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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標為運用生殖醫學的科學研究方法探討薏苡仁對胚胎
著床之效應與可能的作用機制，以驗證中藥材薏苡仁在生殖醫學之毒理與藥效，
來達到降低薏苡仁相關產品對生殖造成的副作用，提高薏苡仁在其他療效之方便
性與安全性等。
本研究結果顯示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薏苡仁漿及中
成藥薏苡仁錠，確實會在特定劑量連續餵食的情況下對小鼠胚胎植入的懷孕模式
造成影響。薏苡仁樣品會造成子宮內膜組織之間質細胞的組織病理型態，對子宮
內膜組織中與懷孕過程有關的重要細胞激素生長因子的基因表現有抑制的趨
勢，對子宮內膜組織之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之固著相關分子也會產生影響。進一
步利用薏苡仁指標成分的研究也發現，確實具有會影響體外胚胎著床之指標成
分，這些指標成分會對子宮內膜細胞株 RL-95-2 之重要細胞固著相關分子表現會
造成影響，我們也發現將這些指標成分，以特定劑量連續餵食也會對小鼠胚胎植
入的懷孕模式造成影響，其機制與抑制子宮內膜組織中已知重要細胞激素與生長
因子的基因表現有關。本研究計畫以系統生物學的概念由活體到分子機制探討中
藥材薏苡仁與其指標成分在生殖醫學之效應，研究成果將能提供薏苡仁在藥用或
食用上對於生殖醫學安全性的重要依據。此模式也將有助於建立中藥材在生殖醫
學之安全性規範。
關鍵詞：中藥材、薏苡仁、中成藥、懷孕、胚胎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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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lay (Coix lachryma-jobi L. var. ma-yuen Stapf) seed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s a nutritious food. Pregnant women are suggested not to eat adlay seed
in the opinion of Chinese medicine. However, the scientific mechanisms of the adlay
seed on embryo implantation are unclear. The major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elucidate
the effect of adlay seed and its related Chinese herb reagents on embryo implantation
and clarify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this effect. The results would help to establish
the safety rules for the usage of adlay seed and its related Chinese herb reagents.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dlay (Coix lachryma-jobi L. var. ma-yuen
Stapf) seed and i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embryo implantation with the
technologies for in vitro and in vivo embryo implantation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1. Commercialized adlay seed could inhibit the embryo implantation
by administration adlay seed and its related products with animal model. 2. The
mechanisms of adlay seed and its related products on abortion are independent of
pregnancy related endocrine molecular, such as E2、P4、oxytocin in serum level. 3. The
indicator components and therapeutic components of adlay seed do play critical role
on embryo implantation with in vitro model. 4. Certain indicator components and
therapeutic components of adlay seed do inhibit the embryo implantation in the in vivo
model. The project contains the concept of system biology. The results can help to
realize the safety of adlay seed and its related Chinese herb reagents on pregnant
women and may help to establish the safety rules for the usage of adlay seed and its
related Chinese herb reagents.
keywords: Adlay seed, Chinese medicine, Embryo im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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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計畫所參與的研究重點為常用中藥製劑及中藥成藥之安全性研
究，主要研究目的為針對常用中藥製劑及中藥成藥進行毒性可能性評估及
安全性研究。
薏苡仁為跨部會保健食品研究發展計畫的重點項目之一，自古以來薏
苡仁即為藥食兼用的食物一直是供作中藥材和食補的材料。但古書就有記
載孕婦不宜使用薏苡仁，臨床上雖然還沒有實證證明可能導致流產，但中
醫師還是呼籲孕婦謹慎使用。薏苡仁具有「利水滲濕」功效，臨床卻發現
有孕婦持續將薏苡仁混入米飯中食用，想藉此消除孕期水腫，疑似因而流
產。薏苡仁除了利水，還有消腫塊的作用，也就是能去毒，而主攻，因此
也可能是發揮了攻的作用對胚胎進行消腫塊的作用。此外也有學者認為薏
苡仁的利水作用不僅止於利尿，也會把組織中的水分給排出來，可能也會
