s, such as Chuanxiong, Baijili, and Dahuang, and Dahuang, Baijili, and Chuanxiong, may be 
potentially useful in the treatment of UP.

Figure 2. Therapeutic algorithm in uremic 
p r u r i t u s  a r r a n g e d  v i a  p r u r i t u s 
severity and evidence level

Figure 3.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total pruritus 
scores in UP patients administered omega-3

Figure 4.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VAS scores in 
UP patients administered UCG

Figure 5. Grouping matrix for the 19 association rules 
obtained in the 17 RCTs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on CHBT treatment for UP

Table 1：Potential efficacy of the core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of CHBT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uremic pruritus
Chinese name English/Latin name Function Active ingredients Efficacy
Baijili Tribulus fruit/ 

Tribulus terrestris 
L.

Pruritus relief Saponins, 
flavonoids, 
glycosides

Anthelmintic, antibacterial,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Chuanxiong Szechuan Lovage 
Rhizome/ 
Ligusticum 
striatum DC.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Ferulic acid, 
senkyunolide, 
butylidenephthalide

Anti-thrombotic, anti-
hypertensive, and 
vasodilator activity

Dahuang Rhubarb root and 
Rhizome/Rheum 
officinale Baill.

Promoting 
detoxification

Anthraquinones, 
Stilbenes

Antibacterial, anti-
inflammatory, and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CHBT = Chinese herbal bath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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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Nursing home associated pneumonia (NHAP) is a common type of infection among long-

term residents.The mortality of nursing home associated pneumonia (NHAP) is also higher than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 BDT1 is a concentrated Chinese herbal extract formula 
that combined (the Compound of Ma Huang and Ginkgo Combination and Pinella and Magnolia 
Combination).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BDT1for pneumonia prevention in high-
risk order residents in nursing home.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randomized, sing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160 participants aged over 65 years 

old living in nursing hom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1：1 to the BDT1 andplacebo group. Beside 
regular medicine, participants receive either BDT1 or placebo for 12 consecutive weeks.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the incidence rate of pneumonia in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and half year follow up.Th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Gram-stained sputum wasalso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ial. Data 
was analyzed by using Chi-square test and 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 with SPSS. 

Result
A total of 160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into two study groups. This study was completed with 

143 participants analyzed, including 70 subjects in the BDT1 group and 73 subjects in the placebo 
group. During the 12-week of medical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rate of pneumonia was 10.0% and 
34.2% in the BDT1 and placebo group respectively. The risk of pneumonia in half year was lower 
in BDT1 group (adjusted hazard ratio=0.422, 95% CI=0.226-0.791).Compared to placebo group, the 
level of Gram-negative bacilli in BDT1 group is significantly declined in sputum samples (p<0.001).

Conclusions
BDT1 can reduce the risk of pneumonia, and one of the possible mechanism wasdeclining the 

level of Gram-negative bacilli in respiratory systemin high-risk order residents of nursing home in 
Taiwan.

Keywords：Pneumonia、Nursing home associated pneumonia、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m-negative baci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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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in ventilator-dependent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Care Center

Pei-Hsin Chen1, Wan-Li Jiang1, Ruei-Jhe Jhang1,Ya-Lun Li1, Chun-Min Chen3, Jia-Ming Chen1,
Sung-Yen Huang1, Sheng-Hao Lin2

1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2Division of Chest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3CCH Big Data Center,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s an important therapy to help patients with 

dyspnea. However, long-term ventilator dependence would consumes huge medical resources and 
endangers the pati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causing the increasing risk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In this study, we discussed the efficacy of the combination with western medical care and 
Chinese medical acupuncture therapy on the ventilatorparameters in ventilator-dependent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94 ventilator-dependent patients aged 20 to 80 years old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in the Respiratory Care Center (RCC) 
of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Besides regular medical care and therapy, participants in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acupuncture therapy atthe same 17 acu-points for 20 minutes once a day, a total of 
12 times therapy in two weeks.The ventilator parameters were recorded to evaluate the respiratory 
efficiencyfor all participants. Data was analyzed by using independent t-test, paired t-test and 
Wilcoxon rank-sum test with SAS 9.4.

Result
All 94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into two study groups, including 47 subjec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47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baseline, the means of maximal inspiratory pressure 
(MIP) and 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 (RSBI) of experiment group were worse than control group. 
However, after 12 times acupuncture therapy, the progress of the mean of RSBI was significant better 
(p=0.034), and the rate of weaning were also significant higher (p=0.0057) in treatment group.

Conclusions 
Acupuncture therapy show th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parameters of ventilator and the rate of 

weaning in ventilator-dependent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Care Center.

Keywords：acupuncture、ventilator-dependent、ventilatorparameters、RS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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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Ba-Duan-Jin and acu-pressure on blood 
lipid in ob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aiwan

Pei-HsinChen1, Chang-Ju Hsieh1, Shun-Chang Chang1, Yi-Lei Wu2

1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2Division of Pediatric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Hyperlipidemia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aiwan. According to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the incid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hich were surveyed 
by body mass index grow obviously among the children. Despite Qi-gong and auricular acu-press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 benefit to the balance of metabolism of 
human, few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Qi-gong and auricular acu-pressure to the obesity 
among children. In this study, we discussed the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children 
blood lipids statuscontrol.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non-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was conducted among67 obese (BMI ≥ 85% persons in the same 

ag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10 to 18 years in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in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In 12 weeks of treatment, participants in treatment group would practiced Ba-Duan-Jin, 
a form of Chinese qi-gong used as exercise, for an hour once a week, and received auricular acu-
pressure with the seeds of VaccariaeSemen. Blood test would be taken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course for following the blood lipids status for all participants. Independent t-test and Wilcoxon rank-
sum test were employed with SAS 9.4.

Result
All 67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into two study groups. The study was completed with 34 

participants, including 17 subjec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17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the mean of total cholesterol/HDL cholesterol ratio was significant decline in 
0.553 in treatment group (from 4.27 to 3.72, p=0.001). The progress in the mean in totalcholesterol/
HDL cholesterol ratio was significant in treatment group (-0.553 in treatment group and-0.186 in 
control group, p=0.03). The LDL-C declined to 105.4 mg/dL and non-HDL declined to 112.2 mg/
dL, which were in the normal range of pediatric patients. Besides, we found a trend of increasing in 
HDL-C test and a trend of decreasing in LDL-C test.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auricular acu-pressure and Ba-Duan-Jin have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blood lipids statu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aiwan.

Keywords：Ba-Duan-Jin、auricular acu-pressure、obesity、children and adolescents、blood li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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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西醫療信念因素之研究 - 以嘉義地區居民為例
何臻佩 1, 江慧珠 2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
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

背景與目的
醫療信念是每個人對於疾病及選擇醫療方式的重要看法。了解每個人的中西醫療信念與影響

因素。

方法
採橫斷式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為嘉義地區新南聯合里之居民 (N=315) 。以問卷收集人口學基

本屬性、中西醫療信念量表等資料收集並使用 SPSS 22 版分析。

結果
 (1) 中醫優勢信念，以「中藥的藥效比較溫和」贊同人數最多；西醫優勢信念，以「西醫對

急性病的治療比中醫好」贊同人數最多。 (2) 年齡層、婚姻狀況與醫療信念達統計上差異。

結論
民眾對於中西醫療信念看法，多數仍以西醫優勢信念為主，但會因年齡層、婚姻狀況不同而

有差異。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醫療諮詢、護理衛教保健方案的參考。

關鍵字：醫療信念、中西醫療信念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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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bined-Trea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COVID-19-A Case Report

Hsin-Ching Wu1 , Wan-Li Chiang1,Pei-Hsin Chen1, Sung-Yen Huang1, Yu-Lin Li2 , Chun-Eng Liu2

1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2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Taiwan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Since the outbreak of Wuhan pneumonia, Hubei Province, China in December 2019, more than 

10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have been infected. However, the global pandemic is still rising. There 
are also nearly 900 people have been diagnosed in Taiwan.

