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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賀 中西整合醫學會全體會員
兔年吉祥如意、心想事成！
感謝您一年來對學會的支持與照顧，

新春佳節，
謹祝大家新年快樂，

兔年大吉大利！
理事長陳維昭暨全體理監事

鞠躬

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
九十九年十二月五日本會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02 講堂舉辦”中西整合醫學會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別邀請Center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for Allergy and Immunology, Mount Sinai
Faculty Practice Association,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ew York, USA, Professor and Director XiuMin Li/主講「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New Ideas for Treating Food Allergy and Associated Eczema：
Research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Research Institute of herbal medicinein
oriental medical hospital of KyungHee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Director Bong-Ha
Ryu/主講「East-West Medical Collaboration in Korea」、Department of Meridian and
Acupuncture, College of Korea Medicine, Kyung Hee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Chair
Hye-Jung Lee/主講「How does the East go to the West in Parkinson's disease」、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陳汶吉所長主講「尿路結石的中西結合研究」、成功大學
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王志堯教授主講「現代生物科技在過敏氣喘的應用」等專題。
本學會在會員大會當天舉行 ”中西整合醫學會98年度學術論文獎 ”和 ”中西整合
醫學雜誌98年度優秀論文獎 ”的頒獎儀式，最後在主席陳維昭理事長的結論下，會員大
會順利圓滿結束。

陳維昭理事長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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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美國
邀請
邀請美國及韓國學者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美國及韓
及韓國學
國學者參
者參加國
加國際學
際學術研
術研討會
討會

98年度會員
學術論文獎得主洪裕強醫師

中西整合醫學雜誌98年度
優秀論文獎得主張正廣醫師

陳維昭理事長(左)頒贈獎狀
獎金

名譽理事長楊思標(右)頒贈
獎狀獎金

演講者洪宏志醫師（左）

演講者張宏州醫師（左）

演講者鍾茂修醫師（左）

演講者郭世芳醫師（左）

呂鴻基教授(右)頒贈獎牌

蘇奕彰理事(右)頒贈獎牌

名譽理事長楊思標(右)頒贈
獎牌

演講者胡克信醫師（左）

演講者蘇進成醫師（左）

演講者楊鈞百醫師（左）

名譽理事長楊思標(右)頒贈
獎牌

陳維昭理事長(右)頒贈獎牌

呂鴻基教授(右)頒贈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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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豐理事(右)頒贈獎牌

演講者胡文龍醫師（左）
王人澍常務理事(右)頒贈獎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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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中西整合醫學會會員學術論文獎

98年度中西整合醫學雜誌優秀論文獎

評審委員：二位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首

獎

評審委員：二位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得獎者：洪裕強
學 歷：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 任：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內科主任

優 秀
論文獎

得獎者：張正廣
學歷：陽明醫學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現任：童綜合醫院中西整合暨中醫部

得獎論文

得獎論文

Proteomic screening of antioxidant effects
exhibited by Radix Salvia
miltiorrhiza aqueous extract in cultured rat aortic
smooth muscle cells under homocysteine treatment
Yu-Chiang Hung, Pei-Wen Wang, Tai-Long Pan,
Grzegorz Bazylak, Yann-Lii Leu