間接使得羊水變少，因此對孕婦不利。然而這些推論目前沒有真正的實證
根據，薏苡仁是國人使用中藥材相當普遍，卻往往對藥材的效用和禁忌一
知半解，因此確實需要政府相關部門位全民把關解除疑惑。本研究計畫的
主要目標為運用生殖醫學的科學研究方法探討薏苡仁對胚胎著床之效應與
可能的作用機制，以驗證中藥材薏苡仁在生殖醫學之毒理與藥效，來達到
降低薏苡仁相關產品對生殖造成的副作用，提高薏苡仁在其他療效之方便
性與安全性等。事實上除了孕婦不宜吃薏苡仁的問題之外，其他常用中藥
使用禁忌是否與人類生殖醫學有關，也值得政府相關部門與民眾多注意。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使用小鼠動物模式探討精白薏苡仁與糙薏苡仁是否確實
會造成活體流產並進一步以細胞分子生物學進行機制探討 。
國內外關於薏苡仁對懷孕的影響的相關研究並不多，中醫上孕婦不宜
吃薏苡仁的論述包含在歷代本草書《本草品匯精要》中有提及：
「妊娠不可
服」；此外《得配本草》則記載：「腎水不足，脾陰不足，氣虛下陷，妊娠
四者禁用」
，有上述醫書的論述可看出古代醫家對於懷孕期間使用薏苡仁的
保守或反對態度。臨床上雖然還沒有實證證明可能導致流產，但現代藥理
研究方面，1988 年有日本學者研究發現，薏苡仁油對兔及豚鼠的離體子宮
有增加其緊張度及收縮幅度的作用(1)，此做用雖然未經人體試驗，但可推
知薏苡仁或許可能對懷孕早期子宮產生過度收縮而引致流產。國內台大毒
理所翁祖輝教授予劉興華教授以食品安全的角度配合毒理學研究技術，探
討薏苡仁對懷孕時子宮之病理生理學上之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懷孕
第六天雌性大鼠以胃管餵食薏苡仁之水或甲醇萃取物(0.5、1 或 2 g/kg body
weight/day)，確實會增加死胎數/著床數比例的差異。其研究結果顯示薏苡
仁可能會影響懷孕子宮之正常化(2)。此研究結果提供了本研究關於”薏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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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確實會造成活體流產”的科學依據，然而此研究所使用之水或甲醇萃取
物試驗劑量由萃取比例推算劑量是很高的劑量，實驗結果代表的是具有毒
理學上之影響意義。此外，江文章教授針對薏苡仁殼甲醇萃取物(AHM)對
大鼠生殖效應的研究發 現，靜脈注射薏苡仁殼甲醇萃取物(2mg/kg)會抑制
progesterone 及 estradiol 的分泌，這個作用主要經由 AHM 抑制大鼠
Granulosa cells cAMP pathway, P450scc 及 StAR 的蛋白質活性質表現量
(3)。
薏苡仁被認為具有消炎及調節免疫的功能，江文章教授在薏苡仁抗過
敏的研究中發現糙薏苡仁在致敏反應方面，有改善的功效(4)。隨後在糙薏
苡仁對特異性免疫反應及呼吸道發炎反應影響之研究中指出糙薏苡仁對特
異性免疫及呼吸道發炎模式的影響，似乎是透過平衡 Th1/Th2 的細胞反應，
並減緩發炎反應，來緩和過敏免疫反應(5)。進一步的研究薏苡仁麩皮調節
過敏免疫反應以及分離其活性成分，結果發現薏苡仁麩皮中含有多樣性的
類黃酮成分，推測這類化合物在過敏免疫反應的調節，抑制早期肥大細胞
的過敏反應，減緩晚期巨噬細胞的發炎反應，及調節動物體內 Th1/Th2 免
疫反應上可能扮演著功能性成分，結論指出薏苡仁麩皮乙醇萃取物具有調
節免疫並減緩過敏的保健功效(6)。江文章教授在薏苡仁抗腫瘤之研究中發
現餵食含薏苡仁油飼料的小鼠有存活日數較長且腫瘤較小的趨勢(4)。之後
郭明良教授與江文章於薏苡仁對大腸癌形成之影響的實驗中發現糙薏苡仁
主要藉由麩皮於大腸癌形成過程之早期發揮抑制作用，其作用機制與改變
大腸黏液素組成及抑制 COX-2 表現有關(7)。而在薏苡仁麩皮乙醇萃取之乙
酸乙酯層區分物對動物鼠大腸癌前期病變之預防效果的研究中指出乙酸乙
酯層區分物藉由影響不同類型的癌前病變及降低大腸的發炎反應，進而延
緩大腸的癌化(8,9)。在薏苡仁對腸道生理機能影響的研究中，江文章教授
的實驗結果指出糙薏苡仁對於大鼠腸道生理的調節有好的效果且具有調節
腸內菌叢，促進有益菌生長的功用(10)。此外在緊迫動物模式下發現薏苡仁
加工產品能顯著降低潰瘍及胃黏膜和肝臟脂質過氧化物含量並增加血清鈣
濃度，且有提高腸道酵素活性的效果(11)。另外在糙薏苡仁對非固醇類抗發
炎藥物誘導大鼠急性胃黏膜損傷之保護效果的研究中認為糙薏苡仁能夠保
護大鼠胃黏膜(12)。傳統上，薏苡仁被認為具有調節血糖及血脂的功效。江
文章教授在糙薏苡仁降血脂作用之研究中認為人類食用糙薏苡仁，應可有
助於血脂異常之調節(13)。江孟燦教授亦於糙薏苡仁對第二型糖尿病人血糖
及血脂肪的影響的研究中指出以糙薏苡仁取代部份主食可改善第二型糖尿
病人血糖及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濃度(14)。在糙薏苡仁對糖尿病大白鼠醣代
謝及脂質代謝的影響實驗中，江文章及江孟燦認為糙薏苡仁具有調節改善
糖尿病大白鼠的糖代謝及脂代謝的效果(15)，此外亦指出糙薏苡仁能夠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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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和血脂質的有效區分可能存在於薏苡仁油及 AS 層(80%酒精可溶區分)
中。近來的研究中也發現飲食中以糙薏苡仁或精白薏苡仁取代主食，可改
善中老年人之血脂異常、胰島素抗性及發炎反應，同時具有改善老人斑及
皮膚黑色素之功效(16)。由於薏苡仁具有上述多項保健方面之潛力，因此運
用生殖醫學的科學研究方法探討薏苡仁對胚胎著床之效應與可能的作用機
制，以驗證中藥材薏苡仁在生殖醫學之毒理與藥效，來達到降低薏苡仁相
關產品對生殖造成的副作用，提高薏苡仁在其他療效之方便性與安全性等
問題確實有其發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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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人類卵子在輸卵管壺腹部位受精後會先停留在輸卵管內約 72 小時，這
段時期子宮內膜會開始蛻膜化（decidualization）
，以準備著床的環境。受精
卵主要靠著纖毛運動，到子宮內膜腹腔，接下來再停留 72 個小時，開始進
行”著床窗期”(implantation window)，發生對位(apposition)、固著(adhesion)、
及穿入（penetration）等動作，而使受精卵成功地包埋入子宮內膜，完成著
床機制。目前研究發現，胚胎著床過程會活化不同的基因群組，也會有不
同的細胞激素、酵素或荷爾蒙的表現，這些分子機制準確地引導胚胎的方
向，也會調節子宮內膜的免疫機制，使得具有半異基因(semiallogenic)的胚
胎避過母體免疫反應的抑制。本研究主要將跟據人類胚胎著床已知的機制
以動物要細胞模式探討意苡仁的作用並進一步由分子層次探討作用機制。