A new coronavirus was confirmed to cause Wuhan pneumonia and then was known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WHO named the disease caused by SARS-
CoV-2 a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COVID-19 are including fever, cough, loss of taste or smell, diarrhea, 
running nose, difficulty breathing and pulmonary infiltration. Even if cured, it may remain the 
sequelae of pulmonary fibrosis.

Among the COVID-19 confirmed patients admitted to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six of 
them have consulted and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reatment. During the 
hospitalization, we observed that TCMtreatment could not only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COVID-19 
more quickly but also 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Here, we reported the first case who received the combined therapy of TCMand western 
medicine as our experience sharing. We hope that TCMcan help and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this 
pandemic.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ase is a 52-year-old woman with a past history of Type 2 DM. She worked in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China. She returned to Taiwan on 20th, January and had fever, cough on 25th. 
She went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CCH)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isolation ward rapidly. She was diagnosed with COVID-19 later. She took Acetaminophen, 
Oseltamivir and Levofloxacin but the symptoms were not relieved well so that she consulted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and started taking Chinese medicinedecoction on 30th, January.

According to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CM, the syndrome type of the patient was “cold 
and damp block the lung”. We used the prescription including the combination and adjustment of Da-
Yuan-Yin and Sheng-Jiang-San.We examined the patient and adjusted the prescription 3 times per 
week.The patient took the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4 times per day until discharge.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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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T-PCR test of SARS-CoV-2 by oropharyngeal swabs and sputum were negative for two 
consecutive times and the patient was discharged on 19th, February. After discharge, she continued 
to attend the outpatient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CCH. The follow-up chest 
CT after 3 months showed no pulmonary infiltration and fibrosis.

Conclusions 
The patient suffered from COVID-19 received TCMtreatment can relieve the symptoms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lung effectively. Besides, it can also prevent the sequelae of pulmonary fibrosis.

Keywords：COVID-19、Combined therap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Pulmonary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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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治療手術後腸阻塞病例報告 2 例
Acupuncture of postoperative ileus - two cases report

林詩荏 , 蔡承儒 , 陳光偉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台北，台灣

Shin-Jen Lin, Cheng-Ju Tsai, Kuan-Wei C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of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手術後腸阻塞是手術後多種併發症之一，也是外科醫師所極不樂意遇到的事。其原因可分為

麻痺性腸阻塞及沾粘性腸阻塞，一般的治療原則為禁食、插鼻胃管及靜脈輸液，並緊密觀察。若

發生毒性現象，如發燒、白血球升高、腹膜炎現象或是阻塞一直不通則需再次剖腹探查及治療。

本院最近有兩例腹腔手術後腸阻塞案例。其一為大腸癌患者腹腔手術後 3 日出現腹脹、納差、無

排氣等腸阻塞症狀；其二為膀胱癌患者腹腔手術 10 年後突發急性腹痛、腹脹、噁心嘔吐、無排氣

等腸阻塞症狀。此兩例患者均於針灸治療後隔天開始排氣且腸胃症狀獲得改善。總而言之，針灸

治療對於腹腔手術後麻痺性腸阻塞與沾黏性腸阻塞有良好的治療效果。

Postoperative ileus is one of many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abdominal surgery, and it's also 
the last thing surgeons wish to see. Causes of postoperative ileus include paralytic ileus and 
adhesive ileu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reatment is close observation with fasting, nasogastric tube 
decompression and fluid replacement. If toxic signs occur, such as fever, elevated white blood cells, 
peritonitis or prolonged ileus,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and treat again with abdominal surgery. 
There are two cases of postoperative ileus in our hospital. The first case is a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 
developing abdominal distension, poor appetite, no flatus passage, nausea and vomiting 3days 
after abdominal surgery. The second case is a patient with bladder cancer and finished abdominal 
surgery 10 years ago, who developed acute abdominal pain, distension, no flatus passage, nausea and 
vomiting. The day next to acupuncture therapy, both patients exhibit flatus passage and the symptoms 
are improved. All in all, acupuncture therapy has a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on paralytic ileus and 
adhesive ileus after abdomin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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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頻率電針刺激經矽膠管修護之截斷大鼠 
坐骨神經再生影響

陳悅生 1, 李育臣 2, 王聖惠 3

1 醫學工程學院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教授 
2 中醫學院中醫學系學士班中醫針灸學科 副教授

3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學生

背景與目的
在動物模型中，周圍神經橫斷後的電刺激 (ES) 可以增強再生和康復干預措施，以改善感覺運

動功能。1-3 這種方法已成功地轉化為臨床應用 [4,5]，儘管在腦中應用 ES 的理想時機也是如此。

患者和動物模型仍不清楚。一般認為損傷後不久的 ES 最有益，因為 ES 誘導的恢復可通過損傷誘

導的免疫系統激活來促進。6,7ES 還可促進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 (BDNF) 及其調節劑的上調。受

體 trkB mRNA 可以支持周圍神經元的發育，維持和可塑性。8,9 因此，ES 的延遲發作在促進再生

神經的恢復方面可能不太有效。但是，先前的實驗僅在切片神經末梢之間的短間隙內評估 ES。動

物內在的神經再生能力在較短的間隙內可能是如此有效，以至於 ES 的作用可能無法完全顯現出

來。換句話說，必須要有較長的神經間隙才能確定更嚴重受傷的動物是否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使

ES 增強神經可塑性。我們解決了重要的但經常被忽視的問題，即橫切大鼠坐骨神經後，不同的發

作時間對 ES 的療效，兩端之間留有 10mm 的間隔。

材料與方法
對四組成年大鼠進行坐骨神經切開，然後使用內部間隙為 10mm 的矽橡膠導管進行拔管修復。 

在神經修復後的第 1 天開始，A 組每隔一天接受一次 ES，持續 15 分鐘，持續 2 週。 使用相同的

ES 方案，B 組和 C 組分別在術後第 8 天和第 15 天開始 ES 發作。 D 組為未接受 ES 的對照組 ( 圖 1) 
。

結果
植入 6 週後，所有矽橡膠導管均完好無損，沒有腫脹或變形。 褐色的纖維組織包封物覆蓋腔

室，腔室開口中的神經殘端。 修剪纖維組織後，可以通過腔管腔看到再生的神經。 對矽橡膠腔體

的粗略檢查顯示，分別在 70 �，40 �和 60 �的動物中，B，C 和 D 組成功再生，而在 A 組中只有 30 �的
動物表現出再生的神經索。

結論
我們發現延遲 ES 的應用可以顯著改善再生神經的恢復。當神經修復後立即應用相同的刺激

方案時，看不到這種有益效果。具體來說，我們發現延遲了 7 天

ES 發作之前可以顯著增強跨越矽橡膠腔中寬闊神經間隙的神經電纜的形成。同樣重要的是要

注意，延遲的 ES 不僅可以提高成功再生的速度，而且可以增強神經電纜內神經成分的成熟度。

具體而言，與接受立即 ES 的組相比，ES 延遲的兩組在 10 mm 的間隙中成功生長出大約兩倍的髓

鞘軸突。此外，與直接 ES 組相比，延遲 ES 組的再生血管和神經區域更大。結果，不僅它們在誘

發動作電位上的差異沒有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而且這些數據的平均值的偏差如此之大，以至

於我們開始重新考慮使用電生理學測量方法來訪問再生神經的準確性。總之，我們的發現證實了

ES 的時程對周圍神經損傷後的最終恢復很重要。受傷神經 ES 發作的短暫延遲可以顯著加速軸突

再生和功能恢復，這對於成功完成神經再生至關重要。

神經再生。在未來的康復方法中應考慮到這一點。

關鍵字： 矽膠管、坐骨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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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針足三里緩解老鼠強迫游泳疲勞測試
林以文 1, 黃寬宏 2

1 中醫學院針灸研究所 教授
2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學生

背景與目的
疲勞是由人體傳輸的心臟生理信號，是人體的自然反應，通常會導致個人不適。如今，無

論運動員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感到疲勞，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狀態。每個人的疲勞感都