從早期大腦血流量的變化評估補陽還五湯對缺血性
中風預後的影響。

期刊：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124（2009）
463-474

本研究使用穿顱超音波儀器（Transcranial
Doppler，TCD）作為工具，用以評估經補陽還五湯加
減方〈Buyanghuanwu- Tang add-on decoction〉治療
的缺血性中風病人，早期大腦血液動力學的改變與其預
後的關係。初次因中大腦動脈灌注區缺血性中風的病
人，只要是發生在72小時內的病患皆納入本研究中。
採用補陽還五湯加減方〈Buyanghuanwu- Tang addon decoction〉的病患，從住院的第一天開始即持績給
與3個月的治療；並且於住院的第一天及住院後的第7
天，分別使用穿顱超音波儀器（Transcranial Doppler，
TCD），檢查其收縮血流速度（Sy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Vsys.）、平均血流速度（Mean Blood Flow
Velocity，Vmean）、搏動性指數（Pulsatility Index,
PI）及阻力性指數（Resistance Index，RI）的改變。我
們也使用CNS(Canadian Neurological Scale),及NIHSS
（National Institudes of Health of stroke score）評估
這些病患神經學缺損的程度，並於住院的第一天、第
7天及3個月後分別作下記錄。結果發現在補陽還五湯
加減方〈Buyanghuanwu- Tang add-on decoction〉治
療的病患組群中比末使用的，其大腦血液動力學的變
化有更明顯的改善。神經缺損的評估記錄中，也發現
使用補陽還五湯加減方〈Buyanghuanwu- Tang addon decoction〉治療的病患組群比末使用的，於3個月
後的神經缺損狀況也有明顯地改善。我們的結論認為
“補陽還五湯加 方”在早期中大腦動脈缺血性中風的病
人，使用上是安全有效的；亦或可作為替代基因重組型
人組織纖溶 原激活劑〈recombinant human 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不能使用在超過3小時後的
缺血性中風患者身上的缺憾；而早期使用穿顱超音波儀器
（Transcranial Doppler,TCD）評估大腦缺血性中風病患的
血液動力改變的情況，可作為往後神經功能恢復的預測。

摘要（翻譯）
研究目的：
以功能性蛋白質體學研究丹參生物活性，瞭解丹
參如何抗同型半胱胺酸氧化壓力導致血管平滑肌細胞增
殖。
材料和方法：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暨二維電泳、基質輔助雷射脫附
游離飛行時間式質譜儀及氧化蛋白墨點法探討丹參使用
與否對於同型半胱胺酸產生血管平滑肌細胞的氧化壓力
之抑制效果。
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丹參水抽取物有效成分如丹參酚酸
B、丹參素和原兒茶酸等能抑制同型半胱胺酸刺激老鼠血
管平滑肌細胞成長具劑量及時間效應。丹參可增強過氧
化氫 的活性，降低細胞內活性氧濃度，減少蛋白激 C和
磷酸化絲裂原激活的蛋白激 。實驗中發現相關的10個蛋
白質點表現有強度變化的差異。同時，丹參明顯抑制波
形蛋白、α- 4 -肌球蛋白、和葡萄糖調節蛋白等蛋白質的
羰化作用，導致細胞表現型態的改變。
結

論：

丹參水抽物可以透過PKC/p44/42 MAPK依賴性路
徑，以及細胞內活性氧活性的抗氧化作用和蛋白質羰基
化的調節，抑制同型半胱胺酸刺激老鼠主動脈血管平滑
肌細胞的增殖，減少同型半胱胺酸引起心臟疾病的風
險。

期刊：2009 第十一卷第二期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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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村校長
率

