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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  中西整合醫學會全體會員鼠年行大運、心想事成！

理 事 長：陳維昭
常務理事：王人澍、林國瑞、陳明豐、張正廣、張永賢、沈建忠
理      事：王煌輝、何豐名、陳榮洲、黃中一、黃怡超、梁永昌、許堯欽
               張永勳、張恒鴻、鄭國揚、劉春銘、羅萬右、鐘文冠、蘇奕彰
監 事 長：李春興
常務監事：張曼玲
監    事：李德華、林宜民、吳三源、陳建仲、葉偉成
秘 書 長：高尚德  

感謝您一年來對學會的支持與照顧，謹祝大家新年快樂，事事如意！

第三次-中西結合消化醫學組病例討論會

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1樓討論室三舉辦"第三次中西結合消化醫學病例討論

會" ，會中陳光偉主任報告「癌症的替代療法」、劉鳳 醫師報告「大腸淋巴惡性腫瘤化療後引起多發性神經症

狀-----中醫治療個案報告」、洪業晃 醫師「中西醫結合治療B型肝炎肝硬化併肝臟衰竭病例報告」、王煌輝 醫

師「胃食道逆流症中西結合經驗談」，當天王煌輝主任委員主持，討論熱烈，下次討論會時間訂於4月27日舉

行，歡迎有興趣會員踴躍參加。

 ◎發行所：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            ◎創刊日期： 95年3 月29 日        ◎發行日期：96年12 月30 日        ◎創 刊 人： 陳維昭

 ◎地  址：404台中市學士路91號          ◎發 行 人： 陳維昭           ◎網  址：http://www.cwm.org.tw                    ◎電    話 ： 04-22053366-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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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三屆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WIMCO) 記實
                              張永賢

一、前言

　　自1997年在中國北京召開「第一屆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World Integrative Medicine Congress）以來，每五年召開一

次的「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陸續在2002年在北京召開第二屆及今年（2007年） tics）等科學學術廣泛應用在中醫學的

研究和創新，並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且在醫療衛生保障事業發揮作用。

　　本次大會由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CAIM）主辦，由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設醫院（也是廣東省中醫院）承辦。這醫院

每天平均門診量為一萬三千人，為全國最高中醫醫院門診量，顯示中醫及中西醫結合事業的發展。本屆大會參加有中國、

美國、德國、英國、日本、加拿大、丹麥、奧地利、澳大利亞、越南、韓國、泰國、台灣、香港及澳門等15個國家地區，

共有1千3百位專家學者參加盛會，收錄研究論文，有1,200餘篇，特別邀請28個專題報告及分組4個主題報告。今年的大會

主題為「承傳、創新、和諧、發展」（Inheritance, Innovation, Harmonization, Development）。兩天半的會議包括特邀演講、

臨床和基礎研究、新藥研發等專題報告、衛星會議和成果及藥品展覽。

二、廣州第三屆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WIMCO）

　　這次大會在廣州東方賓館會展中心舉行，由陳可冀、吳咸中、孫燕、李連達和姚新生五位院士領銜，及世界衛生組織

亞太地區傳統醫學處崔昇勳處長、中國衛生部副部長兼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90歲的中醫泰斗鄧鐵濤教授等出席開幕

式。大會主席為陳可冀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及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大會執行主席呂玉波教授（廣州中醫 藥大學

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院長）。

　　目前結合醫學(Integrative Ｍedicine)已廣泛地在世界各國臨床醫學應用，約20%-60%的患者接受過包括中醫在內的補充

和替代療法(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在美國、英國等發達的國家正日益重視探索現代醫學、現代

科技和傳統醫學相結合。中醫針灸在歐美很多地區已獲得廣泛認同，並納入醫療保險體系。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進行全國性問卷調查顯示，超過90%的醫務工作者認為要實行中西醫結合，71.2%的患者最喜歡中

西醫結合治療方法，這顯示中西醫結合發展有良好的社會基礎。

　　在二天半的學術大會，第一天（9月22日）上午邀請特別演講中國中醫科學院呂愛平教授主講「中國中西醫結合醫學

研究發展」。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醫學政策辦公室主任兼新藥審評辦公室主任Dr. Robert Temple主講「評價傳統醫

