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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會: <長新冠症候群&肝膽腸胃疾病中西醫治療>
2022年會假金典酒店舉行，有兩個主題。【長新冠症候群中西醫治療】邀請中、西醫專家學者從中醫藥、復健及胸腔內科治療角度切入，來
分享治療Long COVID相關經驗，希冀與醫界先進共同交流，促使COVID-19染疫康復者與後遺症共處並早日回歸正常生活。中醫方面,邀請中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詹永兆理事長分享中醫全聯會在新冠肺炎治療所扮演的角色;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蔡佳紋助理教授分享中藥在新
冠肺炎的角色;臺中慈濟醫院王人澍副院長及中醫部周仁傑醫師探討中醫治療長新冠之臨床案例。西醫方面，由中國附醫呼吸加護病房陳韋成
主任分享新冠肺炎呼吸窘迫治療;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復健科周立偉主任講述感染新冠肺炎後衰弱與肌少症評估診斷新知;臺中榮民總醫院臨床試
驗科傅彬貴主任分享新冠後肺纖維化治療新知。

【肝膽腸胃疾病中西醫治療】由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統籌。邀請臺中榮民總醫院李騰裕主任分享肝癌治療新趨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部賴香君醫師探討中藥在肝臟疾病及肝癌之應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朱家聲醫師分享益生菌在消化系統疾病診治上所扮演角色、周仁
偉醫師講述發炎性大腸疾病的治療新進展。期望藉由本次的演講推動中、西醫對肝膽腸胃疾病治療之交流探討並能藉由中西醫結合治療的優
點，增進病患生活品質。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詹永然理事長(左)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結合研究所張恒鴻所長

中西整合醫學會夏德椿理事長(右)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蔡佳紋助理教授(左)、
包大靝教授暨副所長(中)

臺中慈濟醫院中醫部周仁傑醫師(左)
、王人澍副院長、中西醫臨床研究
中心陳建仲主任(右)

會後大合照

臺中慈濟醫院邱國樑醫務秘書(左)、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復健科周立偉主任

臺中榮總臨床試驗科傅彬貴主任(左)

中國附醫院陳韋成院長室主任祕書(中)

中國附醫院消化系朱家聲醫師

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黃仁杰理事長
臺中榮總肝病中心李騰裕主任(右)

衛服部豐原醫院何明印主任
中國附醫腸胃科周仁偉主任

中國附醫中醫部賴香君醫師
林宏任醫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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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郁欣同學陳婉鈺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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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口頭式論文發表」得獎名單

第一名蕭奕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科

論文題目: Paper-Based Detection Device for Microenvironment Examination: 

Measuring Neurotransmitters and Cytokines in the Mice Acupoint

第二名吳俊昌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中醫科

論文題目: Therapeutic Effect of Fu’s Subcutaneous Needling for Recovery Outcomes 

of Stroke Survivors with Hemiplegic Shoulder Pain: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

第三名張文馨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論文題目: Genetic variants in miR 145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asthma in 

Taiwan

佳作王韻琪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論文題目:Association of interleukin-8 and interleukin-12 genotypes with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in central Taiwan

佳作陳映融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論文題目: Chinese Herbal Products as a Complementary Therapy to Prevent the 

Hypotension Risk in Dialysis Patients: A Nationwide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陳映融醫師張文馨同學 王韻琪同學吳俊昌醫師蕭奕翰醫師

感謝評審委員: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蔡明諺部主任、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中醫科楊曜旭主任、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蘇祐立副主任

陳曉平醫師吳育承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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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冷凍消融

https://mp.weixin.qq.com/s/VJVlXIy3PQxPIjZnewPnNQ
廣州復大腫瘤醫院 2022-12-19 17:17 發表於廣東

為落實健康中國戰略，充分發揮海峽兩岸肺癌診治的特色和優勢，促進海峽兩岸醫學交流，由台中市
呼吸道健康促進學會、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主辦的“兩岸肺癌交流研討會”於2022年12月17日順利召
開。本次研討會特邀了臺灣、廣州、上海、重慶等地眾多知名專家授課及討論，會議採用線上形式進
行。廣州復大腫瘤醫院牛立志院長受邀參加本次會議並作《肺癌的冷凍消融》主題彙報。

外科治療已被公認為治療肺癌的首選方法，根治性切除有可能使肺癌患者獲得治癒從而恢復正常生活。
但臨床發現，大部分肺癌患者確診時已經是晚期，失去手術切除的機會。 因此，微創治療近年來在肺
癌的治療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射頻消融是治療實體瘤應用廣泛的消融技術之一，可以用於早期不能耐受手術切除肺癌患者的治
療。雖然射頻消融電極的適形性好，可以通過調節消融電極來保護鄰近臟器，但肺癌射頻消融的結果
有好有壞，可能是因為空氣是絕緣體，導致高電阻抗限制電流和組織加熱。