團

◎ 張永勳

做歐洲中醫 與 漢 學 之 旅

國醫藥大學黃榮村校長於5月16日率領本校林昭庚

中

談甚歡。

教授兼董事、中醫學院高尚德院長、中醫系蘇奕

18 日參觀西敏寺大學。去年九月本校中醫學院高

彰主任、中藥所張永勳教授、德籍中醫系馬培德(Peter

尚德院長、關超然主任、張永勳教授、許昇峰主任及張

Mayer)助理教授、瑞士籍針灸所碩士生鐵雲(Pascale

文德助理教授也曾到該校參訪，並由高院長與該校生命

Schmied)等人，至英國、荷蘭、德國、瑞士等地作為期

科學院Jane Lewis院長簽署合作意願書，西敏寺大學

十一天的歐洲中醫與漢學之旅。5月16日當天一早9點25

Volker Scheid教授及國際交流中心Sarah Bryans小

分，搭乘華航CI 069號班機從桃園國際機場直飛英國倫

姐去年 11 月也曾到校訪問。本次由黃校長親自率團，

敦希斯洛機場，抵達英國當地時間是16日下午五點零五

上午先參觀該校Harrow校區並舉行座談，由生命科學

分，由西敏寺大學(Westminster University)國際交流

院Jane Lewis院長主持，Volker Scheid教授報告該

中心Sarah Bryans小姐前來接機並安排前往下榻之飯店

校擬建立中醫醫院之遠景，黃校長及林董事等也都針

休息。我國駐英代表處科技組胡昌智組長亦親自在飯店

對中醫醫院之計畫提出建議。中午由該校董事長Lord

迎接。

Paul of Marylebone先生、Sir Francis Mackey董事及

17日上午由劍橋大學藥理學系華籍樊台平教授

Geoffrey Petts校長等人宴請團員並交換禮物。下午則

(Prof. Fan Tai-Ping)安排，胡昌智組長及西敏寺大學

參觀西敏寺大學生命科學院及所屬東方醫學研究中心，

Volker Scheid教授陪同，首先拜會劍橋大學藥理學系，

包括各項研究設施及針灸、推拿之實習場所，也參觀該

由該系Peter McNaughton教授兼系主任(專研疼痛之

院之西方草藥調劑。參觀後進行交流，由Lewis院長介紹

分子機制)、劍橋醫學研究所(CIMR)Peter St. George-

生命科學院之概況。本校蘇主任也介紹本校之中醫證型

Hyslop教授(FRS)及相關同仁出面接待。接著參觀世界

基礎與臨床研究，最後由黃校長與該校Geoffrey Petts

聞名之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校長簽署雙方校級之合作意願書，本年暑假本校將有20

由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館長莫弗特(John P.C. Moffett)博

多位中醫系及中藥資源系同學前往作短期學習。

士介紹並引導參觀，莫館長以流利之中文為大家解說，

19日中午搭乘荷蘭皇家航空離開英國飛往荷蘭阿姆

團員對該所之歷史及豐富之中文藏書都留下深刻印象，

斯特丹。在住宿安排好之後，隨即搭車前往參觀梵谷美

該館也收集有本校林昭庚教授所著中西醫病名對照大辭

術館(Van Gogh Museum)。

典及針灸相關書籍，團員們也答應將個人著作寄給該館

20 日早上前往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拜會

收藏。下午則由樊台平教授安排參觀劍橋大學之費芝

Prof. Paul F. van der Heijden校長，萊頓大學為荷蘭

威廉博物館(Fitzwilliam Museum)，恰好適逢星期一休

最古老之大學，有近 400 年之歷史，為歐洲最著名之科

館，特由亞洲器物專家林正昇館長親自引導參觀，介紹

學研究中心之一。接著拜會位於萊頓的國家應用科學研

該館源自中國之珍貴收藏，讓團員讚不絕口。接著拜會

究院(TNO)之Systems Biology & Personalized Health

負責研究項目的劍橋大學學術副校長Lynn Gladden教授

部門主任Prof. J. van der Greef和SU生物醫藥公司總

(FRS)，劍橋大學去年 800 周年，今年校長(Vc)即將換

經理王梅博士 (Dr. Mei Wang)，本校中藥資源系張文

人。黃校長以本校近年來在研究及師資等進步之內容做

德助理教授過去曾在此單位擔任博士後研究員。Greef

報告，也當面邀請Gladden副校長今年年底來台參加由

教授介紹TNO之任務及主要研究領域，也介紹Systems

國科會與本校主辦之2010全國女科學家研討會擔任主講

biology可以作為中西醫學之橋樑。王梅博士介紹嶄新的

人，雙方一致表示未來將加強兩校之交流與合作。最後

全球草藥市場，也介紹地黃之GAP研究及該單位參與歐

參觀劍橋大學校園，包括Trinity學院，晚上由胡組長與

洲藥典之情形，與本校之中草藥研究之方向有共同之目

樊教授宴請團員，數位台灣留學生代表也一齊參加，相

標。中午在校內餐廳用餐，由國際交流中心主任J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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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van Asten陪同。

院，與Humboldt大學及Free大學緊密結盟)新成立之中

午餐後安排與該校執行副校長Prof. Willem te

國生命科學研究所(Horst G

rtz Institute)參觀，該所

Beest (貝威廉教授)見面，因Beest副校長在 2009 年

由前幕尼黑大學歷史研究所文樹德教授(Prof. Paul U.