主要研究策略與方法為：
一、探討市面上常見的精白薏苡仁及其中成藥是否確實會造成活體流產。
(一)實驗劑量選定與食用薏苡仁煮湯、顆粒之備製:
常用複方中藥中含薏苡仁之湯劑或散劑有薏苡仁湯。民間傳
統小吃四神湯中亦含有薏苡仁成分，薏苡仁在湯劑中的重量百分
比含量約在 0.6%~12%之間。本計畫目前最大問題為研究樣品選定
及其劑量的訂定，我們由中醫藥委原會之中藥藥品許可證查詢網
頁，所查詢到已有許可證且為 G.M.P 藥廠生產之薏苡仁中成藥之
製劑(藥品名稱為薏苡仁錠)及一般民間食用之薏苡仁湯對胚胎著
床的安全性研究，因此將動物實驗分成四組:
第一組：
測試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將含有不同重量百分比濃度
(3%，6%，9%，12%)薏苡仁之湯劑，依照成人(60kg)服用一碗約
300mL 的比例計算(5mL/kg)，以湯劑餵食動物；管餵的劑量為
100uL/mouse.。備製方法為 15g, 30g, 45g, 60g 之台灣生產薏苡仁分
別加自來水至 500mL，在 1 公升的玻璃燒杯中以 Hotplate (corning)
設定加熱”6”，沸騰後加熱 1 小時。加熱停止後補足蒸發的水量。
冷卻後以篩網分離顆粒與煮湯後的湯劑。湯劑以 200 目的尼龍過
濾網過濾。備製完成的湯劑分裝儲存於-20℃。200 目的尼龍過濾
網過濾的目的為避免樣品管餵過程中阻塞管餵針。
第二組：
測試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將重量百分比濃度 6%的組別，煮
完 湯 劑 後 的 薏 苡 仁 顆 粒 打 碎 後 依 照 成 人 (60kg) 一 日 食 用 量
60g/60Kg、30g/60Kg、15g/60Kg 之重量比例計算餵食實驗動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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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1g/kg、0.5g/kg、0.25g/kg) ；管餵的劑量為 100uL/mouse。備
製方法為 30g 台灣生產薏苡仁加自來水至 500mL，在 1 公升的玻
璃燒杯中以 Hotplate (corning)設定加熱”6”，沸騰後加熱 1 小時。
加熱停止後補足蒸發的水量。冷卻後以篩網分離顆粒與煮湯後的
湯劑。分離出的顆粒依照實驗規劃的重量比例加入適量的開水，
以研缽磨碎後以 200 目的尼龍過濾網過濾。備製完成的顆粒分裝
儲存於-20℃。200 目的尼龍過濾網過濾的目的為避免樣品管餵過
程中阻塞管餵針。
第三組：
測試薏苡仁漿:將重量百分比濃度 10%、20%、30%的組別，
煮熟後將薏苡仁顆粒於湯劑中打碎成薏苡仁漿後，依照成人(60kg)
服 用 一 杯 約 300mL 的 比 例 計 算 (5mL/kg) ； 管 餵 的 劑 量 為
100uL/mouse.。備製方法為 50g, 100g, 150g 台灣生產薏苡仁分別加
自來水至 500mL，在 1 公升的玻璃燒杯中以 Hotplate(corning) 設
定加熱”6”, 沸騰後加熱 1 小時。加熱停止後補足蒸發的水量。冷
卻後以果汁機打碎，再每次取出 5mL 以研缽磨碎後以 200 目的尼
龍過濾網過濾。備製完成的薏苡仁漿分裝儲存於-20℃。200 目的
尼龍過濾網過濾的目的為避免樣品管餵過程中阻塞管餵針。
第四組：
測試中成藥薏苡仁錠，使用的薏苡仁錠源自 G.M.P 藥廠生產
之薏苡仁中成藥之製劑(藥品名稱為薏苡仁錠: 規格為每錠 300mg
中 含 有 薏 苡 仁 生 藥 製 成 之 浸 膏 220 mg ； ( 生 藥 與 浸 膏 比 例
1800:220=8.2:1)，薏苡仁末 40mg，澱粉 40mg。依照成人 60(kg)
每 日 服 用 量 600mg 為 基 準 以 各 種 不 同 重 量 重 量 百 分 比 濃 度
(1mg/kg，10mg/kg，20mg/kg，40mg/kg，125mg/kg，250mg/kg，
500mg/kg)餵食實驗動物。管餵的劑量為 100uL/mouse。薏苡仁錠
以研缽磨碎後以 200 目的尼龍過濾網過濾，依照實驗規劃的重量
比例加入適量的開水。備製完成的薏苡仁錠樣品分裝儲存於
-20℃。200 目的尼龍過濾網過濾的目的為避免樣品管餵過程中阻
塞管餵針。
二、小鼠胚胎植入動物試驗
研究方法為運用胚胎植入技術以動物試驗探討餵食薏苡仁對胚胎著床
及活產的效應。以往的研究多以自然受孕的大鼠進行胚胎著床及活產的效
應研究，然而這樣的方式容易因為原本個體間自然受孕的胎數而產生誤
差。在本研究中我們將使用目前生殖醫學領域普遍使用的胚胎植入技術，
確定植入的胚胎數目以準確的評估測試樣品對對胚胎著床及活產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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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步驟為(1)由健康的自然受孕母鼠(B6 品系小黑鼠)採集 3.5 天的受
精卵。(2) 將品質相似的受精卵(每邊 5 顆)殖入進行過假交配的母鼠(ICR 品
系小黑鼠) 。(3)殖入受精卵的小鼠開始隨機分組進行不同劑量的精白薏苡
仁與糙薏苡仁餵食。(4) 一組動物在殖入受精卵後的第七天將母鼠犧牲後計
算各組實驗的胚胎著床數目，以得到餵食薏苡仁對胚胎著床效應的證據。
(5)另一組動物在殖入受精卵後讓母鼠自然生產計算各組實驗的活產數目，
以得到餵食薏苡仁對活產的效應。運用胚胎植入技術，確定植入的胚胎數
目以準確的評估測試樣品對胚胎著床的效應。
三、探討薏苡仁造成活體流產的可能機制：
有研究指出血清中 E2、P4、oxytocin 濃度變化與免疫球(regulatory T cell)
族群變化是影響胚胎著床的重要因素(17-20)
研究方法為以動物試驗探討餵食薏苡仁對懷孕相關的內分泌分子及子
宮內膜組織病理學的影響。檢測血清中 E2、P4、oxytocin 濃度，檢測免疫
球(regulatory T cell)族群變化並以免疫組織染色檢測子宮內膜固著相關分
子的變化。
詳細步驟為(1)由健康的自然受孕母鼠(B6 品系小黑鼠)採集 3.5 天的受
精卵。(2) 將品質相似的受精卵(每邊 5 顆)殖入進行過假交配的母鼠(ICR 品
系小黑鼠) 。(3)殖入受精卵的小鼠開始隨機分組進行不同劑量的精白薏苡
仁與糙薏苡仁餵食。(4) 殖入受精卵後分別於第 1、3、5、7 天，以眼窩採
血方式採集血液，分離血清以 EIA 方式檢測血清中 E2、P4、oxytocin、
RANTES 濃度。(5)上述小鼠在不同天數採血後即進行犧牲以收集子宮內膜
組織，部分子宮內膜組織以機械力磨碎後配合梯度離心分離出白血球，並
進一步搭配 CD45RO 與 CD45RA 螢光染色以流式細胞儀與檢測免疫球(活
化態與不活化態的 regulatory T cell)族群變化。(6)上述小鼠在不同天數採血
後即進行犧牲以收集子宮內膜組織，部分子宮內膜組織進行 RNA 萃取，
RNA 進 一 步 進 行 反 轉 錄 成 cDNA. 以 Q-RT-PCR 方 式 檢 測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interleukin-1
