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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校友會理事長：林昭庚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理事長:夏德椿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理事長:黃仁杰 

◎中西整合癌症醫學會理事長:高尚德 

台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拓展台灣的中醫教育視野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暨碩博士班  

羅綸謙 教授兼系主任 

2020年是令人難忘的一年! 「新冠肺炎」顯出了國際間合作關係的重要性。隨著網路的快速進展，國際化已
經不是口號，而是實際地體現在醫療、學術與教育等各個層面。每年的海外研習交流，總是本校中醫系學生爭
相報名的活動之一，學生必須經過審查、面試，到最後完成海外研習交流的中英文成果報告。透過海外研習交
流，不僅開拓了台灣大學生的國際觀，更能讓世界看見在台灣政策下中醫教育與中醫醫療體系的特色。 

 

中國醫藥大學每年的海外中醫藥研習交流，互有往返，包括了韓國慶熙大學、英國西敏寺大學、越南胡志
明市醫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美國Bethel University、日本福岡醫療專門學校等。其中本校中醫系校友坂逸平
教授自2011年開始，每年都引介日本福岡大學柔道整復科及針灸科的同學們來台，讓我們有機會與日本漢方醫
學的老師及學生交流臨床上常見的治療方式及手法。此外，系上教師爭取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每年校方
也會舉辦海外研實習暨國際學生交流計畫心得分享競賽，本校中醫系學生常在口頭及海報競賽中脫穎而出，與
全校師生分享海外研習的收穫成果。 

 

學生透過海外研習交流，不僅能結交到國際友人，未來也能有機會一同攜手進行國際學術與臨床的合作。
同時，增進學生對於中醫學習的熱忱與動力，如同他們在成果報告中所分享的「當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和我
們一起討論時，我知道中醫路上的同伴不只在台灣，還遍及全球……」(英國西敏寺大學-交流學生回饋)。 

 

此外，學生走出校園，也能實際了解中醫藥在歐美及其他國家發展的現況，並啟發學生對於未來中醫藥發
展的想法。每一次的交流，不僅在學生的中醫教育旅程中留下永遠值得紀念的回憶，最重要的是-開拓了他們的
視野，期許他們在未來的學習更為謙卑、對生命更顯積極。 

 

「拓展視野是一趟旅程必有的收穫，但卻很難說清，因為它的體現不是具體且立即的，而是影響了一個人
從此以後看待事物的目光。」                                                                                                (英國西敏寺大學-交流學生回饋) 

圖二、胡志明市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傳統醫學部- 與本校交流學生
進行臨床討論 

圖一、美國Bethel University學生與中國醫藥大學老師合照(左一 
中醫學院中西醫結合研究所所長/張恒鴻教授、右一 中醫系專任
助理教授/馬培德) 

註：關於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的海外交流活動，可以參考網址：https://chmed.cmu.edu.tw/?q=zh-hant/action 

專欄緣起:教育專題之專欄，著眼於與醫學教育相關之議題、政策等等，期待透過這個專區，提供會員或在 
      學學生更了解中醫在國際化的改變。感謝中國醫藥大學羅綸謙主任為專欄撰寫文章。 

http://www.cwm.org.tw/
mailto:society.cwm@gmail.com
https://chmed.cmu.edu.tw/?q=zh-hant/action
https://chmed.cmu.edu.tw/?q=zh-hant/action
https://chmed.cmu.edu.tw/?q=zh-hant/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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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QR Code 

 可申請以下繼續教育學分: 
1.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 
2.台灣內科醫學會B類5分 
3.台灣氣喘衛教學會繼續教育積分 
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繼續教育積分 
5.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2.4分 
6.本會會員:中西整合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3分 
 

 報名截止日：2020年07月07日(二)止。 

聯絡人: 陳小姐  
聯絡電話：04-2205-3366 #3119   Email: society.cwm@gmail.com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講者 座長 

09:00-09:25 報 到 
 

 