學」。中國工程院院士，瀋陽藥科大學中藥學院姚新生教授主講「中藥薤白活血化瘀作用活性物質的研究」。美國賓州大

學Dr. H. Ralph Schumacher教授主講「探討中西醫結合的整體醫學觀」。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東西醫學中心許家傑教授主講

「通過整合醫學改進醫療保健，開發和培養雙語信息和資源的重要性」。奧地利Graz大學Dr. Rudolf Bauer教授主講「傳統

藥用植物學評價的最新進展」。澳大利亞中醫針灸學會主席林子強教授主講「在澳大利亞的中醫學前瞻－法規的角色」。

下午由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新藥審評辦公室（CDER）副主任陳紹琛教授主講「植物新藥的發展：美國2007年最新

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陳香美教授主講「從中醫證候與病理的關係談中西醫結合治療IgA腎病的前景」。美國北

卡小丘大學醫學系Dr. Jongbae Park主講「如何書寫和遞交科學論文：給在結合醫學領域的中國學者們」。美國東西治療藝

術學會Dr. Effie Chow主講「美國及全球結合醫學：爭論的平台及實質的未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系Dr. Paul S. 

Lietman教授主講「嚴格的臨床研究在中藥發展中的重要性」。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陳志強教授主講「21世紀中西醫結合新

領域－圍手術期研究」。丹麥Odense大學醫學院院長Dr. Peter Frandsen教授主講「丹麥的結合醫學－加速發展的可能性及障

礙」。日本東京大學Dr. Atsumi Kazuhiko教授主講「亞洲的統合醫學」。香港中文大學梁秉中教授主講「保持老年健康」。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車鎮濤教授主講「中西醫結合的一個合作研究範例」。英國倫敦中醫學院院長梅萬方教授主

講「結合學之新系統方法論探討」。

　　第二天（9月23日）為分4組討論，（1）結合醫學的基礎與實驗研究報告。（2）結合醫學的臨床觀察報告。(3)結合醫

學的理論、教育、管理報告。（4）結合醫學中的新藥研究與開發報告。每個主題都是一整天的分組報告。

　　第三天（9月24日）為邀請專題演講，有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孫燕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主講「中醫藥在臨床

腫瘤學的角色」。北京大學中醫藥現代化研究中心徐筱杰教授主講「中醫藥研究的新概念、新途徑及新視角」。美國耶

魯大學鄭永齊教授主講「從中醫藥中開發創新藥物：一個有效抗癌輔助療法的發展和發現的案例研究」。中國醫藥研究所

陳介甫教授主講「現代醫學和植物產品在亞太地區的努力」。暨南大學中藥及天然藥物研究所栗原博教授主講「扶正治療

與東方文化」。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郭玉誠博士主講「脈診的現代化和中醫學」。美國國際互補醫學開放大學Dr.  Enrico 

Melsohn副校長主講「未來醫學系統－全球整體醫學網」。南方醫科大學張萬岱教授主講「廣東中西醫結合脾胃學說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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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和展望」。全美華裔中醫組織聯合會副會長馬雪醫師主講「結合傳統主流社會與現代，融合中醫與西醫：中醫藥進入

美國主流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劉良教授主講「現代醫學和傳統醫學的合作研究」。

德國Duisburg-Essen大學Dr. Gustav Dobos教授主講「中西醫結合醫學：未來醫學的模式」。加拿大亞伯達大學Dr. Steven K.H 

Aung王超群教授主講「結合醫學：未來的功能醫學」。

三、循證醫學會議（EMB）

　　在大會行程安排分組第五會場有「循證醫學會議」，但是沒有寫演講者及演講題目，經由四川華西醫院李廷謙教授告

知有這會場，特別前往參加。這會場竟然坐無虛席，顯示大家對於中醫藥走入「循證醫學」（EBM）的好奇與興趣，特別

看到年青一代中醫藥研究人員的積極參與。這會場由中國循證醫學的前驅開拓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賴世隆教授及上海中