(IL-1), mucin-1 (muc-1), glycodelin, decay accelerating factor (DAF), Integrins
β3, α1, α4.等基因表現 (7)部份上述小鼠在不同天數採血後收集子宮內膜
組織，進行福馬林固定並進行石蠟包埋以進行免疫組織染色，檢測子宮內
膜組織固著相關分子 E-cadherin、L-selectin、Mucin 1 、Integrin αVβ3 、
Integrin α4、Integrin β1、Trophinin 的變化。
四、化學分析圖譜比較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漿及中成藥薏苡仁錠
的成分。
測試方法是以高效液相層析儀(Photo Diode Array Detector)(HPLC/PDA)
進行層析。步驟為取檢體 1g 加入乙醇溶液定量至 5mL，震盪萃取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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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取出上清液以 0.45μm 濾膜過濾後供做檢液，以 HPLC 分析。Injection
Volume:50μL, Run Time:35.0 minutes, Channel Name 254.0 nm.
五、探討薏苡仁指標成分與有效成分(試藥和標準品)對胚胎著床的影響：
承接上述的活體試驗結果我們進一步探討薏苡仁指標成分對胚胎著
床的影響。本研究中使用的薏苡仁指標成分與有效成分，主要參考江文
章教授研究團隊近年來的研究成果(6,8)。本實驗中所使用的薏苡仁指標
成分與有效成分（試藥和標準品）之純度和製造廠商分別為: trans-ferulic
acid (99%, Sigma), linoleic acid (99%, Sigma), p-hydroxybenzaldehyde
(98%, Sigma), syringaldehyde (98%, Sigma),, trans-p-coumaric acid (98%,
Fluka), tricin (triamcinolone,100%, Sigma), beta-sitosterol (95%, Sigma),
coixol (6-methoxybenzoxazolone,95%, 江 文 章 教 授 ), coniferyl alcohol
(98%, Sigma), cis-ferulic acid (80%, 郭悅雄教授), naringenin (98%, Sigma),
oleic acid (99%, Sigma), phytosterol (Campesterol,65% Sigma),
sinapaldehyde (90%, Sigma), stigmasterol (95%, Sigma), syringetin (90%,
Sigma), syringic acid (95%, Sigma), cis-p-coumaric acid (85%,郭悅雄教授),
vanillic acid (97%, Sigma), vanillin (97%, Sigma)等(6,8)。指標成分的劑量
選定是由平均含量進行推估，細胞實驗以 1μM 的標準，活體實驗以
1mg/kg 為標準。
研究方法為運用體外體外胚胎著床細胞膜式，篩選出對 BeWo 球體附
著有影響的薏苡仁指標成分 ，進一步探討特定薏苡仁指標成分對內膜細胞
的生物效應。
BeWo 球體附著附著測試的方法為:(1)培養將 BeWo 細胞培養成球狀(形
成類似分裂的受精卵)。(2)培養模擬人類子宮內膜的 RL-95-2 細胞層，預處
理各種薏苡仁指標成分(經萃取比例計算<1uM，才是合理的劑量) 後將形成
球狀的 BeWo 細胞團(如下圖左)種入細胞層。(3)經 30 分鐘後進行離心，偵
測 BeWo 細胞團附著的程度，以篩選可能對胚胎著床有的影響薏苡仁指標
成分。(4) 進一步測試篩選出的指標成分對子宮內膜 RL-95-2 之重要細胞固
著相關分子相關分子 E-cadherin、L-selectin、MUC-1 、Integrin αVβ3 、
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以螢光染色搭配流式細胞儀進行分析。
六、探討薏苡仁指標與有效成分對活體內胚胎著床的影響：
研究指出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interleukin-1 (IL-1), mucin-1 (muc-1), glycodelin, decay accelerating
factor (DAF), Integrins β3, α1, α4.等基因表現為胚胎著床的重要機制(21-25)
詳細步驟為(1)由健康的自然受孕母鼠(B6 品系小黑鼠)採集 3.5 天的受
精卵。(2) 將品質相似的受精卵(每邊 5 顆)殖入進行過假交配的母鼠(ICR 品
系小黑鼠) 。(3)殖入受精卵的小鼠開始隨機分組進行不同劑量的薏苡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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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成分餵食。(4) 一組動物在殖入受精卵後的第七天將母鼠犧牲後計算各組
實驗的胚胎著床數目，以得到餵食薏苡仁對胚胎著床效應的證據。(5)另 一
組動物在殖入受精卵後讓母鼠自然生產計算各組實驗的活產數目，以得到
餵食薏苡仁對活產的效應。
探討薏苡仁指標成分對活體內子宮內膜的影響:
詳細步驟為(1)由健康的自然受孕母鼠(B6 品系小黑鼠)採集 3.5 天的受
精卵。(2)將品質相似的受精卵(每邊 5 顆)殖入進行過假交配的母鼠(ICR 品
系小黑鼠)。(3)殖入受精卵的小鼠開始隨機分組進行不同劑量的薏苡仁指標
成分餵食。(4)殖入受精卵後分別於第 1、3、5、7 天，以眼窩採血方式採集
血液，分離血清以 EIA 方式檢測血清中 E2、P4、oxytocin、RANTES 濃度。
(5)上述小鼠在不同天數採血後即進行犧牲以收集子宮內膜組織，部分子宮
內膜組織以機械力磨碎後配合梯度離心分離出白血球，並進一步搭配
CD45RO 與 CD45RA 螢光染色以流式細胞儀與檢測免疫球(活化態與不活化
態的 regulatory T cell)族群變化。(6)上述小鼠在不同天數採血後即進行犧牲
以收集子宮內膜組織，部分子宮內膜組織進行 RNA 萃取，RNA 進一步進
行反轉錄成 cDNA.以 Q-RT-PCR 方式檢測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interleukin-1 (IL-1), mucin-1 (muc-1),
glycodelin, decay accelerating factor (DAF), Integrins β3, α1, α4.等基因表現
(7)部份上述小鼠在不同天數採血後收集子宮內膜組織，進行福馬林固定並