09:25-09:30 

 

引言致詞 

 
邱國樑 醫務秘書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常務監事 
臺中慈濟醫院  

 
 

 

09:30-10:10 

 

 

嚴重氣喘的治療 

       

       傅彬貴 主任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臺中榮總戒菸治療管理中心 

 

  
 

 
邱國樑 醫務秘書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常務監事 
臺中慈濟醫院  

  

 

10:10-10:50 

 

氣喘藥物衛教模式管理 

病友會活動分享 

 

  楊千梅 護理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個管師 

 

10:50-11:00 茶敘 
 

 

11:00-11:40 

 

免疫抑制劑藥物濃度 

監測新發展 

  

 

鄭景耀  藥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傅彬貴 主任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秘書長 
臺中榮總戒菸治療管理中心 

11:40-12:00 

 
綜合討論 ALL 

https://forms.gle/DPx6ybNuSss62iFh6 

mailto:society.cwm@gmail.com
https://forms.gle/DPx6ybNuSss62iFh6
https://forms.gle/DPx6ybNuSss62iF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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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無國界！印尼童罹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在台成功骨髓移植 

華人健康網 2020/06/02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923181 
 

愛心醫療無國界！當台灣在成功在抗新冠病毒的同時，更有人在默默幫助別國的人。B.C.是
可愛的印尼小女孩，父母在台灣工作，在5個月大時因發燒和出血點，被診斷為「幼年型慢
性骨髓性白血病」。幸運的是，B.C.的骨髓配對和母親相合，經過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協
助進行骨髓移植後，造血功能完全恢復，順利出院。 
 

骨髓移植難度比其它移植高 父母和小孩吻合的機會相當低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起因是「費城染色體」，指的是人體中第 9 對與第 22 對染色體基因發
生轉位，因為轉位形成新的基因融合體會產生不正常的蛋白質，進而造成細胞內生長訊息
持續活化，最後導致細胞不斷分裂生長。初期症狀不明顯，只有少數病患是在健檢時被發
現，症狀主要包括：疲倦、不正常出血、胃口差、發燒等。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巫康熙副院長表示，骨髓移植難度比其它移植困難，除了最好的捐
者是完全吻合的兄弟姊妹，但機會約只有二成五，而慈濟非親屬完成吻合的機會約五到六
成。近年來雖半吻合的骨髓移植方式也有很大的進展，但難度比其它移植來的困難，要非
常有經驗的醫師才能順利完成。而父母和小孩吻合的機會相當低，B.C.相常幸運和母親的配
對相常吻合，所以可以順利移植成功。 
 

蘇姓雇主（右2）協助支付龐大醫藥費，讓女童順利在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完成治療，順利出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供)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66816 

記者陳建志／台中報導    2020-06-17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paper/1380393?fbclid=IwAR3nTHTV-h71RicDIj7sy4bfiuV1zCaGR5M_RkRORdglYD80Tfzhn2lzPHI 
 

中部一名2歲男嬰「承承」，出生時因腦部缺氧，影響神經肌肉控制，出現吞嚥障礙，一般人與生俱來的吞嚥和進食，對他來說卻是難如登天。
不過，家人樂觀面對，帶著他接受語言治療、學習鼻胃管照護，並從1歲2個月大時開始進行吞嚥練習，前後花了約10個月，終於在日前看到他
努力自己吞下第一口食物，家人都很感動。 
 

「承承」的媽媽因妊娠高血壓，懷胎7個月時緊急剖腹產，「承承」卻因腦部缺氧出現吞嚥障礙，雖起步較一般人慢，但家人都沒放棄，持續
帶著他進行復健。 
 

花10個月練習吞嚥 
「承承」的媽媽除學習鼻胃管餵食照顧，並配合語言治療師指導，從簡單的口腔按摩、練習舌頭動作，到誘發吞嚥反射，前後約10個月、歷經
無數次練習，「承承」終於在最近自己慢慢吞下人生第一口食物「優格」，媽媽感動地說：「雖然承承比較慢，但承承很努力！」目前持續餵
食香蕉泥等食物。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理事長王亭貴表示，吞嚥和進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但部分孩子因神經性、結構性或功能性因素出現吞嚥功能
障礙，由於食物從嘴巴移動到胃部的過程中，某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導致進食與吞嚥動作發生困難，因吞不下食物，無法吸收足夠營養而影響
發育。 
 