醫藥大學劉平副校長共同主持，共10場的精彩特別演講。謝謝賴世隆教授給「循證醫學與臨床實踐指南論文集」。

　　首先由上海中醫藥大學劉平教授主講「肝纖維化中西醫結合診療指南解讀」。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范維琥教授主講

「中西醫結合治療冠心病：臨床證據、治療指南和臨床實踐的思考」。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李廷謙教授主講「中醫藥臨床隨

機對照試驗報告規範」。上海巿中醫藥循證醫學研究中心竺麗明教授主講「中醫監測證據的作用」。浙江中醫藥大學程

志清教授主講「運用循證學方法建立中醫藥臨床治療指南的必要性」。廣州中醫藥大學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賴世隆教授主

講「制訂中醫、中西醫結合臨床治療指南的一般過程和方法」。湖北省婦女兒童醫院金志春教授主講「論制定中西醫結合

臨床指南注意的問題」。廣東省中醫院楊小波醫師主講「建立中醫/中西醫結合臨床實踐指南的醫師特殊性及應對策略探

討」。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吳大嶸醫師主講「共識方法在中醫/中西醫結合臨床臨床指南形成中的應用」。廣州

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臨床流行病學應用研究室老膺榮醫師主講「中醫、中西醫結合臨床治療指南制定中的幾個重要

環節及對策」。楊小波、吳大嶸與老膺榮醫師為年青的研究人員，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賴世隆教授指導下，培養研究循證醫

學，循證醫學在年青一代中醫藥人才深植。

　　由於時間受限，其他循證醫學的論文，放入《循證醫學與臨床實踐指南論文集》，有廣州中醫藥大學DME中心梁偉雄

教授「淺談中醫、中西醫結合臨床治療指南存在的問題和對策」。福建中醫學院陳錦芳教授「循證醫學、中醫學之證據辨

析」。廣東省中醫院王小雲醫師等「中醫藥治療絶經綜合徵的臨床證據」。湖北武漢巿中西醫結合醫院張東友教授「影像

醫學如何為中醫證求證」。成都體育學院運動醫學系張進陶教授「循證醫學與傳統醫學診療男性更年期泌尿生殖系統病

總探析」。中國中西醫結合雜誌社李煥榮教授「注重循證醫學應用，提高論文學術質量」。廣州南方醫科大學周立東教授

「迎接中醫中藥參與中國循證醫學的建設」。

四、中國中西醫結合系列雜誌暨其他結合醫學雜誌（包括SCI醫學期刊）

　　《中國中西醫結合雜誌》是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和中國中醫科學院主辦的綜合性醫學學術

期刊。由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可冀教授擔任總編輯，陳維養教授為常務副總編輯，沈自尹院士及肖培根院士任副總編輯，李

煥榮博士擔任編輯部主任。

　　1981年創刊由鄺安堃教授擔任名譽總編輯，中國中醫研究院院長季鍾朴院長任總編輯。1983年由季刊改為雙月刊，

1984年改為月刊。1990年出版日本版，1993年出版韓文版，1995年出版英文版。網址www.cjim.cn。

　　中國中西醫結合醫學期刊出版除《中國中西醫雜誌》外，尚出刊《中國骨傷》（月刊）（1987-）、《浙江中西醫

結合雜誌》（月刊）（1991-）、《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誌》（雙月刊）（1993-）、《中國中西醫結合耳鼻咽喉科雜

誌》（雙月刊）（1993-）、《中國中西醫結合急救雜誌》（雙月刊）（1994-）、《中國中西醫結合外科雜誌》（雙

月刊）（1994-）、《Chin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季刊）（1995-）、《中國中西醫結合腎病雜誌》（月

刊）（2000-）、《中國中西醫結合皮膚性病學雜誌》（季刊）（2002-）、《中國中西醫結合影像學雜誌》（雙月刊）

（2003-）、《中西醫結合學報》（雙月刊）（2003-）、《中西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誌》（月刊）（2003-）、《中西醫結

合肝病雜誌》（雙月刊）（1999-）、《深圳中西結合雜誌》（雙月刊）（1991-）、《現代中西醫結合雜誌》（半月刊）

（1992-）、《實用中西醫結合雜誌》（雙月刊）（2001-），共17種雜誌。

　　在國外結合醫學期刊並且是SCI醫學期刊有《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英語）（月刊）（1939-）（SCI 2.148）、