而微波消融因其消融時間短、消融範圍大，對於直徑>3 cm，尤其是>5 cm的腫瘤比較有優勢，且微波
消融受到血流灌注的影響小，更加適合治療鄰近大血管的腫瘤。

冷凍消融是在影像引導下定位，消融針穿透人體抵達目標位置，大幅降低局部溫度，對目標組織細胞
進行直接冷凍殺傷、破壞微血管使之缺血壞死，以及讓冷凍后的腫瘤組織作為抗原引起的機體免疫反
應來消滅腫瘤的技術。 通俗點講，就是藉由冰針來凍死腫瘤細胞，還能鼓舞士氣，讓身體對腫瘤細胞
發起反擊。

牛立志院長表示，該療法是一種相對安全的治療方法，具有創傷小、無明顯痛苦、術后恢復快等優點，
並可與放療、化療結合應用，適應於各期肺癌的患者：早期肺癌可達與手術相媲美的療效; 晚期肺癌則
屬姑息性手術，減瘤負荷，對體質較差、其它治療失敗的患者仍適合。

廣州復大腫瘤醫院是亞洲率先引進冷凍消融技術的專科腫瘤醫院之一，迄今已有21年的經驗，治療20
多個癌種，治療案例高達數萬例，發表相關論文多篇，並出版中國第一部中英文冷凍治療著作《腫瘤
冷凍治療學》《Modern Cryosurgery For Cancer》，為患者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

此外，作為亞太腫瘤冷凍消融培訓中心，迄今已有包括韓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臺灣、香港
以及內地數十家醫院的醫生到復大進行冷凍治療學習和培訓。 牛立志院長希望兩岸能夠多進行交流和
互訪，互相學習和借鑒，促進海峽兩岸醫療和管理水準的共同提高，進一步推動海峽兩岸的肺癌防治
工作，讓兩岸人民獲益。

https://mp.weixin.qq.com/s/VJVlXIy3PQxPIjZnewPn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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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與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共同舉辦，台灣及日本線上連線，分享對於
eosinophilic severe asthma的臨床試驗及治療經驗。特別邀請埼玉醫科大學呼吸內科中込和之醫
師分享日本對於eosinophilic severe asthma的臨床試驗結果分享。台灣方面邀請馬偕紀念醫院李
士毅醫師及台北榮民總醫院柯信國醫師分享相關治療經驗。

感謝亞東紀念醫院胸腔內科鄭士隆主任(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學術委員)、台中榮民總醫院
臨床試驗科傅彬貴主任(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秘書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重症醫學中心夏德
椿主任擔任座長。

鄭士隆醫師

傅彬貴醫師

Dr. Kazuyuki Nakagome

李士毅醫師

柯信國醫師夏德椿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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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十一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12月18日（星期日）中午12：00
開會地點：台中金典酒店冬梅廳
主席:夏德椿
出席人員：王人澍、李聰界、林英超、周立偉、陳建仲、吳三源、吳清源、巫康熙、林榮志、洪裕強、張宏州、莊佳穎、

游明謙、黃仁杰、黃仲諄、黃伯仁、張恒鴻、邱國樑、陳光偉、陳雅吟、劉俊廷、傅彬貴、蔡明諺、陳麒方、
陳映儀

請假人員：葉家舟、羅綸謙、賴榮年、顏宏融、林宜信、張東廸、林軒名
缺席人員：柯建新、黃國欽
紀錄:陳映儀

一、主席致詞: (略)
二、報告事項:如現場簡報檔案

三、會議議程
1、秘書處報告
2、追認理監事通訊會議
3、提案討論

提案一、研討會收費相關事宜。
說明:目前舉辦之會議幾乎免費，會員與非會員沒有區別，發現有部分會員固定報名研討會但勾選非會員選項
(尚未超過3年繳費期限)，擬研議某些課程予以收費。

決議:往後之學術活動，會員可免收費，但非會員酌收報名費用$500起。

四、臨時動議
提案二、新增會員審查委員會。
說明:成立會員審查委員會，審查入會申請資料，若符合資格即可入會，更能縮短入會流程。
決議:通過，會員審查委員會與專科醫師證書審查委員會合併，之後會員審查將由中西整合專科醫師暨會員審
查委員會審查入會者資料，理監事會議追認相關入會資料。

提案三、線上課程應放置官網，並開放給會員觀看。
決議: 官網設置影片專區並開費給會員相關處理辦法秘書處會再研議，目前影片是放置於youtube鎖權限，但會
員可以向秘書處詢問權限。