亞大醫院復健部部長周立偉進一步介紹，「神經性因素」包括腦部損傷、遺傳代謝問題、特殊症候群、罕見疾病等，會造成口腔感覺、反射與
動作功能異常。以「承承」來說，就是因出生時腦部缺氧，影響神經肌肉控制，造成吞嚥相關肌肉無力、呼吸吞嚥動作不協調，也無法順利啟
動吞嚥反射，導致吞嚥障礙。 
 

出生腦缺氧 吞嚥障礙 2歲才吞第一口食物 

骨髓移植過程中嚴重感染，常造成移植病患死亡 
巫副院長表示，感染在骨髓移植過程十分危險，嚴重感染常造成移植病患的死亡，因此無菌的環境十分重要，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在台中市衛
生局的協助之下，建立全台少有的標準正壓病房，抵抗力低下的病患在正壓病房中可降低感染的風險。B.C.在骨髓移植病房接受骨髓移植後，轉住
正壓病房，整個移植過程沒有發生感染，政府和醫院攜手合作提高骨髓移植成功率。 
 

台灣人愛心無國界 Taiwan can help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B.C.的父母是印尼人，在台灣工作，當醫師告知雇主，B.C.在骨髓移植前打一個特殊藥物，將可以提高移植的成功率，雇主立
刻答應，讓整個醫療團隊十分感動。而當B.C移植過程中，發生了肝臟靜脈阻塞性疾病，需打另一種特殊的藥物，雇主第一時間問的不是價格，而
是小孩的狀況。在雇主的全力協助和信任下，醫療團隊克服了許多的困難，讓B.C能順利出院和重生。像B.C.父母雇主這種默默行善幫助國外的人，
可說是台灣人最美的風景。 

包括B.C.在內，巫康熙副院長已經完成4例父母小孩完全吻合的移植，目前都長大成人，半吻合也完成數十例，當配不到適合骨髓時，這不失為一個
救命的選擇。 

至於「結構性因素」，主要是口、咽、喉構造發育異常引起，如喉頭軟化症、唇顎裂、食
道狹窄、胃食道逆流等；「功能性因素」是指有些嬰幼兒神經發展及結構正常，但因口腔
動作功能發展尚未成熟，伴隨呼吸功能異常，造成吸吮、吞嚥時容易嗆奶。周立偉表示，
雖然「承承」出生時腦傷，但因為是小孩子，腦部持續發育，只要持續地刺激、練習，都
有機會恢復正常的吞嚥，家長千萬不要放棄。 
 
亞大醫院語言治療師陳子雲指出，嬰幼兒吞嚥障礙治療是以協助寶寶建立由口進食，攝取
足夠營養為目標，降低照護者餵食的辛苦，並減少嗆入呼吸道的危險。陳子雲表示，「承
承」因腦部損傷造成口腔感覺、反射與動作功能的異常，需先以鼻胃管進食，再慢慢調整
為從口進食，家長並配合教導孩子認知、理解指令和物品指認的概念，強調：「只要家長
積極與語言治療師配合，孩子一定能越吃越好！」 周立偉醫師表示，男嬰因出生腦部缺氧，影響神