是不一致的。當執行相同的工作時，對於某些人來說，這不會引起疲勞，但是對於另一些人，則

可能會導致疲勞。研究還指出，當人們感到疲勞時，他們會認為自己的身體不再能夠繼續運動 
(Hagberg，1981) 。疲勞是對身體的警告信號。發生疲勞時，如果忽略不計，長期疲勞會導致身體

患病，甚至危及個人生命。可以看出，疲勞不容忽視，疲勞就是一代應該是每個人都應該注意的

事情，因此對疲勞的認識應該成為每個人都應該知道的重要話題。

材料與方法
強迫游泳測試

將鼠標單獨放在水深 20 厘米的圓柱形游泳池 ( 長 50 厘米，寬 20 厘米 ) 中。水的溫度保持在

24℃～ 26℃。一根重量為 8 �的軟鉛片固定在鼠標尾巴的中部。，並測量每隻小鼠的耐力，作為從

池中到疲憊的時間記錄的游泳時間。游泳時間被認為是花在漂浮，掙扎和進行必要的運動直到疲

憊和可能溺水的時間。在水上游泳 7 秒鐘後，將小鼠救出，並認為它們已經精疲力盡。

蛋白質印跡

組織研磨：將取出的腓腸肌樣本放入防爆管中，以浸泡組織研磨均勻溶液 ( 溶解緩衝液：包

含 20mmol/L 蔗糖，1mmol/L NaF，1mmol/L 釩酸鈉，1mmol/L 鉬酸鈉，0.2 � Triton x-100 和蛋白

酶抑製劑混合物 )，加入 10 個鋼球，在組織均質器中均質 30 分鐘，然後以 4° C，12000rpm/min
的速度高速離心，並離心 10 分鐘，然後取離心後脫落。透明溶液是組織蛋白提取物。將提取物分

成 2 個試管。從每個試管中提取 240ul 提取物，然後添加 60ul 5x 染料。煮沸 10 分鐘後，移至 -80° C
冰箱中儲存。

凝膠電泳：取 10ul 每個染色的樣品 2 小時，進行 2 小時的 8 �月桂基硫酸鈉聚丙烯酰胺凝膠電

泳 (sds-tris 甘氨酸凝膠電泳 )，電泳完成後，取出凝膠並浸泡轉移緩衝液，轉移緩衝液，浸泡將聚

偏二氟乙烯 PVDF 膜置於甲醇和轉移緩衝溶液中，然後將凝膠和硝化纖維素膜置於半乾轉移法中。

以 15V 在打印機上轉移 45 分鐘。轉移完成後，用 0.05 � PBST (PBST PH7.0，0.05 � Tween20) 洗滌，

並用 5 �胎牛血清白蛋白 (BSA) 封閉 30 分鐘。用 0.05 � PBST 冰清洗 3 次 (10 分鐘 / 次 ) 30 分鐘，然

後根據每種一抗添加相應的二抗過氧化物酶偶聯的抗兔 / 山羊 / 小鼠抗體 (1：5000)，並在室溫下

作用 2小時後，在室溫下用 0.05 �PBST洗滌 3次 (10分鐘 /次 )，用發光檢測試劑 (ECL加蛋白 ) 顯影，

並在發光熒光分析儀 ( 日本 Fujifum 的 LAS3000) 上拍照。然後使用 Image J 軟件進行分析

關鍵字：疲勞、足三里、腓腸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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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治療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合併慢性骨盆腔痛， 
隨機臨床試驗
涂育嘉 1, 蔡彥村 2, 張恆鴻 3

1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所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北分院泌尿科

3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所

慢性骨盆腔疼痛綜合徵 (chronic pelvic pain) 和慢性前列腺炎 (chronic prostatitis) 是常見的泌

尿科疾病。它會對患者的生活品質產生不利的影響。此疾病的影響約 15 �的成年男性人口。慢性非

細菌性前列腺炎是慢性骨盆腔疼痛綜合徵的常見病因。如果骨盆疼痛持續超過三個月且無感染，

則診斷為慢性骨盆腔疼痛。其症狀在肛門周區域引起疼痛，還會導致排尿問題，此疾病的病理生

理學尚未完全明瞭。神經痛、發炎反應、骨盆底肌肉功能障礙是最常見的病因。目前，慢性前列

腺炎的慢性骨盆腔疼痛治療尚無共識，使用抗生素和止痛藥為主要治療手段，其目的為減緩症狀。

但是口服藥物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治療期長和胃腸道的副作用，這導致許多患者無法堅持治療，

因此我們將評估針灸治療的臨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並希望這項研究將為能提供更多治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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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重症加護病患腹部手術中西醫整合照護模式及 
教學機制之建置

李俐雯 1, 吳汐淇 2,3, 黃明正 1

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症暨外傷中心

3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 

現今因腸胃道疾病、婦科疾病、癌症接受腹部手術之病患數日趨增加，手術容易導致胃腸道

蠕動問題，而術後出現腸梗阻的機率約為 10~30 �，目前臨床常以促進腸胃蠕動藥物進行治療，然

而部分病患仍存在灌食量少和消化不佳的問題，進而增加胃殘餘容量，容易因嗆咳而造成肺部感

染，使術後臥床住院時間延長，耗費健保資源。

腸梗阻屬於中醫學中「關格」、「腸結」範疇，自古中醫治療腸梗阻於方藥、針灸等累積許

多臨床經驗，若中醫能與西醫重症照護相結合，於手術後立即進行整合照護，以降低腸梗阻的風

險，成為急重症照護的重要課題。

本計畫目的為建置外科重症加護病患腹部手術中西醫整合照護模式及教學機制，以病患為中

心，邀請中醫師、西醫師、護理師、營養師、個案管理師等人員加入中西醫整合照護團隊，訂定

臨床標準作業流程、臨床作業內容規範等內容，以期改善患者的臨床症狀表現與增進生活品質。

並藉此中西醫整合照護模式，同時建置教學機制，以中醫病機和現代醫學角度分析病患並擬定中

醫診治方針，以現代醫學評估方式來審視病患經中西醫診治後之病情和癒後變化，並將臨床路徑

中常用之臨床指標和評估方法，規劃於臨床教學和病歷紀錄中，同時將課堂學習串連至臨床實際

操作，作為中醫專科醫師受訓之急重症訓練項目之一，以增加臨床學習之深度及廣度。

本計畫參考 2004 年「臨床診療指引發展手冊」及現今國際間臨床指引發展步驟，回顧、評讀

2001--2020 年間發表之英文實證文獻，依證據等級區分並做出建議，訂定外科重症加護病患腹部

手術中西醫整合照護治療指引草案，經國內專家審查，綜觀現今研究可知針灸和中藥治療可明顯

縮短術後首次蠕動、腸胃氣脹和首次排便的時間，同時顯著縮短術後住院時間，減少醫療資源的

耗費，將前述之臨床建議施行於本計畫收案病患，顯示病情嚴重度由輕至中度之腹部手術病患較

能從中西醫整合照護獲得助益，針灸可有效改善胃殘餘容積，降低發生併發症和敗血症的風險，

因此，中西醫整合照護具有明顯療效和低風險的優點，未來可作為治療腹部手術併發症的一項治

療選擇。



2021

2021 1 3 202113

164

衛生福利部 109 年度 
建立中醫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蔡椀婷 1, 林于凱 2, 張慶國 3, 鍾惠君 4, 高慧娟 5, 俞馨媛 6, 謝明穎 6, 吳立工 6, 陳中奎 6,
林欣榮 1, 何宗融 1,6,7

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院長室
2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
3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護理部
5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中醫部
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中西醫合療研究發展中心

以中醫療法建立中醫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透過中醫，結合政府、醫院與慈善以打造「可

近性」、「有效性」、「普及性」之中醫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照護模式，以提供長期照顧需求者

多元照顧選擇，並供相關單位政策規劃參考。

本計畫採前瞻性研究設計，在花蓮慈濟醫院輕安居執行中醫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模組。