《Planta Medica》（德國）（英語）（月刊）（1935-）（SCI 1.746）、《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英語）（月

刊）（1979-）（SCI 1.625）、《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英語）（季刊）（2004-）

（SCI 1.429）、《Research in Complementary and Classical Natural Medicine》（德語）（雙刊）（1994-）（SCI 1.417）、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Medicine》（英語）（季刊）（1993-）（SCI 1.279）、《Phytotherapy Research》（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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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月刊）（1987-）（SCI 1.144）、《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英語）（雙月刊）

（1993-）（SCI 1.104）、《Journal  of Manipulative & Physiological Therapeutics》（英語）（月刊）（1978-）（SCI 

0.918）、《Journal of Asian Natural Products Research》（英語）（雙月刊）（1999-）（SCI 0.828）、《Alternativen  zu 

Tierexperimenten》（德語）（季刊）（1984-）（SCI 0.64）、《Acupuncture & Electr-Therapeutics Research》（英語）（季

刊）（1976-）（SCI 0.615）、《Explore :The Journal of Science & Healing》（雙月刊）（2005）（SCI 0.52）等（依SCI分

數高低排序）。

　　其他國外結合醫學期刊有《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Akupunktur》（德語）（季刊）（1958-）、《Acupuncture & 

Moxibustion》（法語）（季刊）（2002-）、《Acupuncture  in medicine》（英語）（季刊）（1981-）、《Akupunktur 

&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德語）（季刊）（1973-）、《Alteranative Complementary Therapies》（英語）

（雙月刊）（1995-）、《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英語)（雙月刊）（1973-）、《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英語）（雙月刊）（1947-）、《Medicinal & Aromatic  Plants Abstracts》(英語)（雙月刊）（1979-）、

《Korean Journal of Oriental Medicine》（英語）（季刊）（1980-）、《Review of Aromatic and Medicinal Plants》（英

國）（英語）（雙月刊）（1995-）、《Schmerz & Akupunktur》（德語）（季刊）（1974-）、《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omatherapy》（英國）（英語）（季刊）（1988-）、《Chinese Medicine》（澳門）（英語）（季刊）（2006-）、

《Alternative Medicine Review》（英語）（季刊）（1980-）、《Alternative Therapies  in Health and Medicine》（英語）

（雙月刊）（1995-）、《Americ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雙月刊）（200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ical Acupncture》（雙月刊）（1992-）等。

五、「口述歷史」第一代中西醫結合專家訪問

　　在參觀訪問廣東省中醫醫院時，遇逢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東西醫學中心許家傑教授，他帶一位導播及二位專家攝影

師，在花園中拍攝。我們看到醫院的花園林立「名老中醫師」的手印，寫著「岐黃薪火，代代相傳」，看到中醫學傳薪受

到肯定與尊敬。而許家傑教授告訴我們，他正拍攝「口述歷史」中國第一代中西醫結合專家訪談。在第三屆世界中西醫結

合大會第三天（9月23日）晚上18:30-21:30，有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東西醫學中心衛星會＂口述歷史＂中國第一代中西醫

結合專家訪談。我寄幾篇文章給他參考，「中國大陸第一屆中西醫結合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回顧」、「參加北京舉辦第二

屆國際東西方疼痛會議記實」、「參加北京舉辦第二屆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感言」及「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團參觀

針麻手術歷史的偶然」。

　　許家傑教授本身是內科學教授，在1994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批准將「中西醫結合」正式列入學士後

醫學系四年級醫學生選修課程（至今13年），2週80小時短期積極培訓「中西醫結合」概念，以實用基礎教學，學習30個

基本針灸穴道，20個常用方劑及每天半小時學習太極拳。目前許多美國醫學院暨附設醫院在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支持下

成立國家補充與另類醫學中心（NCCAM），並申請研究經費，國家衛生研究院提供給NCCAM在2005年一年的研究經費為1

億2千3百萬美元。許家傑教授等從事不只是「口述歷史」的訪問，其實他也是寫歷史的人。

六、結語

　　西方醫學自16世紀中葉，明朝萬曆年間（1520-1573年）傳入中國，且與中國傳統中醫藥學相互接觸，互為影響，在

中醫界產生「衷中參西」、「中西醫滙通」的思想，逐漸產生「中西醫結合」的概念，並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中

