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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歡迎新會員入會: 本月有1位會員加入學會，今年度共有9位會員入會。
本月也有一位會員轉永久會員，感謝大家對學會的支持。
二、108年度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建構計畫專案小組 第二次會議 :
將於6/12(三)於醫策會舉行， 本會將會持續出席相關會議。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謹啟

時間: 2019年6月9日(星期日)8:20a.m-13:00p.m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3講堂
(台中市學士路91號)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PrfGv94hXZqAtGww7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
全程出席本課程之中醫師可申請:
1.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4點(400元
2.中西整合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4點(400元)

☛報名費用:
•本會會員(有繳交年費者):報名費400元。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老師:報名費400元。
-中醫藥研究中心子計畫主持人:報名費400元。

•非本會會員: 報名費用800元。
•學生(含見實習生):依照以往慣例免費，
請出示學生證，學生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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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疾病中西整合治療】研討會
時間:2019年 7 月 20日(星期六)
14:00pm~17:40pm
地點:永豐棧酒店大墩館3F 蘭花廳
(407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8號)
主辦單位: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呼吸道委員會)
協辦單位:台中慈濟醫院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J2Fnexj5LQrZiaWaA
☆本次研討會無報名費用☆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費用:
全程出席本課程之醫師可申請:
1.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4點(400元) -申請中
2.中西整合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4 點(400 元)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
大腸直腸癌全方位防治研討會
時間: 2019年7月21日(星期日)
8:00a.m-17:00p.m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3講堂
(台中市學士路91號)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4DFYymbjQgLMa5dP7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
全程出席本課程之醫師可申請:
1.中醫師繼續教育積分4點(400元) -申請中
2.中西整合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4 點(400 元)
3.內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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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您好:
具主動、積極服務熱忱的會員,有意參與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第四屆
理監事選舉，一起為本會付出打拼者，請提交第四屆理監事參選表，謝
謝您的支持。
附上第四屆理監事參選意願表 (請點選前面文字)，請簽名(蓋章)後email
或傳真至學會祕書處!謝謝!

敬祝 醫安
秘書處聯絡Email: gicwmt2009@gmail.com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 秘書處 謹啟

現職:
良美中醫診所院長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兼任醫師

柯建新
Chien-Hsin Ke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慈濟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經歷：
前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主任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助理教授
中西醫整合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醫傷科醫學會理事
研究領域:中西醫結合臨床治療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中西醫結合，彼此擷長補短，實為病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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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診斷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內科主治醫師
-台灣中醫診斷學會理事長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博士
經歷:
-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中醫部部主任
-逢甲大學統計學系兼任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統計資訊研究所兼任教授
-中醫藥雜誌審查委員
-中醫醫院評鑑作業規章研修小組委員
-中醫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評鑑委員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國際事務委員會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學教育領域委員

羅綸謙
Lun-Chien Lo

研究領域:
中醫診斷(Chinese medicine diagnosis)
中醫內科(Chinese internal medicine)
中醫風濕病(Chinese medicine rheumatism diseases)
中醫腫瘤(Chinese medicine tumors)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深入前人智慧的結晶
善用現代科技的成果
發揚中西醫學的特色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學士後中醫學系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童血液腫瘤科主任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士