109 年開始執行，共收案 27 人。以隨機分配的方式，

將個案分為實驗組 - 太極八法及雷射針灸治療，和對照組 - 太極八法及偽雷射針灸治療。研

究期間以 3 個月為 1 期，1 期 12 週，每週 1 次介入措施，每次 2 小時。共有四次資料收集，分別

為前測、期中、期末及結束 1 個月追蹤測驗，預期使用中醫治療後進一步能延緩失能老人快速惡

化，增加其健康餘命。

初步執行結果，在日常活動功能 (ADL) 分數，前測平均數為 76.48 分，結束後一個月平均數

為 85.87 分，平均數進步 9.37 分；在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 (IADL) 分數統計，前測平均數為 9.81 分，

結束後一個月平均數為 12.29分，平均數進步 2.48分；在衰弱評估 (SOF)分數統計，前測平均數 0.63
分，結束後一個月平均數為 0.35 分，平均數減少 0.28 分；在憂鬱症量表 (TDQ) 分數統計，前測

平均數 7.33 分，結束後一個月平均數 3.39 分，平均數減少 3.94 分。由此中醫照護模組的介入能

可以幫助衰弱以及失能，提早預防或延緩衰弱以及失能期長者。

致謝本研究感謝衛生福利部 - 委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研究補助 ( 計畫編號：M09G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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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醫失智症日間照護模式及成效分析
黃頌儼 , 陳嘉允 , 陳運泰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中醫部

目的
建構中醫特色之失智症日間照護模式，並評估本模式應用於失智症患者日間照護之成效。

方法
本研究透過以中醫藥知識課程、傳統養生功法坐式及站式「太極拳與八段錦」、「耳穴敷貼」

與「雷射針灸」及等中醫特色照護治療與課程，分別評估對「失智非失能者」及「失智失能者」

自身改善情況。「失智非失能者」與「失智失能者」在日間照護上之差異為前者採用站式太極拳

與八段錦，後者採用坐式太極拳與八段錦。

計畫收案對象經神經內科醫師診斷為認知功能障礙，其臨床失智評估量表 (CDR) 分期屬極輕

度、輕度及中度個案，並依巴氏量表評分區分為「失智非失能」(A 組 ) 及「失智失能」(B 組 ) 兩組。

成效評估包括認知功能障礙篩檢量表 (CASI)、精神行為量表 (NPI)、簡易老人憂鬱量表 (GDS-15)、
高齡者衰弱量表 (Kihon Checklist)、手握力測試 (grip)、三公尺計時起走 (timedup & go, TUG) 及
計時五次坐站 (timed five-chair stand, TCS)。兩組之評估結果使用 SPSS 22.0 版本輸出，採用成對

樣本 t 檢定 (Paired Sample t test) 分析作為結果呈現。

結果
本計畫失智症個案總計收案 44 人。A 組收案 22 人，依 CDR 等級區分為輕度 7 人、極輕度

15 人，失智症類型皆為阿茲海默症，平均年齡為 80 歲。B 組收案 22 人，依 CDR 等級區分為中

度 2 人、輕度 11 人、極輕度 9 人，失智症類型屬阿茲海默症為 19 人、血管型 1 名，路易氏體 1 名、

額葉型 1 人，平均年齡為 73.7 歲。

在 CASI 量表中，就整體性趨勢來看以短期記憶面向由平均 3.82 上升至 4.92，統計上達顯著

差異 (p =0.013)；而長期記憶、注意力、心智操作、思緒流暢度面向平均呈現上升趨勢。GDS-15
則由平均 4.00 下降 2.91，統計上亦達顯著差異 (p =0.041)。

A 組與 B 組進行分組統計，在 CASI 總分平均 A 組為上升趨勢，B 組呈現下降趨勢，在統計

上無顯著差異；在短期記憶面向 A 組統計上達顯著差異 (p = 0.031)。GDS-15 除整體統計有差異

之外，在 A 組顯示前後有顯著差異 (p = 0.037)；體適能部分 A 組在右手最大握力 (p = 0.004) 與五

下起坐時間 (p = 0.027) 具有統計上之差異。

結論
本研究就整體而言雖然 CASI 量表評估結果在統計上未達到顯著差異，但就趨勢來看可能有

助於失智症個案延緩認知功能退化。兩組中特別是「失智非失能」組在短期記憶面向、GDS-15
及體適能評估皆具明顯進步。

由此可見中醫失智症日間照護模式有助於提升失智症患者短期記憶力、減輕患者憂鬱程度及

改善其日常活動能力，值得未來推廣到全國社區長照日照據點，藉由中醫多元照護模式，提升失

智症患者之照護成效。

關鍵字：失智症、中醫藥、太極拳、八段錦、耳穴貼敷、雷射針灸

致謝 本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補助研究計畫經費，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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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智慧中醫及應用模式計畫
黃維德 , 張晉維 , 歐世宸 , 洪皓脩 , 黃升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針灸為中醫的特殊治療手段，雖然針灸與經絡的相關記載已有千年以上，但學習的方式與現

今並無太大的變化。除了依靠文字與圖譜，操作的學習主要以模型—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銅人，

或是以師徒制的方式由資深醫師手把手教學與傳承。然而，我們希望開創全新的教學方式進一步

提升針灸教育的成效。

我們整理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標準針灸經穴定位一書中，有關針灸穴位的資料，再與奧啟迪 
(DeepQ) 和太極影音 (Digimax) 兩家公司合作開發虛擬實境針灸教學模型，藉以訓練學生各穴位

的取穴位置、有效穴位、行針手法、禁忌症以及進行穴位安全深度訓練，可利用此一模型設計基

本穴位認識、測驗、情境模擬以加強學習成效。

此外，大腸癌是世界第三大癌症，也是台灣男性排名第一、女性排名第二的癌症。隨著中醫

治療大腸癌病人的病歷逐漸累積，不管是醫案書籍或是院內病歷，皆產出大量資料。因此，我們

會藉用 DeepMedic 公司的技術，將醫案書籍中的病歷資料，利用光學字元辨識和文本探勘技術萃

取出來，再使用其公司藉由 14萬筆病歷，並運用自然語言處理和類神經網路技術製作而成的模型，

將複雜的中醫詞彙標準化。接著將院內接受過中醫治療的大腸癌病歷調出，同樣經過標準化。最

後，將書籍、院內中醫病歷資料，與中華資料採礦協會 (CDMS) 合作利用變異數和集群分析交叉

比對，找出中醫對大腸癌的主要證型，並與健保資料庫的中藥比對。

我們發現大腸癌的病人主要可分成幾種證型，且依照不同頻率分布在若干集群的病人身上。

而這些證型分析結果，亦與臺灣中醫師面對大腸癌病人的開藥思路相符。這樣的結果可提供臨床

中醫師在面對大腸癌病人時參考使用。

關鍵詞：虛擬實境、針灸、經絡、大數據、中醫、大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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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患者中醫精準醫學研究
吳美瑤 1,2, 宋瑛琪 1, 張坤正 3, 劉炯勳 4, 張志宗 4, 鄭名惠 5, 黃國欽 1,2,6, 林宏任 1,2, 陳春忠 7, 周哲毅 4,

白培英 3, 黃偉倫 6, 郭錦輯 4, 蔡輔仁 8,9, 張詩聖 3, 吳亞倫 10, 劉鼎元 11, 賴富怡 1, 顏宏融 1,2#

1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心臟血管系
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腎臟系

5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中醫科
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新陳代謝科
7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科部

8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9 中國醫藥大學基因醫學部

1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人工智慧醫學診斷中心
1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準醫學中心

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要探討不同中醫證型的高血壓患者與基因變異及高血壓相關發炎細胞激素的關聯

性，並探討中藥對於不同中醫證型的高血壓患者抑制發炎細胞激素的作用，以期建立高血壓患者

的精準中醫診斷及精準中藥治療模式。

研究方法
本計畫從 2020 年到 2021 年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心臟科、腎臟科、新陳代謝科、神經外