醫、西醫並列為醫學界三支力量和隊伍，同時產生「中西醫結合醫院」和「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等醫療科研機構。中國大

陸在2003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出「中西醫結合工作指導」。2003年國務院特頒布《中醫藥條列》指出「實行中西醫並重

的方針，鼓勵中西醫相互學習，互相補充，共同提高，推動中醫、西醫兩種醫學體系的有機結合」。

　　中國大陸「執業醫師法」在1999年5月1日實施，衛生部於1999年7月16日發布《醫師資格考試暫行辦法》在第3條中將

考試類別分為臨床、中醫（包括中醫、民族醫、中西醫結合）、口腔、公共衛生4類。從此，「中西醫結合醫師」專業技術

類職務在醫師類別中得以明確。同時教育部在2004年10月22日頒發《普通高等學校高職高專教育指導性專業目錄》，新增

「中西醫結合」專業，為「中西醫結合」這一學科的發展奠定基礎。

　　「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功能定位與中醫醫院和綜合醫院各具不同特色，其特性主要表現有三方面：在人員組成方面，

以系統掌握中醫、西醫兩種醫學知識與技能的中西醫結合人員為主體。在臨床診療活動中，以實施中西醫結合最佳診療方

案為主要方法。在臨床科研中，以提高中西醫結合學術為主攻。利用現代科學理論、技術和方法，繼承發展傳統醫學的特

色和優勢，進行中西醫結合點的探索。在中西醫結合診療中實行是中西醫雙重診斷標準。由《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

統計分類》ICD10的疾病名和《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TCD的病名和證候名組成。加強中西醫結合臨床人才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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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WIMCO)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中西醫結合急腹症研究奠定人吳咸中院士(右一)，
   四川華西醫院李廷謙教授(左一)。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臨床研究論文導讀與期許— (4)

許中華         高尚德 

1.署立台北醫院中醫科
2.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3.陽明大學社區醫學研究中心

4.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中醫研究所
-----------------------------------------------------------------------------------------------------------------------------------------------------------------

　　中國大陸自1955年12月19日開始全國第一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開班，及中國中醫研究院（今改為中國中醫科學

院）的成立。當時第一屆畢業生只有76位。在1978年中國大陸學位委員會繼批准設立29個「中西醫結合」博士點，87個碩

士點，培養中西醫結合碩士與博士。1981年11月成立「中西醫結合學會」，現已發展有30多個分會，會員逹6.6萬人，同時

（1981年）創辦《中西醫結合雜誌》，如今發展有17種中西醫結合專業期刊，設立45個專業委員會及31個地方中西醫結合

學會。

　　韓國在1999年9月教育部政策支持「中西醫結合」（韓洋醫結合），認為「韓洋醫結合會是21世紀的新醫學潮流」，

首爾慶熙大學成立「東西醫結合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East-West Medical Science）（GSM），有碩士及博士研究

所，大量培養優秀韓洋醫結合人才，並且有計劃選優秀人才到國際高水準的研究中心訓練，學習高科技研究方法。在2000

年慶熙大學附屬醫院成立「東西醫協診中心」（East-West Collaborate Centre）外，2006年再建立800床20樓新醫院，為全

韓國第一所東西醫結合的醫學中心，並創造新字「新醫學」（NEW MEDCINE）（Neo East-West Medicine）及以「病」為中

心，以「病人」為中心的韓洋醫學雙診斷及新治療方法的新醫學中心。

　　台灣在1993年成立「中西醫整合醫學會」至今15年，由醫界前輩黃明和教授（秀傳醫院集團總裁）創會，接著楊思標

教授（前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現任為陳維昭（前台灣大學校長）帶領台灣的中西醫整合。中國醫藥大學在1999年（踏

入21世紀前）成立至今唯一「中西醫結合碩士研究所」已有8年，尚未成立博士研究所。台灣發展中醫現代化及中西醫結合

的路，尚需要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敬佩前台灣大學醫學院杜聰明院長，在1959年撰寫《中國醫學史略》的序言「現在台