經肌肉控制，造成吞嚥障礙。（記者陳建志攝）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923181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923181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66816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66816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66816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paper/1380393?fbclid=IwAR3nTHTV-h71RicDIj7sy4bfiuV1zCaGR5M_RkRORdglYD80Tfzhn2lzPHI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paper/1380393?fbclid=IwAR3nTHTV-h71RicDIj7sy4bfiuV1zCaGR5M_RkRORdglYD80Tfzhn2lzPHI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paper/1380393?fbclid=IwAR3nTHTV-h71RicDIj7sy4bfiuV1zCaGR5M_RkRORdglYD80Tfzhn2lzPHI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paper/1380393?fbclid=IwAR3nTHTV-h71RicDIj7sy4bfiuV1zCaGR5M_RkRORdglYD80Tfzhn2lz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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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開疫情紛擾，助你安心入睡找回一夜好眠 
撰文者：柯曉翔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7001639 
 

疫情掀起全球失業潮，焦慮、擔心感染、恐慌無薪假的情緒和壓力，造成許多人失眠。alive》邀請睡眠專家團傳授30招，丟掉安
眠藥，重建生活習慣。找回，一夜好眠。 
 

重建11個睡前好習慣         
為什麼會失眠？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你自己。焦慮，讓你失眠。「輕易入睡，其實是我們出生就擁有的能力，只是有人
迷失了，」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睡眠中心臨床心理師李偉康說，「當把睡眠過度當成一回事，就會出事。」許多患者焦慮
失眠，床就變成越焦慮的場域。我們要做的是，釐清原因，並改變想法與行為習慣。例如疫情之下，許多人生活作息改變，
造成睡眠週期改變，須重新調整生理時鐘；或因減少外出，長時間宅家，反而「不夠累」，不易入睡。 
 

「提升睡眠驅動力的做法是，白天消耗足夠能量，多運動、多動腦，白天越累，晚上睡意越高。且避免過多的睡覺時間，
設定一段固定7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政治大學睡眠實驗室主持人楊建銘說。以下是幫助睡眠的生活習慣與睡前儀式，讓
你不再為睡眠煩惱： 
 
 
 

寫煩惱筆記，焦慮鎖抽屜 
快要睡覺了，大腦還是想個不停怎麼辦？你可以透過儀式，告訴大腦：停止思考。選擇一個固定的地點，例如書房；準備一本筆
記本條列式寫下煩惱。「寫完後，記得闔上筆記本，鎖進抽屜，」李偉康說，「這個動作可以幫助你喊『停』，闔上煩惱，明天
睡醒再解決。」 
 

除了睡覺，遠離你的床 
許多人失眠時，常在床上輾轉反側，「床與焦慮反而形成暗示性連結，」台灣睡眠醫學學會副理事長邱國樑說，這時候應該下床
從事其他靜態、平靜的活動，待有睡意時，再返回床上。而睡前在床上追劇、滑手機也不宜，應將床與睡覺的訊號連結—躺在床
上，就是該睡了。 
 

嚴格區分，工作和睡覺區 
疫情之下，現在許多人在家工作，工作與生活界線模糊。你必須嚴格區分臥室與工作空間，讓臥室僅成為睡覺休息的地方。若居
住於套房，工作桌和床鋪距離接近，可以善用簾幕，簾幕一拉就能區隔空間，劃出不同場域或氛圍。 
 

穿件睡衣，進入就寢狀態 
我們經常忽略一個傳遞睡覺的重要訊號：穿睡衣。你是否都隨便抓件運動服就上床睡覺？事實上，穿運動服睡覺可能會對大腦傳
達混亂訊息。赫芬頓郵報創辦人雅莉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在《愈睡愈成功》書中透露，當她穿上粉紅睡衣，腦中

彷彿開啟某個開關，覺得自己已準備好就寢。 
 

睡前30分鐘，遠離藍光 
現代人手機不離身，許多人半夜醒來或失眠時，也經常滑手機。這樣一來，反而更難入睡。因為電子裝置發出的藍光，會抑制褪
黑激素分泌，告訴大腦保持清醒。就寢前至少30分鐘，遠離電子裝置。 
 