3 月 10 日曾率團來台參加「台荷植物藥與生物技術交

Unschuld)擔任所長，文教授夫婦在1978 - 1979 年曾在

流合作論壇」，因此討論特別親切。接著參觀Library

台學習中文，並與黃維三教授及那琦教授學習中醫與本

Sinological Institute(漢學研究所)，由中國歷史學教

草。近年來也多次來台與本校中醫學系及政大歷史學系

授田海(Prof. Barned ter Haar)接待。隨後參觀隸屬

交流。首先由文教授介紹他的團隊過去30幾年來之研究

萊頓大學，荷蘭最古老的植物園「萊頓植物園(Hortus

方向與成果，包括：中醫藥史、難經、黃帝內經素問、

botanicus Leiden)」，結束萊頓大學之旅。

中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辭典、中醫藥文物圖集等。該所

21日中午離開荷蘭飛往德國柏林。

目前主要工作包括：黃帝內經之譯註、本草綱目之英文

22 日上午到柏林大學的夏麗特醫學院(Charité

譯註及資料庫建立、中國近代醫籍手抄本之整理、中國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 in Berlin, 歐洲最大之醫學

HIV防治政策研究學等，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鄭金生教

黃校長與劍橋大學Gladden副校長交換
禮物

劍橋大學藥理學科McNaughton主任歡迎
訪問團

劍橋大學莫弗特館長介紹李約瑟研究所
圖書館

英國西敏寺大學Hopper董事長歡迎訪問
團

黃校長與西敏寺大學Geoffrey Petts校
長交換禮物

黃校長與Petts校長簽署兩校合作意願
書

與荷蘭萊頓大學Heijden校長座談

德國文樹德教授與高尚德院長簽署合作
協議書

與洛桑大學Arlettaz校長及教授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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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張志斌教授也以訪問教授一起參與該所之研究。最

校之現況做介紹並做交流，最後雙方很慎重的依序由校

後由文樹德所長與中醫學院高尚德院長及中醫學系蘇奕

長、院長、指導教授與學生簽署共同指導雙博士學位合

彰主任簽署合作協議書。

作協議。未來瑞士籍鐵雲研究生就讀博士班時將由雙方教

午餐後由文教授陪同坐船，做柏林市區之水上景點

授共同指導，並將由兩校共頒博士學位，這是我校首次與

參觀。傍晚由文教授安排坐火車到他位於郊區之住家作

歐洲(瑞士)頂尖大學簽訂之雙學位學程。接著拜會我國駐

客，在庭院中享受由文教授夫人所做之佳餚。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代表

23日星期日在柏林市區參觀著名的博物館，包括有
名之Pergamon Museum等。

團林義夫大使，林大使是黃校長的老朋友，黃校長時任教
育部長時，林大使擔任經濟部長的工作。並由林大使陪同

24日離開德國經瑞士蘇黎世飛往日內瓦。

參觀WTO總部及聯合國駐日內瓦相關單位，包括世界衛

25 日上午由日內瓦搭船前往洛桑，沿途欣賞湖光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等。

優美景色，下午拜訪瑞士洛桑大學(the University of

26 日代表團搭乘清晨 7 點 15 分的班機，經由維也

Lausanne，UNIL)，由校長Dr. Dominique Arlettaz教

納轉機，搭乘華航CI 064號班機於27日清晨6點10分返

授親自接待，生物及醫學院院長Dr. Patrick Francioli教

抵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結束十一天以來馬不停蹄的歐洲

授、未來將共同指導學生之Dr. Vincent Barras教授、

中醫與漢學之旅。本次參訪開啟了本校中醫藥與歐洲國

國際交流中心主任Antoinette Charon Wauters小姐及

際之交流，對未來中醫藥之國際化及研究將有很大的助

國際交流中心Mattias Buess先生陪同。黃校長也對本

益。

首屆北京中西醫結合國際研討會參加心得
◎ 陳汶吉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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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首屆北京中西醫結合國際研討會是由首都醫科大學