進行石蠟包埋以進行免疫組織染色，檢測子宮內膜組織固著相關分子
E-cadherin、L-selectin、Mucin-1 、Integrin αVβ3 、Integrin α4、Integrin β1、
Trophinin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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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薏苡仁漿對活體動物懷
孕會有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
品，如圖一、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第一組)、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第二組)、
薏苡仁漿(第三組)及中成藥薏苡仁錠(第四組)。實驗結果顯示薏苡仁煮湯後
的湯劑 6%,9%,12% ；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1g/kg ；薏苡仁漿 10%,20%,30%
之劑量會影響活體動物胚胎植入後的活產率。中成藥薏苡仁錠原先的研究
規劃是探討 1mg/kg-40mg/kg 之劑量對活體動物胚胎植入後的活產率的影
響，經期中報告審查委員之建議增加高劑量(125mg/kg-500 mg/kg)的研究發
現，高劑量中成藥薏苡仁錠 250mg/kg 與 500mg/kg 會影響小鼠活產率。
二、薏苡仁樣品影響胚胎著床的機制與生殖內分泌無關。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之特定劑量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1g/kg P：薏苡仁
煮湯後的顆粒 1g/kg；30% M：薏苡仁漿 30% Mix。如圖二，實驗過程中由
生殖道抹片分析生理週期(ED: early diestrus, LD: late diestrus, EP: early
proestrus, LP: late proestrus, EE: early estrus, LE: late estrus, EM: early
metestrus, LM: late metestrus)，並由眼窩採血，進行血清中生殖內分泌分子
E2，P4，Oxytocin 定量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三種劑型之薏苡仁樣品對生理
週期的內分泌分子 E2 ，P4 ，Oxytocin 的濃度變化沒有顯著影響。
三、薏苡仁樣品會造成子宮內膜組織之間質細胞的組織病理型態。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之特定劑量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薏苡仁煮
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ix:薏苡仁漿 30%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動作
後 1 天(共餵食 5 天) 。之後將母鼠犧牲， 針對子宮內膜組織進行病理切片
及 HE 染色。如圖三，研究結果顯示三種劑型之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
之上皮細胞型態並無顯著影響，但對子宮內膜組織之間質細胞的排列有影
響，其組織病理型態有水腫的現象。
四、薏苡仁樣品並不影響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naïve/memory)比例。
有 文 獻 指 出 子 宮 內 膜 組 織 中 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naïve/memory)比例的改變會造成流產。我們在本實驗中探討此現
象。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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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餵食 7 天) 。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
子宮內膜組織以機械力磨碎後配合梯度離心分離出白血球，並進一步搭配
偵測 CD45RA 與 CD45RO 之螢光染色，以流式細胞儀與檢測族群變化。如
圖四，研究結果顯示餵食各種薏仁樣品並不影響影響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naïve/memory)比例活化態與不活
化態的 regulatory T cell)族群變化 。
五、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中已知重要細胞激素生長因子的基因表現
有抑制的趨勢。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
煮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餵食 7 天) 。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
子宮內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 ，偵測 LIF, TGF-β基因表現。如圖五-1，實
驗結果顯示胚胎著床過程中的 LIF 表現並不受到餵食薏仁樣品的影響，然
而 TGF-β的表現在餵食薏仁樣品的組別中有受到抑制的趨勢。如圖五-2，
實驗結果顯示胚胎著床過程中的 IL-1a 與 mucin-1 的表現在餵食薏仁樣品的
組別中有受到抑制的趨勢。如圖五-3，實驗結果顯示檢測 glycodelin, DAF
基因表現的結果顯示胚胎著床過程中的 DAF 與 glycodelin 表現並不受到餵
食薏仁樣品的影響。如圖五-4，實驗結果顯示胚胎著床過程中的 Integrins α1,
α4 的表現在餵食薏仁樣品的組別中有受到抑制的趨勢。
六、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之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之固著相關分子會
產生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之特定劑量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 S: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煮
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動作
