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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賀  中西整合醫學會全體會員牛年如意、心想事成！

感謝您一年來對學會的支持與照顧，謹祝大家新年快樂，年年大吉

理事長陳維昭暨全體理監事　鞠躬

第七屆理、監事當選人簡介

職別 姓名 學歷 現職

理 事 長 陳維昭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醫學博士 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常務理事 王人澍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台中榮民總醫院中醫科主任

常務理事 何豐名 台灣大學醫學博士
衛生署桃園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中原大學教授

常務理事 陳榮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常務理事 張永賢 德國漢堡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

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顧問醫師

常務理事 張恒鴻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長庚中醫醫院副院長

長庚大學傳統中國醫學研究所所長

常務理事 張正廣 陽明大學醫學碩士 沙鹿童綜合醫院中醫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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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別 姓名 學歷 現職

理 事 王煌輝 日本國立濱松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王煌輝內科診所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西結合科兼任醫師

理 事 沈建忠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長庚中醫大學中醫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理 事 林國瑞 日本國立滋賀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小兒外科主任

理 事 胡克信 長庚大學醫學碩士 衛生署基隆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理 事 梁永昌 台灣大學醫學士 柳營奇美醫院放射腫瘤部主任

理 事 許堯欽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台南奇美醫院中醫部主任

理 事 許中華 陽明大學公衛博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醫務長

理 事 陳建霖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長庚中醫醫院中醫婦兒科科主任

理 事 陳明豐 日本富山醫科藥科大學醫學博士 秀傳紀念醫院醫研部副院長

理 事 陳光偉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中醫部主任

理 事 夏德椿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胸腔暨重症呼吸加護病房主任

理 事 鄭國揚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長榮耳鼻喉科診所院長

理 事 賴榮年 台灣大學醫學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藥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中醫婦科主任

理 事 蘇奕彰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所長

監 事 長 李春興 大陸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學博士
大陸中國中醫科學院客座研究員

福建中醫學院榮譽教授

常務理事 陳建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中醫部主任

監 事 吳三源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碩士 南屯黎明醫療群召集人

監 事 林宜民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清泉醫院內科主任、心臟科主治醫師

監 事 葉偉成 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碩士 署立南投醫院放射科主任

監 事 蔡金川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義守大學教授、義大醫院中醫科主任

監 事 鄭振鴻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碩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

暨林森院區院長

秘 書 長 高尚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教授兼中醫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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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維昭理事長開幕致詞  ▲主持人王人澍  主任

▲  潘子明  教授專題演講  ▲  會員出席會員大會

本學會於九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1講堂舉辦"中西整合醫學會第

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邀請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潘子明教授主講「紅麴在

預防醫學上之應用」、日本島根大學醫學部李頌華醫師主講「異位性皮膚炎的中醫藥治療」等專題。

本學會今年度在會員大會當天舉行“中西整合醫學會會員96年度學術論文獎”和“中西整合醫

學雜誌96年度優秀論文獎”的頒獎儀式，大會活動順利圓滿成功。

九十七年度中西整合醫學會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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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聆聽演講  ▲會員聆聽演講

▲  陳維昭理事長（右）頒贈獎狀獎金予9 6年度

會員學術論文獎首獎得主葉家舟醫師

▲  陳維昭理事長（右）頒贈獎狀獎金予9 6年度

會員學術論文獎貳獎得主何豐名醫師（何夫人

代領）

▲  陳維昭理事長（右）頒贈獎狀獎金予9 6年度

會員學術論文獎參獎得主陳榮洲醫師

▲  名譽理事長楊思標（右）頒贈獎狀獎金予中西

整合醫學雜誌9 6年度論文獎佳作得主陳明豐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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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二位成功大學教授、一位台灣大學教授，三位皆是國科會複審委員

首獎
得獎者：葉家舟

學　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現　任：大林慈濟醫院中醫科主任

得獎論文

The immunomodulation of endotoxin-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byhesperidin in 
vivo and in vitro
Chia-Chou Yeh a,c, Shang-Jyh Kao d, Chih-Che Lin a, Shulhn-Der Wang a,

