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九十五年度中醫藥委辦暨補助研究計畫一覽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行機構 主持人

委辦經費
（元）

執行期限

新增計畫

中醫政策研究類(案號：0940015004)
CCMP95-RD-001

中醫舌診多媒體資料庫系統之研究與 長庚紀念醫
張恒鴻
建置
院

1,0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02

促進中西醫整合全人照護模式及中西 中華醫藥促
呂鴻基
醫學教育之研究（2-1）
進基金會

1,500,000 95.1.1-96.12.31

CCMP95-RD-003

應用服務品質缺口理論評估中醫醫療 中國醫藥大
蔡文正
服務品質
學

7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04

中醫住院醫療費用支付標準相關研究 台灣中醫護
鍾蕙如
─中醫住院護理服務成本分析之研究 理學會

4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05

中醫住院支付標準、給付內容及成本 中國醫藥大
賴俊雄
效益分析
學

850,000 95.1.1-95.12.31

中醫藥對重要疾病之療效評估研究類(案號：0940015005)
CCMP95-RD-006

三氧化二砷治療狼瘡腎炎的研發

國立台灣大
江伯倫
學

55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07

樟芝防治癌症之重要機轉與特色-癌
症逆轉

臺北醫學大
鄧文炳
學

45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08

網膜缺血或實驗性青光：活血去瘀要 台北榮民總
趙效明
川芎內含成分之神經保護探討
醫院

55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09

耳穴貼壓對原發性失眠的療效評估

長庚紀念醫
陳濘宏
院

55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10

建立以健康人體比較方劑濃縮製劑與
中國醫藥大
傳統水煎劑中指標成分生體相等性之
侯鈺琪
學
研究模式

65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11

葛根芩連湯對methotrexate 與
valproic acid藥品動力學之影響

中國醫藥大
李珮端
學

7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12

葛根之活性成分Puerarin併用
Clopidogrel對預防缺血性腦梗塞之
研究

台北醫學大
許準榕
學

55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13

食道逆流在舌診上之探討

台北市聯合
鄭振鴻
醫院

350,000 95.1.1-9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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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P95-RD-014

中醫體質量表及分型指標之評值

中國醫藥大
蘇奕彰
學

8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15

中醫脈診證型之研究與應用-自製脈
診儀改良與脈診訊號處理技術研發

南台科技大
吳賢財
學

35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16

中醫脈診證型之研究與應用-可攜式
脈診儀之自動化與脈象辨識之研究

元培科學技
劉省宏
術學院

5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17

中醫脈診證型之研究與應用

中國醫藥大
陳建仲
學附設醫院

5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18

中醫脈診證型之研究應用-中醫脈診
線上醫療資訊系統

南台科技大
何金山
學

300,000 95.1.1-95.12.31

中藥品質管制研究類(案號：0940015006)
CCMP95-RD-019

中藥材內赭麴毒素、伏馬毒素、T2毒
亞洲大學
素污染之研究

CCMP95-RD-020

台灣市售青草藥農藥殘留之調查研究

CCMP95-RD-021

中藥多酚配醣體定量方法之建立

CCMP95-RD-022

中藥材品質管制基準制訂之研究（
II）

CCMP95-RD-023

台灣市售五倍子之指紋圖分析與活性 高雄醫學大
張芳榮
成分之研究
學

7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24

中藥材輻射滅菌量產研究及其產官學 國立清華大
周鳳英
專家研討
學

1,0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25

台灣中草藥基因體基原鑑定及中英文 中國醫藥大
謝長奇
基因體資料庫之建立
學

800,000 95.1.1-95.12.31

CCMP95-RD-026

臺灣市售易誤用混用中草藥調查、基 中國醫藥大
郭昭麟
原鑑定及數位影像鑑定圖譜之建立
學

500,000 95.1.1-95.12.31

鄧正賢

弘光科技大
何玉鈴
學
中國醫藥大
溫國慶
學
中國醫藥大
張永勳
學

550,000 95.1.1-95.12.31
700,000 95.1.1-95.12.31
500,000 95.1.1-95.12.31
2,000,000 95.1.1-95.12.31

中醫藥政策暨研究成果評析研究類(案號：0950001631)
CCMP95-RD-027

中醫藥專家學術檔案

長庚大學

張恒鴻

700,000 95.5.2-95.12.31

CCMP95-RD-028

鼻竇炎患者之聞診現代化研究

署立桃園醫
胡克信
院

600,000 95.5.2-9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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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P95-RD-029