後 1 天(共餵食 5 天) 。之後將母鼠犧牲， 針對子宮內膜組織進行病理切片。
如圖六-1，研究結果顯示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12% S)與薏苡仁漿(30% M)
對子宮內膜組織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之 MUC-1 表現有抑制作用；同時
也對但對子宮內膜組織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Integrin α4β1 表
現有抑制作用。如圖六-2，研究結果顯示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12% S)與薏
苡仁漿(30% M)對子宮內膜組織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Integrin αVβ3 表現
有抑制作用。對子宮內膜組織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Trophi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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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有影響；抑制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之 Trophinin 表現，但也促進間質
細胞(stromal cell)之 Trophinin 表現。如圖六-3，3 研究結果顯示薏苡仁漿(30%
M)對子宮內膜組織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E-cadherin 表現有抑制作用。對
子宮內膜組織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L-selectin 表現有影響；薏
苡仁煮湯後的顆粒(1g/kg P)促進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之 L-selectin 表現，
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12% S)與薏苡仁漿(30% M)卻抑制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之 L-selectin 表現。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1g/kg P)與薏苡仁漿(30% M)
對會抑制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L-selectin 表現。
七、部份薏苡仁指標成分會影響體外細胞膜式之胚胎著床。
本部份主要利用體外胚胎著床細胞膜式，篩選對胚胎著床(以 BeWo 細
胞團模擬胚胎)有影響的薏苡仁指標成分。事實上近幾年來已經有許多薏苡
仁的組成分子被分離純化鑑定出，本部份的研究我們參考江文章教授研究
團 隊 的 研 究 成 果 ， 選 擇 了 20 種 (trans-ferulic acid, linoleic acid,
p-hydroxybenzaldehyde, syringaldehyde, trans-p-coumaric acid, tricin,
beta-sitosterol, coixol, coniferyl alcohol, cis-ferulic acid, naringenin, oleic acid,
phytosterol, sinapaldehyde, stigmasterol, syringetin, syringic acid,
trans-p-coumaric acid, vanillic acid, vanillin)純化物進行研究。培養模擬人類
子宮內膜的 RL-95-2 細胞層，預處理各種薏苡仁指標成分(1μM) 24 小時後
將 50 顆形成球狀的 BeWo 細胞團(模擬胚胎)種入細胞層。經 30 分鐘後進行
離心，計算 BeWo 細胞團附著的數目，換算成貼附率(adhesion rate ) 。如圖
七 ，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指 標 成 分 trans-ferulic acid ， tricin ， coixol ，
stigmasterol ， vanillin 以 1uM 濃度處理 24 小時，會影響體外細胞膜式之
胚胎著床。我們特別觀察這樣的條件並沒有造成細胞毒性(MTT 檢測)。
八、部份薏苡仁指標成分對子宮內膜 RL-95-2 之重要細胞固著相關分子表
現會造成影響。
我們進一步探討上述會影響體外細胞膜式之胚胎著床的指標成分對子
宮內膜 RL-95-2 之重要細胞固著相關分子表現的影響。培養人類子宮內膜
細胞株 RL-95-2，預處理各種薏苡仁指標成分(1μM) 24 小時後，萃取蛋白
質，以 western blot 方式檢測 E-cadherin、L-selectin、MUC-1、Integrin αVβ3 、
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的蛋白質表現量如圖八-左圖。進一步以 β-actin 表
現量當作定量的標準，量化分析薏苡仁指標成分對子宮內膜 RL-95-2 之重
要細胞固著相關分子表現的影響如圖八-右圖 。實驗結果顯示薏苡仁指標成
分 trans-ferulic acid，tricin，coixol，stigmasterol，vanillin 在特定濃度情況下
(1μM)會對人類子宮內膜細胞株 RL-95-2 之細胞固著相關分子 E-cadherin、
L-selectin、MUC-1、Integrin αVβ3、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表現造成不同
程度的抑制作用。trans-ferulic acid 主要會抑制 L-selectin、Integrin αVβ3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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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n α4β1 之表現。tricin 主要會抑制 MUC-1、Integrin αVβ3、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之表現。coixol 會促進 E-cadherin 之表現但卻抑制 MUC-1、
Integrin αVβ3、Integrin α4β1、Trophinin。stigmasterol 主要會抑制 L-selectin、
MUC-1、Integrin αVβ3、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之表現。vanillin 主要會
