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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場實體研討會於
高雄舉行。原定於5月舉辦
之「慢性腎臟病之整合醫學
教育訓練營」，因應疫情改
期至9月26日舉辦。此場研
討會邀請中、西醫師進行專
題研討，期望藉此提供專家
學者交流分享的平台，藉以
提升腎臟病患的生活品質。

感謝高雄長庚中醫部擔任橋
樑，串聯中西各學會、公會
和醫療院所之學者專家，辦
理「慢性腎臟病之整合醫學
教育訓練營」。

感謝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張廷堅副理事長、
大高雄中醫師公會盤志瑋理
事長、台灣腎臟醫學會黃尚
志理事長及臺灣中醫家庭醫
學醫學會葉家舟理事長蒞臨
指導。

大合照
(左起)張宏州理事、林軒名主任、葉家舟理事長、蔡明諺部主任、盤志瑋理事長、黃尚志理事長、
張廷堅副理事長、陳俊良主任、張敏育主任、吳清源理事、簡美琪醫師

http://www.cwm.org.tw/
mailto:society.cwm@gmail.com


2021年09月出刊NO.76

2

◆林軒名主任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腎臟內科主任

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腎臟委員會主委

為提升醫療院所執業之中醫師對於慢性腎臟病患者醫療照護能力及服務品質，在2021年09
月26日星期天於高雄和逸飯店會議廳成功舉辦了「慢性腎臟病之整合醫學教育訓練營」，
由中西醫整合醫學會、台灣中醫家庭醫學會以及高雄長庚中醫部主辦，串聯了中西各學會、
公會和醫療院所的學者專家。到場的除了熱情參與的中西醫各界醫師外，本次研討更特別
邀請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張副理事長及台灣腎臟醫學會黃尚志理事長蒞臨指
導。

整場會議邀請到西醫腎臟科以及中醫界的專家，共同針對糖尿病腎病進行演講與討論。第
一場演講由義大醫院的張敏育主任主講，介紹了糖尿病腎病現代醫學最新的診斷與治療之
指引，提供在場的中西醫師治療糖尿病腎病的最新觀念。第二場桃園長庚醫院的陳俊良主
任，分享過去在長庚醫院進行中西整合腎臟合療的中醫經驗及相關的論文，提供大家進行
中西醫合作治療的機制與方向。第三場由高雄文德診所糖尿病科專科醫師簡美琪醫師分享
治療糖尿病的新觀念與營養指導建議。第四場演講由大林慈濟醫院中醫部阮膺旭醫師分享
治療慢性腎臟病和透析病人的中醫治療經驗。在演講後的討論階段，與會的資深中醫黃蘭
媖醫師也提醒大家注意各大中藥藥廠所提供的科學中藥之基原（品種）不同會造成治療的
療效有所差異。四場課程從西醫診斷與治療，結合到營養衛教，延伸到中醫的藥物治療。
四位講師與與會專家學者，大家共同探討發展中西醫結合治療之醫療照護模式，推廣中醫
早期介入治療腎臟病病人，減緩病情惡化及延緩洗腎時程，希望能提升腎臟病人生活品質。

慢性腎臟病之整合醫學訓練營研源起

過去中西醫因為缺乏適當的合作與對話機制，導致
一些誤解與溝通上的落差。近幾年不少醫學中心中
醫或西醫的腎臟科團隊，從台灣健保資料庫的研究，
發現中醫在慢性腎病的治療確實有科學上的療效，
因此有些醫院開始建立中西醫整合治療腎臟病的合
作機制。健保局在2020年也開始試辦「中醫慢性腎
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本會藉由此次研討會希
望能夠擔任中西醫整合腎臟治療的溝通橋樑，期望
將來能建立中西醫整合治療腎病的一些共識以及照
護準則，以提供全國中西醫整合照護的參考與依據，
進一步提升病人照護品質。 合照

(左起)蔡明諺部主任、張宏州理事、林軒名主任、廖殷梓醫師

講師:義大醫院腎臟科
張敏育主任

講師:桃園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陳俊良主任

講師:文德診所
簡美琪醫師

講師:大林慈濟中醫部
阮膺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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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RQws1PHx5bbD1Bqt8

➢ 報名注意事項:
1.報名截止日:2021年10月18日(一)止。

2.本次研討會不收報名費用，報名者提供電子手冊，將於研討會前提供手冊連結。

3.聯絡人: 陳小姐
聯絡電話：04-2205-3366 #3119 傳真電話：04-220-77140  

Email: society.cwm@gmail.com

4.報名後會給予學分申請的相關資料，敬請注意相關訊息。

https://forms.gle/RQws1PHx5bbD1Bqt8
mailto:society.cw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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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學術論壇-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時間 研討主題 主講者