科、中醫內科、中醫診斷科與中西醫結合科門診進行臨床收案，收案對象為確診高血壓的患者，

簽署同意書後執行基本資料調查、中醫體質問卷調查、中醫舌診檢查、中醫脈診檢查、中藥免疫

檢測、基因檢測，同時從電子病歷系統蒐集受試者的臨床數據，包含共病症、中西藥用藥史、實

驗室檢驗數據、心電圖及影像學檢查進行整合分析。

研究結果
從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收案 393 人，男女性比例為 6：4，平均年齡為 60±14 歲，

罹患高血壓時間平均約 10.4 年。多數高血壓患者使用超過一種降血壓西藥，其中使用率最高者為

鈣離子阻斷劑 (52.4%)，其次為血管張力素受體阻滯劑 (48.3%) 及乙型阻斷劑 (46.8%)。共病以高

血脂 (46.5%)、糖尿病 (28.9%)、心律不整 (24.6%) 及慢性腎臟病 (24.6%) 為主。受試者每週食用

冰品飲料三天以上者占 15.6%，超過 1/4 的受試者每天飲用茶類飲品 (27.7%)，將近 1/4 的受試者

經常熬夜 (24.4%)。舌診檢查結果顯示，血瘀是最常見的舌診徵象 (98.2%)，氣滯則有 75.2%，超

過一半舌診顯示陰虛 (62.8%)。脈診檢查顯示多數脈波訊號有氣滯 (93.4%) 及血瘀 (88.2%)。中醫

體質問卷調查以陰虛體質 (49.0%) 及陽虛體質 (46.7%) 最多，其次為平和體質 (40.8%) 及痰瘀體質

(38.2%)。高血壓受試者的發炎細胞激素明顯較高，中藥測試顯示最具抑制細胞激素效果的中藥為

黃連 (75.0%)，其次為地骨皮 (63.1%)，基因檢測的數據目前尚在分析中。

結論
目前完成 393 人的初步分析結果顯示高血壓患者在中醫體質問卷結果最多以陰虛體質呈現，

舌診及脈波分析則多數表現血瘀及氣滯，免疫檢測顯示明顯有慢性發炎反應，中藥黃連及地骨皮

對於高血壓患者之發炎細胞激素有較佳的抑制效果，後續將整合基因檢測數據、實驗室檢查數據

及影像學檢查進行整合分析，建立高血壓患者中醫診斷與中藥治療的中醫精準醫學模式。

致謝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109-110 年度 ” 建立中醫精準醫學計畫 “(M09G1047, M1007013) 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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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中醫藥發展專法草案計畫
施純全 1.2

1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2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研究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2002~2005 傳統醫學戰略」及「2014~2023 傳統醫學戰略」，呼籲各國

應重視並制定政策管理傳統醫藥，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中明訂「政府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

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但目前國內尚未制定中醫藥發展法。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執行中醫藥發展專法可行性評估計畫，完成中醫藥發展法架構與可行性評估。107 年執行研擬中

醫藥發展法草案計畫，依據我國中醫藥法律架構、中醫醫療與中藥產業現況，以及韓國《韓醫藥

發展法》、中國《中醫藥法》與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戰略內容，提出《中醫藥發展法》草案條文、

總說明、政策說帖與適法性分析。本計畫擬依循前述計畫研究成果，邀集產、官、學各界專家舉

辦共識會議，討論與修改《中醫藥發展法》草案條文，凝聚各界共識，並了解草案對各界之影響性。

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文獻分析、深入訪談與焦點團體訪談方法，彙整政策說帖、適法性分析報告，其

他相關計畫成果與會議諮詢成果，進行衝擊影響分析、法規影響評估及性別影響評估報告之立法

背景說明、必要性說明與成本與效益分析。另外，透過召開多次專家會議與共識會議滾動式修正

《中醫藥發展法》草案條文與說明，並蒐集相關文獻與法規逐步擬定《中醫藥發展法》子法規草案。

結果
為確立國家中醫藥發展之基本原則，保障及穩定挹注經費，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並增進全民

健康福祉，本計畫擬定《中醫藥發展法》草案。其要點如下：一、用詞定義。二、政府應保障並

充實中醫藥發展所需經費；中央主機關應定期訂定中醫藥發展計畫，並遴聘 ( 派 ) 中醫藥學者專

家及產業界人士代表召開會議，諮詢中醫藥發展政策。三、中醫藥發展之補助或獎勵事項。四、

強化中醫藥於全民健康照護之功能及角色，並提升中醫療資源可近性及醫療品質，發展中西合作

與具特色之照護質及服務。五、政府應發展及輔導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完善中藥品質管理規

範，加強中藥上市後監測，並輔導中藥產業開拓國際市場。六、推廣與輔導保存具中醫藥特色之

知識及傳統技藝，建置國家中醫藥知識庫，整合產官學之研究資源，以發展中醫藥實證。七、衛

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為配合執行中醫藥發展計畫，得設置中醫藥研究基金。八、鼓勵中

醫藥研究及管理成果進行國際交流；健全中醫醫事人力規劃，培育中醫藥科技研究人才，並普及

國民中醫藥知識教育。

討論
本計畫共提出七章二十四條之《中醫藥發展法》草案與草案總說明，並擬定草案問答集、中醫

藥專有名詞及草案英譯版，並擬定《中醫藥發展獎勵補助辦法》、《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

作中藥藥用植物種植使用辦法》、《中藥抽驗稽查辦法》等三個子辦法草案，以利後續子法規討論

與法制作業執行。擬定衝擊影響分析、法規影響評估及性別影響評估，針對立法背景、必要性、有

效性進行完善分析，並初步分析草案成本與效益。為提升《中醫藥發展法》草案效益，建議未來朝

中醫藥現況與困境進行滾動式研究，建置中醫藥政策成本效益分析研究模式，並持續考察、評析鄰

近國家《傳統醫藥專法發展法》實施之經驗及成果，以利後續《中醫藥發展法》草案之修訂。

關鍵詞：傳統醫學戰略、中醫藥、中醫藥發展法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 ( 計畫編號： MOHW108-CAMP-M-114-122404) 提供經費贊助，使本計畫
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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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ear acupressure on anxiety, pai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after spine surgery

Tseng, Szu-Hua1, Wu, Hsein-Chang2, Chang, Hsiao-Yun3, Chen, Ching-Hsiu*

Correspondence author： Ching-Hsiu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ft063@fy.edu.tw
Department of Nursing, Fooyi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No. 151, Jinxue Rd.,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83102,Taiwan (R.O.C.)

Background
Most of spine surgery patients worry about complication or risks of physical disability. They are 

also prone to anxious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which in turn affects postoperative recovery. 

Purposes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ar acupressure on anxiety, pai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after spine surgery. 

Methods
This is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with a parallel sham control group.Participants was divided 

into true ear acupressure (TEA) or sham ear acupressure (SEA) using block randomization. TEA 
group was pasted on the Vaccaria seeds and SEA group adhesive pasted without seeds on the same 
ear points. Five ear-points were Shen-men (TF4), Kidney (CO10), Liver (CO12), Subortex (AT4), and 
Occiput (AT3). All participants were be asked to hold the interventions on their ears for 3 days and 
press each ear point three times a day. Data collect by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s 
at the 24th, 48th and 72nd hour after the spine surgery.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GEE and all 
statistical a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5.

Result
Theresults were showed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anxiety (β � -7.1,Wald 

χ2=15.02,p<0.001), pain (β � -4.42,Wald χ2=90.61,p<0.001) and sleep quality (β � 187.63,Wald 
χ2=11.64, p<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ear pressing times after spinal surgery 

patients,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on anxiety, pain and sleep quality. And the TEA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SEA group. It is recommended to extend the time of ear acupoint pressing in the future 
to examine its delay retention effect.