腹式深呼吸，穩定身心 
腹式呼吸是很好的放鬆方式，由鼻腔緩慢吸氣約4秒，再從嘴巴吐氣約6秒，目標是1分鐘6到8次。政大睡眠實驗室主持人楊建銘形
容，吸氣時腹部要像吹氣球一樣，感覺到腹部擴大、吐氣時消平。值得注意的是，執行腹式呼吸時，最好別在床上，而是坐在椅
子上，待睏意襲來時再躺上床。 
 

循序漸進，練肌肉放鬆術 
舒緩一整天工作的緊繃疲乏，你可以練習漸進式肌肉放鬆術。邱國樑解釋，先從最遠端肌肉用力收縮約5秒，再放鬆。從雙腳、腿
部、腹部、胸部等不同肌肉部位，再到臉部、眼皮等分區緊縮與放鬆。這個方法可搭配腹式呼吸一起運用，緊縮肌肉時吸氣，放
鬆時吐氣。 
 

透過想像力，徹底紓壓 
失眠時，想像力幫得上忙。睡眠專科醫師麥可．布勞斯（Michael Breus）在《靠睡覺燃燒脂肪，99％的人一定瘦！》書中提及
「觀想」（又稱為引導式幻想）有助於紓壓，更對睡到半夜醒來的人特別有效，容易重新入睡。找一個舒服的姿勢仰躺，想像一
個你曾經去過或嚮往的地方，那裡寧靜祥和，或許是黃昏時分的海邊，蓊鬱山林裡的山間小屋……。 
 

做些小家務，找回主控權 
疫情讓人焦慮，許多局面都無法控制。好夢心理治療所執行長吳家碩建議，可以執行微小的行動，拾回控制感，例如在家打掃、
消毒或收納。一天整理一個角落，無須一次做完，當逐漸發現明顯成果，也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過濾雜亂資訊，阻假新聞 
疫情資訊與新聞24小時轟炸，越看越心亂。楊建銘建議，開啟過濾機制，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可信度高的新聞媒體為主，
隔絕假新聞及過度氾濫的資訊。可設定一天不超過半小時觀看相關資訊。睡前一小時，就把資訊接收來源全關掉吧，回歸平靜心
情。 
 

記錄每日習慣，找出肇因 
若長期擁有失眠困擾，你需要找出妨礙好眠的真正原因。針對病患，睡眠醫師麥可．布勞斯使用的方法是，讓患者寫下睡眠日記，
忠實記錄每天生活習慣，包括就寢和起床時間、睡前2至3個小時的飲食、夜裡醒來次數、運動時間等。至少記錄兩週，徹底檢視
生活習慣，才能重建一夜好眠。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7001639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7001639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700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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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Despite the remarkable advances in critical care management of acute brain injury for the past 20 
years, the prognoses remain poor. However, numerous reports indicate the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rapy in stroke rehabilita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tegrated TCM (Wendan decoction [WDD]) in patients with acute brain injury as a combination therapy in 
the early stages. 
 
Design: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etting: Single-center study. 
 
Subjects: Sixty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acute brain injur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s, equally, and 41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tudy. 
 
Intervention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neurologic intensive care. The 23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with an integrated WDD in the early stages three times daily; 
combination treatment was initiated within 14 days and lasted >1 month. 
 
Outcome measures: Duration of ventilator use, intensive care unit stays,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s, 
motor response, the best muscle power, disability rating scale (DRS) scores,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scores, and the mortality rate for the first month. The other outcome measures were GCS scores, motor 
response, the best muscle power, DRS, mRS, and Barthel index (BI) scores 6 months later. 
 
Results: There was no mortality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but the rate was 39% in the control group for first 
month. Comparisons between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in GCS, DRS, mRS, and BI 
scores, indicating improvem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6 months. 
 
Conclusion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cute brain injury,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WDD was found to be safe. 
Furthermore, this treatment may improve neurologic functional outcomes after 6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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