Ching-Ju Liu a, Shung-Te Kao b,e,*

a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b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c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Buddhist Dalin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Chiayi, Taiwan

d Division of Internal Medicine, Shih Kong Wu Ho-Su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期刊：Life Sciences 80（2007）1821-1831

摘要(翻譯)
為了研究橙皮素 ( h e s p e r i d i n  )如何調節肺部急性發炎時肺部的免疫反應，我們將細菌外鞘蛋白

（ l i p o p o l y s a c c h a r i d e）由氣管內注入老鼠的肺部引發老鼠的肺部炎症，我們會在老鼠攻毒前３０分

鐘讓老鼠服用橙皮素 (200 mg/kg oral  administrat ion)  。在４小時及２４小時觀察老鼠的肺泡沖洗液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中的發炎細胞激素( TNF-α, IL-1β, IL-6)、趨化因子(KC, MCP-1 and MIP-2)

及抗發炎細胞激素(IL-10, IL-4, IL-12)的狀態，並且計算ＢＡＬ中的總細胞數，發炎細胞數，蛋白質的含量

及一氧化氮（ＮＯ）的含量。同時也對肺部的組織學進行切片的研究。結果顯示，橙皮素可以壓制由LPS

誘發的TNF-α, IL-1β, IL-6, KC, MIP-2, MCP-1, 及 IL-12的表現；同時促進了IL-4及 IL-10的產量；不論是在

總白血球細胞數也好，在NO產生或iNOS 表現也好，橙皮素皆能有效的壓制。我們也進行了體外的研究，

橙皮素可以抑制ＬＰＳ在人類肺部上皮細胞株（Ａ５４９）所誘發的ＩＬ－８表現及在人類類巨噬細胞株

（THP-1）所分泌的TNF-α, IL-1β, 及 IL-6。同時我們也觀察到橙皮素可以抑制ＬＰＳ在人類肺部上皮細胞

株（Ａ５４９）所誘發的  附著因子（ICAM-1 及 VCAM-1） 的表現。  以上所提及的因子多由轉錄因子NF-

κB 及 AP-1所控制，並且此二者是由IκB信息傳遞路徑及MAPK信息傳遞路徑所控制。我們證明了橙皮素可

以抑制這些路徑，借由抑制此二者信息傳遞路徑而減少了IL-8, TNFα, IL-1β, IL-6, IL-12, ICAM-1 及VCAM-1
產生。本研究顯示了橙皮素具有免疫調制的作用，此項功能可能對臨床肺部發炎產生的成人呼吸窘迫症候

群的輔助治療提供了參考。

貳獎
得獎者：何豐名

學歷：台灣大學醫學博士

現任：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內科主治醫師、中原大學教授

▲  會員聆聽演講  ▲會員聆聽演講

96年度中西整合醫學會會員學術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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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論文

The anti-inflammatory actions of LCY-2-CHO,a carbazole analogue, in vascular 
smoothmuscle cells
Feng-Ming Ho a,b, Hao-Cheng Kang c, Sho-Tone Lee d, Yee Chao e,
You-Ci Chen c, Li-Jiau Huang f, Wan-Wan Lin c,*
a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Tao-Yuan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Executive Yuan,Tao-
Yuan, Taiwan
b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c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d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e Cancer Center,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f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期刊：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74（2007）298-308

摘要(翻譯)
近年來，許多研究顯示血管動脈粥狀樣病變的表現與細胞發炎的變化有相當重要的關係，LCY-2-CHO是一

種新合成的化合物且具發炎的作用，本篇的目的乃利用此化合物對於血管動脈粥樣硬化的病變上及治療上做更

一步的探討，本實驗乃利用培養的小鼠主動脈上的平滑肌細胞為研究材料，以外加入LCY-2-CHO細胞來觀察此

化合物對一些抗發炎反應的基因如HO-1及細胞內訊息傳遞蛋白質的變化，如eNOS、Nrf2、p38、Akt，另外觀

察LCY-2-CHO對於降低發炎反應媒介物介質-1β（interleukin-1β），引發一連串發炎反應的訊息傳遞變化，

如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cyclooxygenase-2（COX-2）、growth-related oncogene protein-
alpha（GRO-α）及介質-8（IL-8） 等表現。另外，LCY-2-CHO亦可有效抑制IL-1β所引發NF-κB的活性表現。