Keywords：ear acupressure、anxiety、pain,sleep quality、heart rate variability、spin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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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中醫特色居家醫療模式
New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me Health Care in 

Taiwan

何紹彰 1,5, 黃英傑 1,6, 陳冠仁 1,7, 張景堯 2,8, 陳俊良 3,4

1 桃園市中醫師公會
2 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會

3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4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

5 安聲中醫診所
6 明醫中醫聯合診所

7 風澤中醫診所
8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前言
居家醫療是老化社會的重要健康照護品質指標，醫師要走出自己的診所，進入病人的家中或

居住環境裡，去診治病人，放棄以往傳統醫師、病人資訊不對等的模式，變成以夥伴關係為主的

醫療共治模式，來重新建立與創造醫病之間更多的信任。居家醫療的價值則是由醫師、護理師、

相關醫事人員、 病患、家屬、照顧者、與社區共同營造出來的。全人全家全社區之三全照顧模式，

應該是專科化醫療服務後更要推動的健康照護模式，這種醫療模式會讓人的生老病死在團隊互動

過程中能尊嚴安詳的和諧狀態下完成。

  台灣目前進入超高齡社會，因應人口結構老化，失能與失智的人口增加，再加上少子化的影

響，照顧的問題已成為台灣的當務之急。我們需要居家和社區型的長照體系，也必須破除醫療和

照顧之間的鴻溝，建立以「支援與照顧中心」的醫療照護模式設計，超前部署來因應即將來到之

人口老化的照顧和死亡的浪潮。

目的
建構中醫特色居家醫療模式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採取描述性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資料收集主要來源於政府部門的相關統計資料，中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執會執行報告及相關研究文獻為主。居家醫療在 105 年開始實施，全民健康

保險署的統計資料在網路之公開資訊僅到 108 年。中醫居家醫療自 108 年 7 月開始實施，在健保

署公開資訊中並無揭露訊息。相關中醫居家醫療之申報資料，只能從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取得 108
年 7 月至 109 年 6 月之各分區申報之初步資料，其中包括居家中醫醫療之人數、人次、申報點數

等數據。我們比較分析了自 108 年 7 月開始中醫可以居家醫療收案開始，按健保六個分區統計分

析其照顧病人數、就醫次數、每月每人平均費用、中醫居家醫療的疾病種類、中醫居家醫療與西

醫居家醫療的比較分析及中西醫利用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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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討論
中醫師在台灣的醫療體系中扮演照護民眾健康角色的一份子，與民眾的生活甚至有更緊密互

相依存的關係。中醫師加入安寧緩和醫療中，不僅可以建構更多元的照護團隊，也能產生協同加

分的。近來的研究也發現台灣失智患者有使用傳統中藥來預防其惡化。現代醫學的實證醫學模式

研究在介入安寧護理照護之後可以減少病人的急診使用率；中風後認知功能缺損的病人施以中醫

治療也可降低急診與住院的使用。

另外，中醫可利用特色體質分析、辨證論治等方法，有別於西醫來給予居家病人做診斷治療。

中醫在居家醫療使用傳統中草藥、現代科學中藥、外用藥膏、針灸治療、傷科推拿、芳香療法、

五行音樂療法等、來針對特別病人做適切的治療。同時在失智症初期或大手術後、腦血管意外後，

需要復健之病人給予華佗五禽戲、八段錦、太極拳等運動鍛鍊，讓病人能延緩失能、加速身體功

能恢復。

現階段中醫執行居家醫療可行的模式，應結合中醫團體目前推行之開業醫師訓練計畫，中醫

教學醫院、主訓診所、共訓診所等資源，組成中醫居家醫療團隊，其成員包括：診所 1-2 位主治

醫師以上、含 PGY1-2 年之主訓教學診所、區域級以上中西醫教學醫院以及護理人員、醫務管理

行政人員等；結合在地社區中、西、牙醫療資源及地方長照資源，導入傳統中醫預防醫學的實際

做法給社區的日照中心、長照 C 據點、里民活動中心等。教導民眾西藥、中藥、健康食品、食品、

食物之間的交互作用、相互影響、使用宜忌等等。中醫的居家醫療除了中醫現有的體質量表分析、

舌診儀、脈診儀、生物能量檢測裝置等，仍需導入現代科技化醫療技術，生理訊號監測、遠距傳

輸設備等即時掌握個案的狀況，確保醫療品質。

圖 1：中醫居家醫療前五大疾病圖 2： 105-109 年 中西醫居家醫療照護人數

表 1、中醫居家醫療六區使用情形表 2：中醫居家醫療醫療費用六區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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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中醫居家醫療才剛開始，其利用率仍不到中醫一般門診的就醫率，顯示中醫居家醫療被低估，

還有努力的空間。其中分配亦不同現行的分區預算分配模式。和西醫目前之居家醫療與家庭醫師

制度間有何差異 ? 現代醫學的實證醫學研究模式在中醫介入照護之後是否可以減少病人的門診率、

急診率、住院率、改善照顧者的壓力等，都有賴此中醫特色居家醫療模式實施後累積足夠樣本數

來分析研究統計，驗證其可行性及有效性。

中醫傳統以全人醫療為主體之居家醫療，能給予病人醫療也能照護。在治療病人的同時，提

供醫療照顧者減輕壓力的中醫養生的方法，教授照顧者在非醫療時間能主動幫忙病人穴位按摩、

經絡按摩等方式讓病人能接受更完整的照護。

關鍵詞：中醫、居家醫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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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附醫的成果簡介

中區醫療，可區分為四大行政區域，包含台中、大台中、彰化、南投，每個地區因為城鄉差

距及群聚特色，進而產生不同的醫療需求。中區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偏鄉醫療計劃，是屬

於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藉此計劃，正好開啟偏鄉居家醫療服務的契機。

中國附醫，在現行長照、居家、多元復能 ... 等計劃框架之下即有的病人外，也積極開發潛在

居家需求病人，中醫重視身體調理，透過「針、灸、中藥、按蹺、導引」給病患更能提升生活品

質的照護。

配合專業人才養成需求，設計及安排相關課程，更進一步設計符合專業相關學分申請的種子

教師醫師培訓課程，培訓第一年度人才共一百多位，學經歷遍及中醫師、整復師、長照機構人員、

護理師 ... 等。未來除了提供社區及居家醫療教學活動外，種子醫師更可以就近提供醫療相關業務，

對於居家需求的病人及家屬，正是最佳福音。

中區計劃更建立各區醫事人才群組，刊登有需求的病患訊息，方便符合時機的醫師收案外，

各區無法配合的個案，可由本中心酌量派往醫師收案，地區與中心可依據治療需求，互相轉介患

者做更進一步的檢查或治療，更為居家及社區醫療照護模式建立起良好互助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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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醫社區及居家醫療網絡 ( 高屏澎湖區 ) 研究報告
羅美惠 1, 郭哲彰 1,2,3

1 新世紀中醫診所
2 高雄市中醫師公會

3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在地老化的概念為「去機構化」，實行方法是「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政府要做到社

區照顧就是啟動輸送醫療、社會福利至社區。根據衛生福利部 109 年度補 ( 捐 ) 助高屏澎湖區辦

理「建立中醫社區及居家醫療服務網絡計畫」，目的有三：1. 以中醫預防醫學講座及中醫社區醫

療服務模式來建立需要被照顧者的社會網絡；2. 以中醫社區醫療教學種子師資培訓及中醫社區醫

療服務人才培訓為需要被照顧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並建立社區支持網絡；3. 利用社區 ( 偏鄉 )
醫療服務網絡和居家醫療服務網絡來協助需要被照顧者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內得到照顧，過正常