抑制 MUC-1 之表現。
九、部份薏苡仁指標與有效成分確實會對活體內胚胎著床造成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指標成分(trans-ferulic acid，
tricin，coixol，stigmasterol，vanillin，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uL，劑量 1mg/kg)，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
餵食 7 天)。等到小鼠出生後計算每組活產率(Live birth rate %) 。如圖九，
研究結果顯示管餵指標成分 trans-ferulic acid，tricin，coixol，stigmasterol，
vanillin (1mg/kg, 連續 7 天)均會影響活體動物胚胎植入後的活產率。
十、薏苡仁指標與有效成分對子宮內膜組織中已知重要細胞激素生長因子
的基因表現有抑制的趨勢。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指標成分(trans-ferulic acid，
tricin，coixol，stigmasterol，vanillin，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uL，劑量 1mg/kg)，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
餵食 7 天)。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宮內
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 ，偵測基因表現。如圖十-1，實驗結果顯示子宮內膜
組織中的 LIF, TGF-β基因表現會受到上述五種指標成分的影響，造成不同
程度的抑制情況。
如圖十-2，實驗結果顯示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IL-1a(第 1、3、5 天), muc-1
基因表現會受到上述五種指標成分的影響，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情況。如
圖十-3，實驗結果顯示 glycodelin 基因表現並不受到餵食上述五種指標成分
的影響。然而第 1、3 天 DAF 基因表現會受到上述五種指標成分的影響，
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情況。如圖十-4，實驗結果顯示 Integrins α1, α4, β3 基
因表現大致上並不受到餵食上述五種指標成分的影響。但觀察到餵食
trans-ferulic acid 與 stigmasterol 的組別在第 5 天時 Integrins β3 基因表現會被
抑制。
十一、本計劃內容承蒙期中報告審查委員之指導，增加進行了下列研究:
(一)以化學分析圖譜比較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漿及中成藥薏
苡仁錠的成分。
結果(如圖十一)，顯示三者分別在第 17 分鐘有一個 peak 出
現，peak 的高度分別為 0.04, 0.034, 0.028，顯示三者的組成可能
相似。但仍需更詳盡的化學分析。
(二)探討管餵薏苡仁樣品對動物排尿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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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鼠 分 別 管 餵 (control: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1g/kg ；薏苡仁漿 30% ；薏苡仁錠 40mg/kg。按比例懸浮於
0.5%CMC，體積為 100uL) 後，留置於集尿專用鼠籠中 24 小時，
量測每組的尿液，結果(如圖十二)。實驗結果顯示薏苡仁樣品並
沒有對動物排尿量造成顯著影響。薏苡仁在傳統醫學的藥理作
用被認為與利水(尿)有關，在本實驗中的動物模式並沒有預期的
效用，我們推論薏苡仁的利水效果可能需要在水腫的病理狀態
下效用才會顯著。另一個推論是管餵過程小鼠不論在實驗組或
對照組均管餵了 0.1mL/20g，相當於 60kg 的成人灌入 300mL 的
液體(300mL/60kg)，使得尿量都同時增佳。
(三)探討高劑量中成藥薏苡仁錠對活體動物懷孕之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量之薏苡仁錠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
為 100u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餵食 7 天) 。等到
小鼠出生後計算每組活產率(Live birth rate %) ，結果(如圖十
三)。實驗結果顯示高劑量中成藥薏苡仁錠 250mg/kg 與 500mg/kg
之劑量仍會影響活體動物胚胎植入後的活產率。
我們整體的研究結論是：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薏苡仁漿及中成藥薏苡仁錠，確實會在特定劑量，連續餵食的情況下對小
鼠胚胎植入的懷孕模式造成影響。薏苡仁樣品影響胚胎著床的機制與生殖
內分泌無關，也不影響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 (naïve/memory)比例。但是薏苡仁樣品會造成子宮內膜組織之間質
細胞的組織病理型態，對子宮內膜組織中與懷孕過程有關的重要細胞激素
生長因子的基因表現有抑制的趨勢，對子宮內膜組織之上皮細胞與間質細
胞之固著相關分子也會產生影響。進一步利用薏苡仁指標成分的研究也發
現，確實具有會影響體外胚胎著床之指標成分，這些指標成分會對子宮內
膜細胞株 RL-95-2 之重要細胞固著相關分子表現會造成影響，我們也發現
將這些指標成分，以特定劑量連續餵食也會對小鼠胚胎植入的懷孕模式造
成影響，其機制與抑制子宮內膜組織中已知重要細胞激素與生長因子的基
因表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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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探討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薏苡仁漿及中成藥
薏苡仁錠對活體動物懷孕之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6%,9%,12% ；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1g/kg ；薏苡仁漿 10%,20%,30%之劑量會影響活體動物胚胎植入後的活產