由以上種種證據顯示，LCY-2-CHO可藉由誘發HO-1基因表現及抑制發炎反應基因表現，而了解到LCY-2-CHO對

動脈硬化治療上的具潛在價值。

參獎
得獎者：陳榮洲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得獎論文

Gypenosides Induced Apoptosis in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through the 
Mitochondria-dependent Pathways and Activation of Caspase-3
Jung-Chou Chen1,Kung-Wen Lu1,Jau-Hong Lee2,Chin-Chung Yeh3 

and Jing-Gung Chung4,5
1Chinese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4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5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Taiwan; 

Departments of 2 Surgery and 3 Urology, Internal Medicine4,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R.O.C.

期刊：Anticancer Research 26：4313-4326（2006）

摘要(翻譯)
本文研究絞股藍皂 對人類大腸癌細胞株(Colo 205)的細胞存活率(viability)、細胞週期(cell cycle)及細胞

凋亡的影響，進而了解其作用機轉。絞股藍皂 對人類大腸癌細胞株的毒性 IC50是113.5 μg/ml，對人類大

腸癌細胞株有抑制細胞生長作用，並且使細胞週期停滯在sub-G1期，進而誘發細胞凋亡，細胞形態由圓形變

小、皺縮，細胞凋亡時產生DNA fragement，其路徑可能藉由p53促進BAX作用，走向粒線體路徑；亦可能經由

calcium表現增加、ROS表現增加、MMP表現下降，促使粒腺體釋放cytochrome c，活化下游caspase cascade系

統而使細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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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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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陽明大學教授(國科會複審委員)

優秀論文獎一名
得獎者：陳榮洲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得獎論文

絞股藍皂 對培養大白鼠肝星狀細胞抑制增生作用
陳明和1,2 王貴芳1,２ 徐士蘭３  許令宜1 謝小燕1 王穩創1 劉怡文4 陳淑幸4 陳榮洲２＊

1嘉義基督教醫院 中醫部 病理科  實診科 醫研部 嘉義　2中國醫藥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 台中　3台中榮民醫院 醫學研

究部 台中　4國立嘉義大學 生命科學院 生物藥學研究所　嘉義

摘  要
在東方的族群中，肝硬化是一發生普遍且嚴重的疾病，可因酗酒、肝炎病毒感染、藥物傷害及免疫系統之不正常

等原因而誘發。過去的文獻報導肝硬化之發生，主要因肝臟中之星狀細胞被活化轉型而成為肌纖維化之細胞，此細胞大

量在肝臟中增殖，破壞了正常肝組織的結構，使肝臟功能受損，最後演變成肝硬化。因此若能抑制肝星狀細胞的活化轉

形及增生，即可有效抑制肝纖維化及防止肝硬化。

所以本研究將大白鼠的肝星狀細胞培養模式，來探討絞股藍皂 萃取物(GYP)對肝星狀細胞的增生，是否有抑制作

用，並探討肝纖維化過程中，絞股藍皂 對於前膠原蛋白、轉形細胞生長因子( TGF-β1)、表皮細胞生長因子(EGF)等的

mRNA，是否有調控作用。結果顯示：絞股藍皂 明顯抑制肝星狀細胞增生現象，呈現劑量及時間效應，並明顯優於保

肝西藥silymarin。另外絞股藍皂 對於肝星狀細胞的表皮細胞生長因子(EGF) mRNA，具有明顯向下調控作用，此在抗

肝纖維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絞股藍皂 對於前膠原蛋白、轉形細胞生長因子( TGF-β1)的mRNA 則沒有明顯抑