灣的現代醫學與中醫藥是二元的存在，依照余之見，深信真理惟有一個而已，中西醫學當然須要一元化，希望受過系統的

現代醫學教育同仁，對中醫藥學加以研究，協力來解決此問題」。（200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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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是發表在2003年國際肥胖醫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2003) 27, 419–427)的論文，國際肥胖醫學期刊

(IJO)是國際著名肥胖期刊，IJO在肥胖相關研究領域排名很前面，論文能在本期刊刊載，是研究者很高的榮譽。本文是美國

J M Lacey醫師等所作的＂review article＂性質的文章，論文名字是: Acupunct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之所以介紹本文，是希望介紹＂review article＂性質的文章與大家分享。

   因為針灸已經被廣為用來治療疾病及健康問題，當然也有許多人以針灸治療肥胖，本文就是以＂實證醫學＂觀點來，審

視及評估這些年來相關之研究，從針灸療效可能機轉、耳針及研究方法之探討等作全面介紹；本文也提到之前從事肥胖針

灸治療相關研究缺失，如樣本數目太小、不適當或缺乏控制組、治療時間太短，以及無標準化的介入方式，另外針灸減肥

研究也必須面對問題，如針灸醫師其素質及訓練是否均一，及其他減重方式介入之問題等，本文最後也提出將來從事針灸

減肥研究一些建言。

   希望藉由本文與各位同道分享＂REVIEW ARTICLE＂之文章，並從中學習分享前人經驗，對於臨床工作有所助益。

關鍵字:CAM，針灸，評論文章，補充醫學，減肥，肥胖。

-----------------------------------------------------------------------------------------------------------------------------------------------------------------

論文題目: 針灸治療肥胖:實證醫學評論(Acupunct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論文性質: 評論論文(review article)

論文出處: 國際肥胖醫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2003; 27, 419–427)

壹.論文導讀

(一)論文摘要
     因為針灸已經被廣為用來治療疾病及健康問題，當然也有許多人以針灸治療肥胖，本文就是以＂實證醫學＂觀點來，審

視及評估這些年來相關之研究，從針灸療效可能機轉、耳針及研究方法之探討等作全面介紹；本文也提到之前從事肥胖針

灸治療相關研究缺失，如樣本數目太小、不適當或缺乏控制組、治療時間太短，以及無標準化的介入方式，另外針灸減肥

研究也必須面對問題，如針灸醫師其素質及訓練是否均一，及其他減重方式介入之問題等，本文最後也提出將來從事針灸

減肥研究一些建言。

(二)論文內容概要(評論論文)：
1.論文題目簡介：

超過50％的美國人都是體重過重，其中20％可歸於肥胖（身體質量指數＞30kg/m2）。在英國，體重過重和肥胖的族群從

1990~1992年也增加了將近15％，再者全世界肥胖的發生率和普及率都呈現增加，特別在開發中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肥胖

和糖尿病、高血脂、心血管疾病都有關係，而這些疾病也都是台灣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主要疾病。肥胖已逐漸變為全球性

的流行病，也是普遍的健康問題。

   根據最近調查，美國有超過40％的人使用另類療法，在許多歐洲國家，這個比例更高，從肥胖流行率逐漸增加來觀察，

許多肥胖者也會以另類療法治療肥胖，其中最常見之一就是針灸。有許多相關研究指出針灸對肥胖控制具有療效，然而大

部分的研究，其研究設計仍不夠完好，包括樣本數目太小、不適當或缺乏控制組。

   本文就是以＂實證醫學＂觀點來，審視及評估這些年來相關之研究，從針灸療效可能機轉、耳針及研究方法之探討等作

全面介，這是很切題，也符合國際期刊的基本要求，好的題目讀者很感興趣，尤其是本文又提出一些未來研究者從事相關

研究之建言。

2.本評論論文架構

一般來說評論性質之論文，其格式會給予作者較大的發揮空間，也就是說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來撰寫，但是其架構仍