本屆的會場是在友誼醫院，從旅社步行可達在急

和北京市中醫管理局共同發起，開會的日期特別選擇北

診室二樓的會場，在深秋的凌晨漫步於北京涼冷的街道

京最好的季節—金秋十月，風和日麗，秋高氣爽，這是

上，望著急忙上班和排隊買早餐的上班族，場景有點兒

待在北京最佳的時刻，我因為先行參加一個在北京高等

類似我們，但是走近一看，他們買的煎餅有如我們的潤

中醫教育的會議，順道參加恭逢其盛，茲將參會心得報

餅，只是內餡不同，中間夾的一塊炸的油褐色不知名的

告於下。

麵餅，實在沒有勇氣買來吃；急診，那想必是吵鬧不

本次會議由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首都

堪，從醫院園內穿越，中間還跑錯地方，再過馬路，果

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學系和羅藍奇會展服務公司承辦，

然是煩忙的地方，上了二樓傻愣愣的問了坐在檢驗科櫃

可能是第一屆，經驗有不足之處，不過邀請的演講者是

台的大歌會場在那兒，可能是太忙了，只說[你沒看見寫

世界知名人士，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借這個機會，

在那兒！]，這是仍待改善之處。

以學術研究為主的中西醫結合研討會，此次大會企圖為

進入報到處一群人擠在一塊搶找名牌，感染科王

國內外專家學者提供一個學術交流平台，展示了近年來

紅主任幫忙取得名牌與含議程的背包，終於進入聽演講

在中西醫結合工作中獲得的新理論與研究成果，其中更

了，大會開始請來陳可冀院士致詞，他提出很多的中西

有未來的展望與現況探討，對於中西醫結合的交流與思

醫結合的成果，也道出了很多中西結合的問題，當然免

路探討，充分體現了世界醫學界發展中西醫結合地位的

不了，這兒也開始有醫療糾紛了，目前要求的是雖然中

重要性和發展方向。

醫師都會開西藥與中藥併用給病患吃，市售的複方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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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就是中西藥併用，而西醫師反而很少在用中藥，而醫