制作用。

期刊：2007 第九卷第一期

佳作二名
得獎者：侯毓昌

學歷：長庚大學醫學碩士

現任：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

得獎論文

乳癌病人使用輔助及另類醫療狀況之研究
1丁漢祥 1黃仲諄 1邱憲良 2吳敬堂  2周佳正  侯毓昌1,3,＊

署立桃園醫院 1中醫科  2外科  3台灣大學 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以訪視人員配合問卷調查2005年4月至10月某區域醫院外科門診乳癌病患70位，目的在探討乳癌患者對

輔助及另類醫療(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的使用情形。結果顯示乳癌症患者在確定罹患癌症

後對CAM的使用狀況有明顯增加，由罹癌前之21人(30.0%)增至罹癌後的39人(55.7%)(p＜0.01)。乳癌確診後CAM的

使用頻率，以每天使用一次以上的患者最多(87.2%)；使用CAM的時間及每月花費的平均費用則以六個月以上（含）

(51.3%)及一萬元以下(71.8%)佔最多數；使用CAM的理由以朋友介紹最高(33.3%)；而各式CAM中，以使用中草藥之

人數(56.4%)居冠；乳癌確診後使用CAM之病患滿意度為53.9%。乳癌患者在接受現代醫學治療的同時，仍有一半以

上的患者採用CAM配合治療，值得現代醫療人員正視此一問題。

期刊：2007 第九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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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陳明豐

學歷：日本國立富山醫科藥科大學醫學博士

現任：彰化秀傳紀念醫院醫研部副院長

得獎論文

刺槐素抑制人類腫瘤細胞生長的體外試驗
1陳妙汝 1楊佩玉 2許志宏  1葉怡真  2黃明和  1, 3胡誕寧  陳明豐1, 4

秀傳紀念醫院   1醫學研究部   2外科部   3紐約醫學院、紐約眼耳醫院   4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研究所

摘 要
近年有報告刺槐素對各種惡性腫瘤細胞有生長抑制作用，本文用MTT法系統研究了刺槐素對各種惡性腫瘤細胞株

的細胞毒性作用，且與人類正常皮膚成纖維細胞株比較。刺槐素對各種細胞的IC50值分別為：人類正常成纖維細胞，

522μΜ；大腸直腸癌HCT-15，15.2μΜ；非小細胞肺癌A549，36.4μΜ；小細胞肺癌H1688，36.2μΜ；乳房

癌MCF-7，68.4μΜ；乳房癌Hs-578T，52.3μΜ；前列腺癌PC-3，52.7μΜ；肝癌C3a，121.5μΜ；前列腺癌

DU-145，225.8μΜ。本次研究結果指示，刺槐素為一有希望的抗癌新藥，尤其是大腸直腸癌與肺癌，有進一步研

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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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1. 98年1月18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12時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

大樓11樓討論室三舉辦本學會第一次中西整合神經醫學學術活動籌備會，

敬請會員踴躍參加本學會舉辦之各「中西整合次專科醫師」研討會。

2. 本學會經第六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97.11.2)審查通過第一批“中西整合消化專科醫師”，

    其簡介如下：(依姓氏筆劃排列)

姓名 學  歷 現  職

王煌輝 日本國立濱松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王煌輝內科診所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西結合科兼任醫師
台灣內科專科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科專科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專科醫師
台灣超音波消化系專科醫師

何明印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畢業
署立豐原醫院肝膽腸胃內科主任
台灣內科專科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科專科醫師

林宏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醫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宏德中醫診所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內科兼任醫師

洪業晃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醫學碩士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腸胃科主治醫師

高尚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教授兼中醫學系主任

陳明豐 日本富山醫科藥科大學醫學博士
秀傳紀念醫院醫研副院長
台灣內科專科醫師

黃仁杰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畢業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副院長
台灣消化系內科專科醫師

廖昌立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醫學碩士 廖昌立中醫診所院長

賴學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研究所醫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消化內科主治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科專科醫師

蕭益富 陽明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醫學碩士

蕭益富診所院長
台灣內科專科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科專科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專科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