15:50 長官致詞

15:50-16:50

1.新冠肺炎 中西醫結合共照與研究

2.中西醫結合急重症肺炎合併敗血症治療思維

陳建仲主任/ 周仁傑醫師

台中慈濟醫院中醫部

王人澍副院長 台中慈濟醫院

16:50-17:50 皮膚科民見草藥之臨床應用
王人澍副院長 / 曾樹城藥師

台中慈濟醫院

時 間: 2021年 10 月 16日 (星期日）15:50~17:50 
地 點:花蓮慈濟大學和敬樓B105教室(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1號)

年會官網: http://tcmfaa.tzuchi.com.tw/TCMF2021/index.php

中西整合醫療照護應用在呼吸系統疾病研討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院中醫部

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院胸腔內科暨呼吸照護
中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彰化
縣中醫師公會、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台灣中
醫診斷學會、雲林基督教醫院中醫科

➢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zMjvL

►本研討會免報名費,凡報名者均含講義。
►相關訊息聯絡資訊:
(04)723-8595轉4230 楊小姐
Email:398234@cch.org.tw

日期:110年10月17日(週日) 下午13:00-17:20
地點:彰化基督教醫院教學研究大樓11F魏克思學術講堂(彰化市旭光路235號)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引言人

13:00-13:20 報到、領取資料

13:20-13:30 開幕儀式暨貴賓致詞 黃頌儼 主任

13:30-14:20

彰基呼吸照護中心
呼吸器脫離之照護
模式

紀炳銓 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第二呼吸照護中心主任

黃頌儼 主任

14:20-15:10
呼吸系統疾病的中
西醫診治與調理

蔡明諺 醫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部 主任
李聰界 主任

15:1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10
呼吸系統疾病中西
合療之案例分享

陳志昇 醫師
亞洲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科主任

陳嘉允 主任

16:10-17:00

中西整合照護在呼
吸器患者的經驗成
果分享

陳稼洺 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中醫部 主治醫師

陳嘉允 主任

17:00-17:20
綜合討論暨閉幕謝
詞

陳稼洺 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http://tcmfaa.tzuchi.com.tw/TCMF2021/index.php
https://reurl.cc/gzMjvL
mailto:398234@c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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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has become a worldwide burden due to the high co-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CKD, and pre-dialysis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stages before the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Although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HM) use is not uncommon,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CHM among pre-dialysis DN patients 

remains unclear.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analyzed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retrieved from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to study the long-term outcome of using CHM among incident pre-dialysis 

DN patients from January 1, 2004, to December 31, 2007.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to 5 years or the 

occurrence of mortality. The risks of all-cause mortality and ESRD were carried out using Kaplan-Meier 

and competing risk estimation, respectively. Further, we demonstrated the CHM prescriptions and core 

CHMs using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network (CMN)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6,648 incident pre-dialysis DN patients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877 CHM users and 

5,771 CHM nonusers. With overlap weighing for balancing all accessible covariates between CHM users 

and nonusers, we found the use of CHM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all-cause mortality (0.22 versus 0.56; 

log-rank test: p-value <0.001), and the risk of mortality was 0.42 (95% CI: 0.36–0.49; p-value <0.001) by 

adjusting all accessible covariates. Further, the use of CHM wa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risk of ESRD 

(cause-specific hazard ratio: 0.59, 95%CI: 0.55–0.63; p-value <0.001). Also, from the 5,901 CHM 

prescriptions, we found Ji-Sheng-Shen-Qi-Wan, Astragalus mongholicus Bunge or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 Plantago asiatica L. (or Plantago depressa Willd.),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and Rheum palmatum L. (or 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Regel) Balf., Rheum 

officinale Baill.) were used as core CHMs for different CHM indications. Use of core CHMs wa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risk of mortality than CHM users without using core CHMs.

Conclusions: The use of CHM seemed feasible among pre-dialysis DN patients; however, the beneficial 

effects still need to be validated by well-designed clinical trials.

Jenny Chun-Ling Guo1 , Heng-Chih Pan 2,3 , Bo-Yan Yeh4 , Yen Chu Lu1 , Jiun-Liang Chen 1,5 , Ching-Wei Yang1,5 , Yu-Chun 

Chen6 , Yi-Hsuan Lin1,2 and Hsing-Yu Chen1,2,7

1Division of Chinese Internal Medicine,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Taoyuan, Taiwan
2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3Division of Nephr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eel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Keelung, Taiwan
4Division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Taoyuan, Taiwan
5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6School of Medicine, Faculty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7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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