方面，在沒有對每一味草藥的特性具備足夠認識的情況

療糾紛的癥結在於中醫懂不懂西醫的國際病名分類號

下，草藥有被濫用的傾向。

(ICD-9)，如果沒有這些相關的診斷，出現問題可能會敗

很多的疾病在日本是採用了中西合治的方法，如

訴，這是大陸的現況；至於中西醫結合的問題有：醫療

六君子湯可以對慢性胃病的口苦有療效，牛車腎氣丸對

保健服務能力不強、醫療產業能力不強與現代科學基礎

肝硬化肌肉酸痛抽搐症狀有療效，葛根湯可用於肝硬化

不夠等。

病人乳房疼痛的緩解，香蘇散用於咽球症，人參養榮湯

Prof Dobos Gustav 來自德國的愛森大學介紹了心

可降低化療藥的貧血副作用等；在癌症的預防、診斷、

身醫療，還放了一片短片(你生病時會看那位醫生？)，內

治療、保守治療與輔助治療都有一些應用。漢方在治療

容是一個庸醫把病人扎了滿身針，突然發生火災，醫師

腫瘤主要是一個平衡觀念，即強壯與虛弱，負面與正面

自己先跳樓，這位可憐的病人，不知所措，此時跳出一

之平衡就是健康的狀態，因此治療要想辦法達到這個平

段字(just call us)原來是保險公司的廣告，蠻好笑的，

衡。其他如止痛、抗癌、治嘔吐與抗憂鬱等附加療法。

其實目的是引出在德國的一個問卷調查，結果為大多數

日本的正山征洋報的蠻好的，他研發藏紅花的單

(61%~89%)的德國人贊成中西醫結合治療。Dobos 教授

株抗體檢測方法，可惜聽的人不多，他研究植物的各種

1987年曾在中國待過，跟這裡幾位大老還蠻熟的，他介

生物鹼檢驗，自創東方墨點法，可是第一次聽到的，不

紹德國的自然療法，如水療，飲食指導，物理治療草藥

過他投了很多篇論文，相信必有過人之處，會中有人還

與心身醫學；其實德國是歐洲最早也最注意草藥療法，

問這是要幹什麼用。單株抗體在基礎醫學是很重要的應

這從很多的草藥萃取物是從德國出來的，如銀杏等可見

用，譬如免疫組織染色、西方墨點法、ELISA、流式細

一般。傳統的西方醫學也有禁食與水蛭療法治療膝關節

胞儀、層析與生化的定性定量法都需要它；而生物鹼的

炎，心身、冥想、減壓、放鬆與自我催眠等等一種厚皮

小分子如甘草皂 苷 、柴胡皂 苷 、人參皂 苷 、藏花素、馬

治療方法均是。中西醫結合是在針灸對膝關節炎、慢性

兜鈴酸和青蒿素等，均無法以西方墨點法來檢測，因此

腰痛、偏頭痛與緊張性頭痛有比西醫常規療法有更好的

這個東方墨點法實在有相當好的應用。

療效，癌症病人的輔助治療，針灸也可以減少很多化療
引起的副作用，太極可以有效治療纖維組織肌痛症等成
果。在共識會議中討論的應用方面提出中藥可治療於消
化道、呼吸道疾病，自主神經，過敏性鼻炎，風濕性疾

一整天的議程繞著一半中西結合的豐碩成果，一半
是國外學者比較中肯的報告，一天就這樣結束了。
2010/10/18

病，皮膚病與婦科病。具體的問題仍然須要去解決，如

第二天的會議似乎人少一點，不過看來是有找醫院

中草藥的質量問題，重金屬，安全鑑定與費用支出，加

的人來充數，現場看來還是七分滿，主辦單位恐怕是初

上實證醫學的證據等方能加強中西醫結合的發展關鍵。

次辦，經驗比較不足；路上遇到過日本來的與會者和新

日本的元雄良治是金澤醫科大學的腫瘤部醫師，他

疆來的火教授與會者，一樣是來學習的，報告內容仍是

介紹了發展漢方在日本的歷史與困境，漢方是在公元6世

值得一聽，譬如說英國的Bodeker、詹華強、馬勝興和

紀由韓國傳入日本的，但是漢方醫學教育在1870年明治

崔昇勛可以讓我們知道國外的研究到底到了甚麼狀況，

時代被廢除，然後經過多方努力，在1950年成立了日本

才不會閉門造車。

東洋醫學會，並在1959年成立了漢方專家體系，方始得

說起來慚愧，要我上去報告自己有多少中西醫結合

有今日的發展；在2001年日本的教育、文化、體育、科

的成果，老實說恐怕也很難有一個一系列深入的研究成

學和技術部門均開設了漢方醫學課程作為醫學教育的核

績，回去要思考思考，更何況很多報告者自己都有出書

心課程，到現在已經有80所醫學院校均設有漢方醫學課

了呢。

程，1967年後漢方醫學被納入了國家醫療保險，現在有

Bodeker報告了一個GIFTS傳統健康系統全球活

超過 85 %的日本臨床醫師使用漢方來治療，日本的醫師

動，也有WHO世界TCM的地圖，他也報告了世界衛生

可以同時開具西藥及草藥處方，這與我們台灣的現況是

組織的傳統醫學政策的北京聲明書，內容有 1 )尊重和促

不同的；但是，這個優勢仍然有些問題，就是畢業後無

進傳統醫藥， 2 )規範傳統醫藥政策， 3 )鼓勵整合醫藥

法進行中醫實習，必須遠赴重洋到中國大陸學習，另一

(integrative medicine)，4)建立國際合作，尤其是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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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創新發展方面， 5 )建立國際合作，尤其是在研究和

於女性激素受體的磷酸化，骨細胞內的蛋白質表現也影

創新發展方面， 6 )傳統醫藥專業化並繼續醫學教育， 7 )