加馬線分解中藥材人參中殘留有機氯 國立清華大
周鳳英
農藥之照射平台建立及其安全性評估 學

700,000 95.5.2-95.12.31

CCMP95-RD-030

中醫住院護理病歷標準化之相關研究

長庚紀念醫
鍾蕙如
院

420,000 95.5.3-95.12.31

CCMP95-RD-031

中醫藥國際人才之培訓

中國醫藥大
張永勳
學

1,000,000 95.5.2-95.12.31

中醫藥重要疾病研究類(案號：0950001632)
CCMP95-RD-032

中西醫合診臨床療效評估及成本校益 中國醫藥大
馬作鏹
分析之結果研究
學

CCMP95-RD-033

天麻水萃物在動物實驗及臨床試驗中
臺灣大學
的抗憂鬱效果及其機制之探討

CCMP95-RD-034

抗C型肝炎病毒中草藥新藥之研發

1,290,000 95.5.3-95.12.31

沈立言

670,000 95.5.2-95.12.31

高雄醫學大
吳永昌
學

1,000,000 95.5.3-95.12.31

中醫藥衛生政策暨國際化研究類(案號：0950005145)
CCMP95-RD-035

中醫臨床標準作業程序及療效評估：
長庚紀念醫
以氣喘、腦中風、腦性麻痺為例 （
孫茂峰
院
2-1）

720,000 95.7 -95.12.31

CCMP95-RD-036

中華民國中
中醫藥研究成果評析暨編輯出版計畫
醫婦科醫學 劉景昇
（2-1）
會

1,300,000 95.7 -95.12.31

CCMP95-RD-037

九十四年度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

中國醫藥大
李英雄
學

940,000 95.10-95.12.31

中醫藥安全防護網-中藥材品質管制(案號：0950007262)
CCMP95-RD-038

中藥材輻射滅菌劑量之評估研究,子
國立清華大
計畫一：中藥材輻射滅菌劑量及包材
周鳳英
學
評估研究（2-1）

3,000,000 95.8. -96.12.31

CCMP95-RD-039

中藥材輻射滅菌劑量之評估研究,子
中國醫藥大
計畫二：中藥材輻射滅菌劑量對指標
張永勳
學
成分及療效之影響（2-1）

1,800,000 95.8. -9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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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CCMP95-RD-040

計畫名稱

執行機構 主持人

總計畫：中藥材輻射滅菌劑量之評估 高雄市中藥
研究,子計畫三：中藥從業人員中藥 商業同業公 鄭炳昇
材輻射滅菌教育講習（2-1）
會

委辦經費
（元）

執行期限

1,800,000 95.8. -96.12.31

中醫藥安全防護網-中醫診療科學化(案號：0950006891)
CCMP95-RD-041

中醫診斷學術之實證研究子計畫(3)私立中原大
--以連續恆壓施壓為基礎之可攜式中
學
醫脈診量測系統應用研究 （2-1）

CCMP95-RD-042

光學脈診感測整合系統（2-1）

張榮森

1,000,000 95.8. -96.12.31

CCMP95-RD-043

整合型總計畫:中醫診斷學術之實證
台灣中醫診
研究子計劃(1)---台灣中醫診斷實證
沈建忠
斷學會
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2-1）

1,100,000 95.8. -96.12.31

CCMP95-RD-044

中醫診斷學術之實證研究子計畫(4)--運用資料探勘技術建立紅斑性狼瘡 元培科學技
吳文祥
患者之中醫臨床辨證決策支援系統（ 術學院
2-1）

595,000 95.8. -96.12.31

CCMP95-RD-045

中醫診斷學術之實證研究子計畫(5)--利用現代語音科技發展中醫聞診輔 逢甲大學
助儀器 （2-1）

邱創乾

900,000 95.8. -96.12.31

CCMP95-RD-046

氣喘病人之舌象表現

台北醫學大
戴承杰
學

1,000,000 95.8. -96.12.31

CCMP95-RD-101

西醫住院中醫會診患者中醫療效及生
中國醫藥大
活品質評估之研究:以缺氧性腦病
謝慶良
學附設醫院
變、腦外傷和腦中風為對象

600,000 94.1.1-95.12.31

CCMP95-RD-102

關節炎治療之研究:中藥萃取物(威靈 臺北醫學大
謝銘勳
仙等)之運用
學

550,000 94.1.1-95.12.31

CCMP95-RD-103

臨床常用科學中藥與西藥交互作用之 國防大學國
鮑力恆
評估
防醫學院

500,000 94.1.1-95.12.31

CCMP95-RD-104

中草藥之抗發炎與免疫增強活性的系
中央研究院 楊寧蓀
統生物學研究

400,000 94.1.1-95.12.31

（2-1）

中央大學

林康平

1,000,000 95.8. -96.12.31

連續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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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CCMP95-RD-105