巫康熙
Kang-Hsi Wu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學士後中醫學系系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系學士班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學士後中醫學系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系中醫內科學科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病房主任
研究領域:
細胞(間質幹細胞、血液幹細胞)
兒童癌症
小兒血液病(海洋性貧血、血小板低下紫斑症)
Stem Cell
Pediatric Oncology
Pediatric Hematology
對會員/學會的一段話:
西醫和中醫各有所長，西醫和中醫相輔相成，中西整合醫學正是希望能藉此一
加一大於二的力量，替病人找到更好的醫療方式，增進病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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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病變、氣喘，可能會增加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作者 YAP KUO | 發布日期 2019 年 05 月 19 日 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19/05/19/lung-disease-may-increase-dementia-risk/
隨著人口高齡化的趨勢持續不變，失智症（dementia）和輕度認知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的患者愈來愈多，台灣 85 歲以
上長者有二成以上患有失智症，而美國 85 歲以上人口將近一半受危害。失智症對社會造成沉重的負擔，因此，找出可加以「預防」的危
險因子，對於避免罹患失智症並減輕社會需付出的成本顯得格外重要。
肺部疾病與失智症的關聯性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公共衛生學院（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科學家進行的研究顯示，中年時期曾患肺部疾病者，
竟會導致之後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增高。研究結果已於 2018 年 11 月發表在美國胸科學會（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主辦的科學期刊《美
國呼吸與重症醫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這項研究結果顯示，及早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 」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等慢性肺部疾病，除了能改善呼吸功能，也有助延緩甚至預防失智症的發生。
許多研究都證實肺損傷和認知功能下降之間有明顯的關聯性，這些研究顯示呼吸功能損壞對記憶力、學習力、注意力、視覺空間能力、執
行功能和語言能力等都有負面影響。先前已有研究發現，70~89 歲的 COPD 患者發生輕度認知障礙的風險增加 83%，若患有 COPD 超過 5 年，
風險更增加 158%。而有輕度認知障礙者在 5 年內思考能力也會出現退化。
大腦缺氧是重要因素
已知 COPD 患者的血液中發炎相關的指標物質含量會升高，心血管疾病風險也升高。這兩種情況都已確認會促進輕微認知障礙的發生。此
外，COPD 患者由於肺臟換氣的功能缺損，有可能使大腦缺氧，進而導致大腦神經元損傷。
大腦是人體對氧的需求量僅次於肝臟的器官，對氧氣供給不足具高度敏感性。當 COPD 患者呼吸功能降低、導致氧氣供應未能滿足大腦的
代謝需求時，就會導致脆弱的大腦神經細胞功能喪失甚至死亡。
患有氣喘者失智的風險較高？
2014 年台中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研究團隊，檢視了 2001~2003 年間健保資料庫（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NHIRD）
新診斷的 12,771 名氣喘病患的病歷資料，並以條件相符的 51,084 人為對照組。分析結果顯示，氣喘病患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是對照組的
1.27 倍。他們也發現，病患的氣喘症狀愈嚴重，則日後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愈高。同時間台北榮民總醫院的研究團隊則檢視 1998~2008 年間
健保資料庫中 45 歲以上的氣喘病患（11,030 名）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這些氣喘病患出現失智、老年癡呆的風險是對照組的 2 倍以上。
結語
失智症是腦部發生實質的病變所致，多數患者無法復原，心智會逐漸退化而喪失生活自理的能力。但若能在失智症剛發生時及早發現並盡
早接受治療，不但能使症狀緩和並減慢病情惡化的速度。已知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患者罹患失智症的風險較高，因此更需注
意是否有失智症的徵兆。而避免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不但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能避免失智症上身。PM2.5、吸菸等則都是
肺部疾病、氣喘、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戒菸、降低環境空氣的危害，都有助於避免罹患上述疾病及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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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tionale: Grow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ompromised lung health may be linked to dementia and worsening cognitive ability. Objectives:
We tested the hypothesis that impaired lung function or lung disease in midlife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risk of incident dementia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later in life.
Methods: A total of 14,184 ARIC study participants who underwent spirometry and were asked about lung health (1987-1989) were followed.
Dementia and MCI were defined by a) hospitalization diagnosis codes (1987-2013) in the whole cohort and b) with adjudication among 42%
who attended a comprehensive neurocognitive exam (2011-2013).
Main Results: In analysis using adjudicated outcomes, odds of dementia or MCI were higher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restrictive [multivariableadjusted odds ratio (95% CI): 1.58 (1.15-2.19)] and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 [1.29 (1.05-1.59)], compared to those without disease or
respiratory symptoms. Associations were similar in analyses restricted to nonsmokers, and present for both Alzheimer’s disease-related
dementia and cerebrovascular etiologies. Low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 % predicted and forced vital capacity % predicted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dementia risk.
Conclusions: Midlife lung disease and reduced lung func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modestly increased odds of dementia and MCI later in life.
Magnitudes of association were more pronounced for restrictive impairment than for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 These associations were
present in both smokers and nonsmokers. If the observed associations are causal, policy and public health efforts to reduce smoking and
improve air quality may have the added benefit of prev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mentia and 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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