以介紹、比較、評論以及心得或建議為架構，比較及評論是論文重點，讀者可以根據這些比較及評論，可以對論文主題有

更深入的了解，而不是只有某一篇論文的觀點，通常這部份會有比較表格，這些表格可以多花些時間閱讀，這是這類文章

的重點所在。以本文為例，其共分以下重點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1）The problem of obesity。

（2）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這是很典型的介紹(前言)方式，文章也提到研究方法及論文重點，這裏有許多很好的文獻引用出處，如果讀者正要從事或撰

寫相關研究或論文，這個段落或文獻引用值得再深入閱讀。

Mechanisms and methods of acupuncture作者以實證醫學觀點，將針灸減肥之機轉做了些整理，當然有傳統醫學觀點，也有

現代醫學觀點，他又將本段落分為四各部份

(1)Meridians and acupoints :經絡及穴道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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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upoint stimulation: 針刺療效機轉，這段落很精采，只要是從事針灸研究討論都可參考本段落，以現代醫學觀解  釋 

  “針灸療效  機轉”。

(3)Auricular acupuncture:其提到耳針減肥可能透過耳穴刺激，經由神經內分泌系統，影響食慾及消化道之功能，而達到減肥 

   效果。又以老鼠相關研究，顯示透過耳穴刺激影響食慾、飽食及肌餓中樞，甚至情緒進而達到減重之效果。

   Results of clinical trial with acupuncture作者以實證醫學觀點，將針灸減肥臨床研究，做了整理與比較，這是本文之重點 

   所在。

作者將針灸減肥臨床研究分為3類，簡述如下:

(1)Uncontrolled trial:作者指出許多的研究都是無對照組的臨床研究，這些研究很難比較出減重效果是來自於針灸，或飲食

   或運動或其他因素造成；好的臨床研究應該要有對照組。

(2)Controlled trial: 共有七個對照組之研究被探討、分析、比較及評論(表一)，作者根據研究樣本數、治療方式、治療時

   間、穴位 選擇、評估方式及研究架構做分析整理，有興趣讀者或正在或將來會從事相關之研究者，可以從這些心得，有 

   更深入體會，這 是本文之精華所在。

(3)其他臨床相關研究:如耳壓穴位法，與針刺有點類似，但是並無穿透皮膚，或是以TENS 電流刺激穴位。

   Research agenda從事針灸臨床研究必須面臨的課題

(1)Individualized technique:研究與實際有差異，但是臨床研究必須克服針灸醫師差異性之問題，才可減少此bias 或  

    confounders.

(2)Appropriate control雖然臨床針灸研究不易找到合適對照組，但是必須克服不適當或缺乏控制組的問題，才會是好的針灸

   減肥研究。

(3)Safety issues in acupunctureFuture research作者以實證醫學觀點，以及前人之經驗，對於有興趣從事針灸減肥臨床研究的

   學者，提出未來從事相關研究，應考慮到

(1)Adequate placebo control作者分析不同種類的對照方式，好的對照組是一個臨床研究的重心

(2)Standardized treatment研究與實際有差異，但是臨床針灸研究，必須要有一定的標準治療方式

(3)Evaluate as complementary treatment對於一些隨機對照的針灸減肥臨床研究，其顯示針灸減肥療效不顯著，但是作者建議

   可以與其他減肥治療配合之補充治療模式，從事相關研究。

(4)Long-term studies建議未來可以從事更長針灸減肥臨床之研究

(三)討論與期許
1.為何要看評論論文:

(1)對主題有興趣一般來說能夠寫評論論文的作者，應該都是這個領域有多年研究經驗，事 實上有許多評論論文作者是被期

    刊邀稿，當然這些作者一定是這個領域研究有傑出表現與經驗且被肯定，如果對本主題有興趣，讀這類評論論文可以事 

    半功倍，又能掌握有興趣 主題重心。以本文為例，如對與針灸減肥有興趣，或是想了解前人從事針灸減肥療效如何，閱

    讀過本文就會有初步且深入的了解相關議題。

(2)正從事相關研究

     對於從事相關研究的讀者來說，讀評論論文相信一定可以收穫很多，無論

     評論文章索引用的文獻、或是評論的缺失、或日後研究建議等，這些都是從事相關研究之學者，必須要作的功課，讀這

     類評論

     論文可以吸收前人經驗，讓自己將來研究更具有潛力。

(3)希望更宏觀角度看主題

    通常讀某些論文，這些論文作者也許會以”有利於作者觀點”來寫作，也許這些觀點是正確的，但是讀者應更希望更宏

    觀角度 看主題，讀評論論文就可提供各種觀點，而且以專業來做比較、分析與評論，以本文為例，也許某些研究指出，

    針灸減肥具有很好之療效，但是從評論觀點來看，如果這些研究有某些缺失，如研究無對照組、非隨機，或樣本數太

    少、飲食干擾等無法排除，對於這些研究，也許就要更保守來解讀其結果，這對於臨床工作都是有益的。

2.如何看評論論文:

  讀評論論文可以從以下幾點入門:

(1)看論文結構

(2)細讀評論比較表格

(3)參考文獻出處

(4)再讀有興趣之文獻出處全文

(5)寫信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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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評論論文的作者都是相關主題之 ＂泰斗＂或＂領導者＂，讀者可以多找幾篇相關主題之評論論文閱讀，這是前人整

   理，可以為自己省下許多時間與精力，如果將來要從事相關研究，才不會 “走錯路＂或 “走冤枉路＂，當然讀這些評論

   論文是必須要的功課。

   以本文為例，有興趣針灸減肥相關研究者，如果讀完本論文一定可以吸收許多寶貴經驗與心得。

3.我們的經驗分享:

  幾年前在中國醫藥大學就讀中西醫結合研究所時，想要從事“針灸減肥臨床研究＂，研究設計思索過程很是辛苦，除了

  學校提供的基本課程訓練之外， “閱讀論文＂很重要，當時看了許多文獻，但是總是停滯於局限之思考，後來看了相關

  的 “評論論文＂ 才知道之前走了許多冤枉路。當然這篇論文收穫更多，從事臨床研究，好的題目很重要，好的題目也要

  有 “符合科學方法＂的研究設計，讀“評論論文＂可以解答這許多問題。我們的臨床研究，後來在陽明大學周碧瑟教

  授、中國醫藥大學高尚德教授、中西所同學討論、陽明大學公衛所同學指導與討論中，從事了多年的 “針灸及CAM 減肥

  臨床研究＂(Ref 2-3)，也許每次研究主題不同，但是 “思考邏輯＂原則是相同的，無論是在研究設計、執行、資料整

  理，甚至論文撰寫，閱讀好的“評論論文＂，總是收穫良多。

4.他山之石－期許

      國際肥胖醫學期刊是著名的肥胖醫學期刊，能被刊登對於研究團隊的努力是肯定的，美國J M Lacey醫師等所作這篇

的＂review article＂性質的文章，表示以針灸及CAM(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來治療肥胖是“很好的研究主

題＂，相關的研究值得從事與進行。

    在世人開始重視CAM議題，也許是＂現代主流醫學＂已經無法滿足民眾需求，隨著CAM發展，許多與CAM相關之研究

紛紛投入，CAM已是世界潮流趨勢，傳統醫學如中醫藥及針灸又是CAM中重要一環，相信有越來越多關文章或研究會被重

視。CAM是世界潮流與趨勢，但是能被國際著名期刊刊載，其首要考慮還是以"符合現代研究方法"等的CAM研究，也就是符

合實證醫學之思考邏輯，本文就是以＂實證醫學＂觀點來，審視及評估這些年來針灸減肥相關之研究，從針灸療效可能機

轉、耳針及研究方法之探討等作全面介，尤其是本文又提出一些未來研究者從事相關研究之建言。

   CAM是世界潮流，具水準之CAM臨床研究值得鼓勵，期許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同道或對於實證醫學有興趣之研究者，可

以多閱讀“評論論文＂，或是從閱讀“評論論文＂找出 “思路＂，希望有一天，您的臨床研究也能在著名國際期刊刊載，

腳踏實地，一步步走，實事求是，相信這一天很快會來臨。

後記: 本文章很短(ref 1)，所用之英文也很簡單，讀起來並不難，有志於從事相關臨床研究者，建議讀者先讀原文，再看本

文，相信會有更深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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