的生活。執行本計畫的成效評估如下：1.(1) 中醫社區醫療服務模式以五禽戲及磁石介入發現，五

禽戲可改善社區民眾身體痠痛的自覺狀況；磁石則可改善社區民眾自覺的睡眠品質。(2)6~11 月

間舉辦 32 場中醫社區預防醫學講座以滿意度問卷分析發現，針對講座主題其實用性越高滿意度越

高。2.(1) 中醫社區醫療教學種子師資培訓課程主要以居家醫療、偏鄉醫療、預防醫學及長期照護

可提供支援服務來設計；(2) 中醫社區醫療服務人才培訓則以較基本之中藥服用及保存、穴位按摩

與社區預防醫學為主要課程設計。3. 在建立偏鄉及居家醫療網絡中發現高雄市尚有六龜區及甲仙

區未設置偏鄉巡迴醫療點，而屏東縣及澎湖縣均尚未開始施行中醫居家醫療。未來建議社區醫療

講座多至中醫資源不足的鄉鎮舉辦 ( 如偏鄉及原住民鄉 )；中醫社區醫療教學種子師資培訓及中醫

社區醫療服務人才培訓可將對象進一步放寬，以及多鼓勵社區中醫診所加入社區及居家醫療網絡。

關鍵詞：中醫社區醫療服務模式、中醫居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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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bstract of establish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and Home Healthcare network (Kaohsiung, 

Pingtung & Penghu District)
Lo Mei Hui1, Che-Chang Kuo123* 

1New Age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thcare Clinic
2Kaohsiung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3I SHOU University, Th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post baccalaureate

The concept of local aging is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method of implementation is "community care". 
How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community care is to initiate the delivery of medical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to 
the community.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stablish a social network for those in need of TCM preventive 
medicine lectures and a TCM community medical service model； to provide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for those 
in need through TCM community medical teaching seed teacher training and TCM community medical service 
talent training , And establish a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 use the community (rural) medical service network 
and home healthcare service network to assist the needy to be cared for in the community they are familiar with and 
lead a normal lif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the use of wuqinxi and magnet in the TCM community medical service 
model found that wuqinxi can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body aches in the community； Magnet can improve 
the conscious sleep quality of the community. Thirty-three TCM community preventive medicine lectures were held 
from June to December. According to th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analysis, the higher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lecture, 
the higher the satisfaction. TCM community medical teaching seed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are mainly designed 
to provide support services for home medical treatment, rural medical treatment,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long-
term care； TCM community medical service talent training is based on the use and preservation of basic Chinese 
medicine, acupoint massage and community prevention Medicine is the main course desig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ural and home medical network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Liugui District and Jiaxian District in Kaohsiung City 
that have not set up rural roving medical points, while Pingtung County and Penghu County have not yet begun to 
implement Chinese medicine home medical treatment. In the futu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any community medical 
lectures be held in towns and towns with insufficient TCM resources (such as remote and aboriginal townships)； 
TCM community medical teaching seed teacher training and TCM community medical service talent training can 
further relax the target. Encourage community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to join the home medical network.

Keywords：The service model of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Healthcare、The Chinese Medicine Home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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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打。作者應全部列出，不可用等或 et	al.	表示。雜誌名稱之簡寫應以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Source	Index	刊載者為準。參考文獻之列寫，請依作者之姓、名、雜誌或書名、年份、期數、頁數繕
打。如第三點說明 (1.	雜誌文獻；2.	書籍文獻 )。

5. 插圖必須原圖 (3×4	吋以上，或公制 7.5×10	公分以上 )，且須於投稿系統上傳原始圖檔，並於檔案名
稱標示圖表標題。且圖片解析度必須超過 300dpi，光學和電子顯微鏡照片，請註明放大倍率或比率。
彩色相片之製作費用，由作者自付。如係圖表亦應每張圖表獨立一個檔案，上傳於電子投稿系統。

三、	引用資料格式 (APA)
在內文中使用格式：
◆	 姓氏	( 出版或發表年代 )…	或…	( 姓氏，出版或發表年代，頁碼 )
� �◆	 同作者在同一段中重複被引用時，第一次須寫出日期，第二次以後則日期可省略。

�在正文中引用多位作者時，以	and	 連接，但正文之引用若為圓括弧形式，則使用＆ (3	 人以上在＆前
要加，) 符號連接。
範例：
1 位作者→ Porter	(2001)…或…(Porter,	2001)/

吳清山 ( 民	90)…或…( 吳清山，民	90)
2 位作者→作者為兩人時，兩人的姓氏	( 名 )	全列

Wassertein	and	Rosen	(1994)…或…(Wassertein	&	Rosen,	1994)	/ 吳清山與林天祐 ( 民	
90)…或…( 吳清山、林天祐，民	90)

3-5 位作者→	 作者為三至五人時，第一次所有作者均列出，第二次以後僅寫出第一位作者並加 et	al.	
( 等人 )

[ 第一次出現 ]	Warstein,	Zappula,	Rosen,	Gerstman,	and	 	Rock	 (1994)	found… 或 (Wasserstein,	
Zappula,	Rosen,	Gerstman,	&	Rock,	1994)…

[ 第二次出現 ]	Wasserstein	et	al.	(1994)…或…	(Warstein	et	al.,1994)
6 位作者以上→作者為六人以上時﹐每次僅列第一位作者並加	et	al.( 等人 ) ﹐但在參考
文獻中要列出所有作者姓名。(Rubin	et	al.,	1989)

� �◆	 作者為組織、團體、或單位時，易生混淆之單位﹐每次均用全名。簡單且廣為人知的單位，第一次加
註其縮寫方式，第二次以後可用縮寫，但在參考文獻中一律要寫出全名。
[ 第一次出現 ]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	 (1999)	 或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	1999)。
[ 第二次以後 ]	NIMH	(1999)…或	(NIMH,	1999)…。

參考文獻格式：
�◆	 第一行靠左，第二行起向右縮排四個字母。
�◆	 外文之書名採斜體格式，中文之書名採粗體格式。
�◆	 外文作者姓名以倒置形式出現，名字部份均以縮寫方式表示。若所引用之著作包含多位作者時，在正

文中六位以內均需全部列出，六位以上才可以第一作者代表，但在參考書目中則不計作者人數多寡，
均需全部列出。在正文中引用多位作者時，在參考書目中則一律使用 & 符號連接。

�◆	 �外文期刊一律採斜體方式處理。

線上投稿



( 一 )	 期刊﹑雜誌﹑新聞、摘要文獻﹕
中文期刊：作者 ( 年代 )。文章名稱。期刊名稱，期別，頁別。
外文期刊：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1999).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xx(xx),	xxx-xxx.
例　　如：沈姍姍 ( 民 85)。教育選擇與控制理念的另類思考。教育資料與研究，4，14-15。

Powers,	 J.	 M.,	 &	 Cookson,	 P.	 W.	 Jr.	 (199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choice	
research.
Educational	Policy,	13(1),	104-122.

中文雜誌﹕作者		( 年月日 )。文章名稱。雜誌名稱，期別，頁別。
外文雜誌﹕ Author,	A.	A.,	&	Author,	B.	B.	 (2000,	November	10).	Article	 title.	Magazine	

Title,xxx,xx-xx.
中文報紙：記者或作者 ( 年月日 )。文章名稱。報紙名稱，版別。

推動知識經濟發展須腳踏實地【社論】( 民	89	年	9	月	5	日 )。中國時報，第 2 版。
英 文 報 紙：Author,A.A.	 (1993,September30).Articletitle.NewspaperTitle,	
pp.xx-xx.

( 二 )	 書籍、手冊：
中文書籍：作者	( 年代 )。書名	( 版別 )。出版地點﹕出版商。

作者	( 主編 )	( 年代 )。書名 ( 第 # 版，第 # 冊 )。出版地點﹕出版商。
外文書籍：Author,A.A.(1993).Book	title(2nd	ed.).Location:	Publisher.

Author,A.A.(Ed.).(1991).Book	title.Location:	Publisher.
Author,	A.	A.,	&	Author,	B.	B.	(Eds.).	(1991).	Book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中文翻譯：原作者中文譯名	( 譯本出版年代 )。書名	( 版別 )	( 譯者譯 )。
出版地點﹕出版商。( 原著出版年﹕ #### 年 )
英文翻譯：Author,	A.	A.	(1951).	Book	title	(B.	Author,	Trans.).	