計畫名稱

執行機構 主持人

以啟動子轉殖細胞株篩檢調節免疫力 國立台灣大
林璧鳳
之中藥的動物實驗評估
學

委辦經費
（元）

執行期限

350,000 94.1.1-95.12.31

兩岸補助性計畫
CCMP95-RD-202

「兩岸西醫住院病人使用中醫診療學 中華民國婦
劉景昇
術交流計畫」
科醫學會

340,000 95.5.3.-95.12.31

CCMP95-RD-203

台灣中醫護
「兩岸中醫護理教育交流-比較兩岸中醫
孫淑惠
理學會

260,000 95.5.3-95.12.31

基因體補助計畫

CCMP95-RD-201

以系統生物學研究平台探討中草藥防
治敗血症之病理生理與治療機轉-以 國立中國醫
汪貴珍
靈芝為例，結合基因體學、蛋白質體 藥研究所
學與生物資訊學之研究

2,680,058 (3年）

CCMP95-RD-204

補益類中藥保護幹細胞及影響癌病患
台北醫學大
腫瘤細胞之免疫相關之功能基因體研
施子弼
學
究 (2-1)

2,500,000 (2年）

CCMP95-RD-205

利用基因體啟動子體內外活性測定建
國立成功大
立治療肺癌之中草藥萃取物篩選平台
吳昭良
學醫學院
(3-1)

1,800,000 (3年）

CCMP95-RD-206

黃耆皂苷Ⅳ及丹參酮ⅡA對人類肺癌
細胞基因表現的影響

1,500,000 95.6.16-96.6.15

CCMP95-RD-207

應用蛋白質體學研究中藥茵陳蒿湯對
長庚大學
保肝作用的分子調控機制(2-1)

李宗諺

1,500,000 (2年）

CCMP95-RD-208

利用基因微陣列圖譜與動物之離體及
臺中榮民總
活體模式評估中藥ZC008抗肝臟纖維
徐士蘭
醫院
化之功效 (2-2)

2,000,000 (2年）

CCMP95-RD-209

中醫藥人才培訓IV－中醫藥基因體研
究及其核心技術訓練與子計畫一：中 臺北醫學大
李美賢
醫藥人才培訓IV－北部中醫藥基因體 學
研究及其核心技術(3-1)

2,000,000 (3年）

花蓮佛教慈
蘇進成
濟綜合醫院

95.5.3-96.5.2

95.6.16-96.6.15

95.6.16-96.6.15

95.6.16-96.6.15

95.6.16-96.6.15

95.6.16-9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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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P95-RD-210

中藥材黃連組成物對肺癌及肝癌放射
線治療動物模式之免疫調控因子基因 台大醫院
表現

成佳憲

900,000 (1年）

CCMP95-RD-211

以端粒酵素活性為篩選平台從當歸分
離出抗腫瘤成份
財團法人佛
Butylidenephthalide並研究其藥物 教慈濟綜合 韓鴻志
萃取物抗肝癌胞生長調控之基因體研 醫院
究

900,000 (1年）

CCMP95-RD-212

抗肝癌方劑之資源開發與作用機轉之
探討
子計畫一：傳統方劑對人類肝癌細胞 高雄醫學大
林俊清
之體內及體外抑制增生、腫瘤入侵、 學
血管新生作用和誘發細胞程式死亡機
制之探討(2-1)

2,050,000 (2年）

CCMP95-RD-213

中草藥材對急性發炎動物細胞激素基 國立台灣大
林璧鳳
因調控之探討
學

850,000 (1年）

CCMP95-RD-214

敗血症中醫證型與免疫細胞激素之相 中國醫藥大
蘇奕彰
關性研究
學

2,000,000 (1年）

95.8.11-96.8.11

95.8.11-96.8.11

95.8.11-97.8.11

95.8.11-96.8.11

95.8.11-96.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