響很大，小腸吸收較佳；三者，對於造血功能的影響合

構建現代醫療組和傳統醫療組之間的團隊合作；聲明的

煎也較佳，其他如EPO的表現也是有研究。因此古方對

目的是為了促進安全和高質的傳統醫藥，在全球範圍內

於當歸補血湯採用合煎與用補氣五補血一的配方比例，

將傳統醫藥與健康系統的主流整合在一起，因此中西醫

其實是有其道理的，用現代的基礎研究可以證實的。

結合是對藥物的實踐、聚焦病人整體而非局部、是有理

陳小野對於中醫方面的理論闡明了證候非特定位

論根據且是採用各種合適的治療方法以實現最佳的保健

點，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在某些臟腑如腎虛是所有

和治療。

虛症的極致，在唐代千金方的時候五藏症候是對稱的，

德國的癌症中西醫結合的RCT也說明了，基於實證

僅肺腎遺失，因此明清之後症候的定位是不對稱的，譬

醫學的中草藥治療主要領域是 1 )改善化療和放療的低治

如五臟中的腎主虛無實，腎無真正的氣虛症肝無虛症

療反應率， 2 )減少標準癌症治療方法的嚴重負面影響，

等；在這個不對稱下可能影響疾病的辨症和證候的實質

以及3)透過中草藥治療減少標準療法多餘的醫療介入。

研究。證候非定位特點的原理市中醫的整體觀，但是整

甚麼是健康？Bodeker教授引用美國健康協會的

體觀並不是系統觀，這對將來的研究與臨床實證可有影

定義是”意識到更成功的存在方式且進行一個積極選擇

響，留待往後深入探討。他對經絡、藏腑、病機與古代

的過程”，其中包括六個層面：社會、職業、精神、生

的對稱學說都有專門深入的探討，礙於時間，不然可以

理、情感與智力。因此LOHAS是指健康和可持續的生

更加說明更清楚，他也編了幾本書如中醫證候動物模型

活方式，是一種模式，主張健康並強壯、保護環境、個

學、中醫理論學研究與中醫實驗學等對於從事中醫基礎

人發展、可持續生存與社會正義，因此人體整體健康必

研究是有益的。

須是治療上以整合醫療的整體觀來進行。因此，他也介

馬勝興則是用一氧化氮研究了經絡路徑分泌與非

紹了世界有一個很大的SPA市場，而且不是商業噱頭，

經絡處的不同，他利用測量經穴的一氧化氮合成 酶 的表

美國IOWA國王溫泉有解毒、淋巴排毒的旅館，客人都

達，發現經穴的表達量與非經穴的表達量是不同的。

是長期的，印度也有阿育療法，冥想與代謝症候群的關

劉振寰教授是最後一位報告者，他曾至長庚醫大講

係，這也蠻新奇的而且與整個人體治療的概念是符合

學，他用了20年以上的時間對於腦癱的兒童進行了很多

的。

著名的研究與治療方法，這次是他的心得報告。他的中西
劉建平教授是由西醫轉入中西結合的，他也是大陸

醫結合康復團隊以三結合康復模式，從通督醒神頭針，

實證醫學的先趨與專家，他也曾經來台灣訪問過，對於

神庭透百會加上物理治療在小兒腦癱患者得到了顯著改

中西醫結合他有很深入的參與和研究，因此對於中國中

善的結果，可讓兒童神經細胞修復，他已經治療了超過

西醫結合的現狀與模式有很精闢的見解；結合方式有西

一萬個例次，平均有效率達87.75%，療效好領先國際。

醫診斷加中醫診斷，以西醫診斷來以中醫治療；中、西
醫共同診斷治療；中醫治療輔以西醫治療；西醫具體化

尾

聲

處方和中醫個體化處方等方式。其水平為理論很難、診

這次的中西醫結合國際研討會基本上是成功的，我

斷時有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治療倒是經常中西結合、

們從論文的質量可得知涵蓋範圍廣泛，也有很多國際知

而基礎研究已得到了應用。造就了真正的結合醫學為新

名的學者參加，可以讓我們增廣見聞，對於將來自己想

的典範：安全、有效、支付得起與易於理解接受，將來

做的有很大的助益。然而仍然有美中不足之處，譬如會

應該概念上有所突破、作用機制可闡明、開展新的臨床

議地點選在急診的樓上顯得擁擠，舉辦的經驗不足，國

試驗、有效交流與應用基礎研究成果於臨床實踐等。

內參加的人並不多，各人的研究成果並未推展到全國，

香港中文大學詹華強教授報告了當歸補血湯的各個

好像各人做各人似的，以中國之泱泱大國可能各地區有

製作過程，譬如為何要黃耆比當歸高五倍劑量，它用生

各自為政的感覺，這對於推展中西醫結合是有待改善

化與細胞培養方式說明了 藁 本內酯是相反作用，因此以

的。此外，西醫對於這一塊仍然有很多陌生之處，而且

各種比例混合發現五比一使得 藁 本內酯的濃最低，這樣

實際用藥是中藥西藥一起用，其效果是加乘或是混淆不

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其次，共煎與否亦有影響，共煎對

明，是需要進一步釐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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