Location：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
中文文集：作者 ( 年代 )。篇名。載於編者 ( 主編 )，書名 ( 頁碼 )。地點：出版商。
外文文集：Author,	A.	A.	(1993).	Article	title.	In	B.	B.	Author	(Ed.),	Book	title	(pp.xx-xx).	

Location:	Publisher.
( 三 )	 ERIC	報告格式

Author,	 A.	 A.	 (1995).	 Report	 title	 (Report	 No.	 xxxx-xxxxxxxxx).	 Location:	 Research	
Center.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xxxxxx)

( 四 )	 會議專刊或專題研討會論文﹕
作者	( 年月 )。論文名稱。研討會主持人	( 主持人 )，研討會主題。研討會名稱，舉行地點。
Author,	A.	A.	(1995,	April).	Paper	tit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itle,	Place.

( 五 )	 學位論文：
作者 ( 年代 )。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士或博士論文，未出版，大學地點。
Author,	A.	A.	 (1986).	Dissertation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Name,	Place.

( 六 )	 網路等電子化資料引用及參考文獻的寫法
Email	的引用：在文章中如以	Email	當作參考資料，比照個人通訊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格式，僅在文中註明不列入參考文獻中。
例如：(L.	A.	Chafez,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rch,	1997)/	吳清山 ( 個人通訊，民	90	年	
2	月	19	日 )
網頁的引用：
1.	如不直接引用網路資料，但建議讀者直接上網查詢相關資料，此時，可以直接寫出網頁名稱，

並註明網址，此種引用方式也僅在文中註明不列入參考文獻中。
例如：從柴爾德的黑皮窩網頁中，可以獲得幼兒教育的重要訊息 (http://www.tmue.edu.

tw/~kidcen)。
Please	refer	to	APA	Web	site(http://www/apa.org/journals/webref.html).

2.	在文章中引用到網路資料時，其寫作方式與一般參考資料的寫法一致，一般引用時寫出	 作者
及年代，全文引用時須加註頁碼。網路資料參考文獻的寫法大致與一般格式相同，必須指出作
者、時間、文章名稱或書名、雜誌名稱等基本資料，另以	Retrieved	from	取代 [On-line] 以
及 Available	 	 等字，如無日期可查括弧內的時間英文文獻需註明 (n.d.)	 中文文獻需註明 ( 無
日期 )。但網頁的內容會不斷的修正，有的網址甚至會變動，因此	必須特別寫出上網的日期，
以利參考。
例如：林天祐 ( 無日期 )。日本公立中小學不適任教師的處理構想。民	90	年	2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tmue.edu.tw/~primary
3.	電子資料庫參考文獻的寫法：電子資料庫參考文獻的寫法，主要的改變包括以	Retrieved	

from	取代	Available、註明搜尋的日期以及文字敘述方式，格式包括	CD-ROM	資料庫、	網
路資料庫、線上資料庫三類。



(1)	CD-ROM	資料庫：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1998,	 March).	 Encryption:	 Impact	 on	 law	
enforcement.	 Washington,	 DC:	 Author.	 Retrieved	 from	 SIRS	 database	 (SIRS	
Government	Reporter,	CD-ROM,	Fall	1998	release)

(2)	網路資料庫：
Schneiderman,	 R.	 A.	 (1997).	 Librarians	 can	 make	 sense	 of	 the	 Net.San	 Antonio	
Business	 Journal,	 11(31),	 pp.	 58+.	 Retrieved	 January	 27,	 1999,	 from	 database	
(Masterfile)	on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ebsco.com

(3)	線上資料庫：
Davis,	T.	(1992).	Examining	educational	malpractice	jurisprudence	:	Should	a	cause	
of	action	be	created	for	student-athletes?	Denver	University	Law	Journal,	69,	57+.	
Retrieved	January	27,	1999,	from	WESTLAW	on-line	database	(69	DENULR	57)

四、	參考文獻範例：
英文：
1.	Shijo	H,	Sasaki	H,	Nishimaru	K,	Okumura	M：Recurrent	intracranial	hemorrhagic	episodes	in	

hepatopulmonary	syndrome.	Intern	Med.	1992;	31(6):	786-90.
2.	Aebischer	 P:	 The	 role	 of	 biomaterials	 i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In:	 Tissue	

Engineering,	Eds	Skalok	R	and	Fox	CF,	Fox	Alan	Liss	Inc,	New	York	1988:	257-262.
中文：
1.	謝明村、吳龍源、林昭庚：加味一貫煎對甲狀腺機能亢進症之療效。中國醫藥學院雜誌 1993;	2(2):	

103-12。
2.	明 ‧	李明珍：本草綱目，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台北 1981；4l：1035。

五、	文稿請採 A4	 紙直式正體中文跟英文繕打，字行間應留雙空位 (Double	space)，並加註標點符號。表格
(table)	及圖 (figures)	之標題應以中文列於表格上方或圖下方，其內容則以中文為主，必要時加註英文。

六、	原稿中擬用粗體字排版之字或句，須在字句下畫線。

七、	惠稿所有專有名詞依教育部頒訂或國立編譯館新編各科名詞為準。
1.	度量衡一律採用公制單位。數字請用阿拉伯字 ( 英文句首除外 )，單位一律用國際公認之標準符號，

如：cm、mm、μm、L、dL、mL、μL、kg、g、mg、μg、ng、pg、kcal、pH、ppm、%、 ℃、
min、hr	等。另外物質分子量用 mol，濃度用 mol/L	或 M，亦可用 mg	/	100	mL	或 mg	/	dL。吸光
率 (absorbance) 以	A	表示，放射能量單位 Curie	用 Ci，振率單位用 Hz	 (hertz)。原子量寫在符號之
左上方。

2.	中藥單位請用統一註明，水藥以 “ 錢 ” 為單位，藥粉以 “ 克 ” 為單位。藥味請說明炮製，如炒用，未註
明即為生用，中藥藥名請用正體字 ( 繁體字，勿使用簡體字或俗名 )。

八、	文內如須分段或分條敘述者，其符號中文稿請依一、( 一 )、1、(1)、A、(A)、a、(a) �次序採用，英文稿請依 I、
(I)、1、(1)、A、(A)、a、(a) �次序採用；須加註腳處以指定符號註明之，依次為 a、b、c、d �；*、**、
*** �等。

九、	投稿方式及審稿流程，請見審稿說明。為使惠稿合於編審標準，本編審委員會有權修改。病例報告類論
文發表病名以三年內本醫學雜誌未發表者優先採用。

十、	投稿者需交論文審稿申請費 1,000 元，校稿由作者自行校對，校正時的修改只限於原稿內容及編排錯誤，
審稿通過受理通知刊登者論文，需交論文刊登費：原著類 4,000 元、非原著類 2,000 元。審稿費及刊登
費請利用郵局劃撥帳號 :00195927/ 戶名 :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註記「審稿費或刊登費」。

十一、	惠稿經本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採用後由本會免費贈送該期雜誌一冊及抽印本每位作者各 1 本 ( 若
需加印，其工本費用由作者負擔 )，並由全聯會贈送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發表有關醫學原著論文者，
每篇第一作者 16 點，第二作者 6 點，其他作者 2 點；發表其他類論文者積分減半。原著類論文學術研
究獎金：基礎研究類獎金壹萬元，臨床研究類捌仟元，醫經醫史類陸仟元。

十二、	賜稿請至線上投稿系統投稿，網址如下 http://www.ipress.tw/J0168。

十三、	經本雜誌採用後，版權即歸本雜誌所有，著者也保有著作權。

十四、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編審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電話：02-23143456
郵局劃撥帳號 :00195927

十五、	以上稿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十六、	本醫學雜誌稿約業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2020.7.26 第 19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原為半年刊，出刊日期為每年 3 月及 9 月 30 日，因投稿踴躍自 2020 年
9 月 30 日起升級為季刊，每年 3、6、9、12 月 30 日出刊，歡迎中醫師及中醫藥學者投稿。
�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 2016 年 12 月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審定為「教學醫院評鑑
學術性期刊」。本刊並與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合作，發表論文皆登錄在國際電子期刊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