五、散會:12:45

臺灣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第四屆理、監事會當選人名單一覽

理 事 長: 賴學洲

常務理事: 何明印、周仁偉、林宏任、黃仁杰、黃進明

理 事: 林慶鐘、洪才力、高尚德、張宏州、陳光偉、陳雅吟、楊士樑、廖光福、鄭庚申

候補理事: 蕭益富、陳宏彰

常務監事: 余承儒

監 事: 柯道維、葉欣榮、廖振羽、賴東淵

候補監事: 趙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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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時間 本會主辦/協辦之學術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地點

1 03/21 「中區肺癌學術研討會」(實體)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台中林酒店

2 04/09 「Master class of Severe Asthma 」(實體)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台中裕元花園酒

店

3 04/10
「中西癌症合作-從臨床到學術研討會」

(實體暨線上視訊並行)
本會癌症學術委員會 中國醫藥大學

4 04/24
「慢性鼻竇炎、慢性蕁麻疹與肺纖維化疾病
新知研討會」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線上視訊會議

5 06/18 「失智之居家與社區整合醫學教育訓練坊」
本會醫學教育訓練委員會

屏東縣中醫師公會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線上視訊會議

6 06/26
「肺癌與氣喘精準治療&肺阻塞肌少症新知」

(實體暨線上視訊並行)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台中福華飯店

7 08/20 「The Day after Tomorrow:Post-Covid-19」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Docquity
線上視訊會議

8 10/01
「Update on Peri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中華針灸醫學會

Docquity
線上視訊會議

9 11/06
「2022成果發表暨學術研討會:中西醫整合
急性後期照護計畫」(實體暨線上視訊並行)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高雄長庚紀念醫
院兒童醫院紅廳

10 11/13 「心胸共病疾病研討會」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台灣分級醫療健康長照促進
學會

線上視訊會議

11 11/20

「雲嘉南2022透析全人照護研討
會:Improving Quality of care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 IQCHD 2022 Tainan」
(實體暨線上視訊並行)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本會腎臟科學術委員會/

台南市立安南醫
院第一醫療大樓
11樓國際會議廳

12 12/17
「Cross-Lung Cancer Medicine Symposium兩
岸肺癌交流研討會」(實體暨線上視訊並行)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臺中市呼吸道健康促進協會

台中金典酒店

13 12/18
「長新冠症候群&肝膽腸胃疾病中西醫治療」

(實體暨線上視訊並行)
本會/中西整合消化醫學會/
臺中市呼吸道健康促進協會

台中金典酒店

14 12/22 「台日交流:嚴重氣喘治療」
本會呼吸道委員會/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線上視訊會議

2022年學術活動回顧

國際研討會

國際研討會

本年度共舉辦14場學術會議，感謝各委員會的規劃，也謝謝您的參與!



2022年12月出刊 NO.91

7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NRICM101 for COVID-19 Treatments by 

Combined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Pharmacodynamics

Sher Singh 1,* and Ying-Fei Yang 2

1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School of Life Science,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1677, Taiwan
2 Department of Bioenvironmental Systems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17, Taiwan
* Correspondence: sher@ntnu.edu.tw; Tel.: +886-2-7749-6344

Int. J. Mol. Sci. 2022, 23(23), 15385; https://doi.org/10.3390/ijms232315385

IF:6.208 Abstract

Symptom treatments fo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fection and Long COVID are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of the pandemic era. In light of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medications 

for treating COVID-19 symptom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emerged as a 

potentially viable strategy based on numerous studies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aiwan 

Chingguan Yihau (NRICM101), a TCM designed based on a medicinal formula with a long history 

of almost 500 years, has demonstrated its antiviral properties through clinical studies, yet the 

pharmacogenomic knowledge for this formula remains unclea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NRICM101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y using exploratory bioinforma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PD) approach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434 common interactions 

found between NRICM101 and COVID-19 related genes/proteins. For the network pharmacology 

of the NRICM101, the 434 common interacting genes/proteins had the highest associations with 

the interleukin (IL)-17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analyses. Moreover, the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was found to have the highest 

association with the 30 most frequently curated NRICM101 chemicals. Disease analyse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most relevant diseases with COVID-19 infections were pathology, followed by 

cancer,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he 30 most frequently curated 

human genes and 2 microRNA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could also be used as molecular biomarkers 

or therapeutic options for COVID-19 treatments. In addition, dose–response profiles of 

NRICM101 doses and IL-6 or TNF-α expressions in cell cultures of murine alveolar macrophages 

were constructed to provide pharmacodynamic (PD) information of NRICM101. The prevalent use 

of NRICM101 for standardized treatments to attenuate common residual syndromes or chronic 

sequelae of COVID-19 were also revealed for post-pandemic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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