率。中成藥薏苡仁錠是由薏苡仁濃縮製成，理論上應該有相較於其他樣品
加倍的效果，但是動物試驗並未如預期。我們後續的研究以化學分析圖譜
比較在相同餵食動物的劑量下比較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漿及中成
藥薏苡仁錠的成分。結果顯示三者分別在第 17 分鐘有一個 peak 出現，peak
的高度分別為 0.04, 0.034, 0.028，化學分析圖譜之結果顯示三者的組成可能
相似，但是要進一步證明是否特定組成分的含量的不同則需要藉由與標準
品比對，才能確認三者的 peak 是否為同一成分，而三種含量是否真的不同，
也需要統計分析闡明。此部分的成分分析有待後續更詳盡的研究。
我們也進一步探討高劑量中成藥薏苡仁錠對活體動物懷孕之影響。母
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量之薏苡仁錠(按比例懸浮於
0.5%CMC，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餵食 7 天) 。
等到小鼠出生後計算每組活產率(Live birth rate %)。
實驗結果顯示 250mg/kg 與 500mg/kg 之劑量會影響活體動物胚胎植入
後的活產率。薏苡仁錠中的生藥與浸膏比例為 8.2:1，推算結果顯示，食用
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1g/kg 就會造成與薏苡仁錠 500mg/kg(薏苡仁生藥約
4.1g)相似的活產率影響，我們認為傳統薏苡仁煮湯的方法可能與薏苡仁錠
的濃縮製程，保留了不同的組成分。但由於高劑量薏苡仁錠仍然會造成對
活體動物懷孕之影響，因此使用上仍需注意。
二、在本研究中我們採用更合乎一般民眾食用薏苡仁樣品的方式與劑量，
探討薏苡仁影響胚胎著床的機制是否與生殖內分泌有關。
動物試驗結果顯示三種劑型之薏苡仁樣品對生理週期的內分泌分子
E2，P4，Oxytocin 的濃度變化沒有顯著影響。
三、探討薏苡仁樣品影響胚胎著床的機制是否與子宮內膜組織病變有關。
我們發現到三種劑型之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之上皮細胞型態並
無顯著影響，但對子宮內膜組織之間質細胞的排列有影響，其組織病理型
態有水腫的現象。組織學所觀察到的水腫與一般認知薏仁會消水腫的觀念
似乎不太一致，我們也針對期中報告審查委員之指導，探討管餵薏苡仁樣
品對動物排尿量的影響。母鼠分別管餵(control: 0.5%CMC；薏苡仁煮湯後
的湯劑 12% ；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1g/kg ；薏苡仁漿 30% ；薏苡仁錠
40mg/kg。按比例懸浮於 0.5%CMC，體積為 100μL) 後，留置於集尿專用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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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中 24 小時，量測每組的尿液。
實驗結果顯示四種薏苡仁樣品並沒有對動物排尿量造成顯著影響。我
們推論利水或消水腫的情況可能需要在病態的情況下才顯著，因此在健康
的小鼠模式中看不出利尿的效果。對於子宮內膜組織之間質細胞的組織病
理型態水腫現象，我們由分子生物學的解釋是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
之固著相關分子的影響，這類分子也扮演細胞骨架的角色，我們的研究顯
示 E-cadherin、L-selectin、MUC-1、Integrin αVβ3、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的蛋白質表現量確實會受到薏苡仁樣品不同程度的影響。
四、過去許多研究指出薏苡仁具有免疫調節的功能，在本研究中我們探討
薏苡仁樣品是否影響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 (naïve/ memory)比例。
有 文 獻 指 出 子 宮 內 膜 組 織 中 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naïve/memory)比例的改變會造成流產。研究結果顯示餵食各種薏
仁樣品並不影響影響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naïve/memory)比例活化態與不活化態的 regulatory T cell)族群變
化 。
免疫抑制事實上是胚胎著床與懷孕過程相當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針
對薏苡仁是否具有胚胎著床與懷孕過程之免疫調節的功能尚需更詳細的研
究。
五、薏苡仁指標成分的研究部分最大的問題是如何選擇指標成分，事實上，
近幾年來已經有許多薏苡仁的組成分子被分離純化鑑定出，有許多是
薏苡仁經過萃取，分離純化出，所得的量有限。
本部份的研究我們參考江文章教授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選擇了 20 種
可以由試藥公司購得的純化物進行研究。主要的考量是這些純化物的穩定
性與其在細胞實驗及動物試驗的用量及使用獲得的方便性，過去以來 cis
與 trans 型式的結構異構分子是天然物的分離純化的大挑戰，因為分離過
程中的能量變化易使得原本天然藥物或植物中所存在的型式改變例如大部
份由 cis 變 trans 而使得生物活性或毒性產生改變。我們遭遇的另外一個
難題是薏苡仁指標成分的濃度與劑量的選擇。我們參考江文章教授研究團
隊的研究成果，推算單一一種薏苡仁指標成分平均含量約 1/1000，因此動
物試驗的劑量以 1mg/kg 進行。細胞學實驗則以 1μM 的濃度進行，我們特
別注意細胞毒性的問題，希望找到的是薏苡仁指標成分專一性的作用機制
而非細胞毒殺機制。有趣的是在免疫組織染色的研究發現不同薏苡仁指標
成分對子宮內膜組織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具有不同的效應。人類卵子在輸
卵管壺腹部位受精後會先停留在輸卵管內約 72 小時，這段時期子宮內膜會
開始蛻膜化（decidualization）
，以準備著床的環境。受精卵主要靠著纖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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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到 子 宮 內 膜 腹 腔 ， 接 下 來 再 停 留 72 個 小 時 ，開 始 進 行 ”著 床 窗
期”(implantation window)，發生對位(apposition)、固著(adhesion)、及穿入
（penetration）等動作，而使受精卵成功地包埋入子宮內膜，完成著床機制。
這個結果顯示薏苡仁對胚胎固著及穿入可能有不同的效應，因此其他
薏苡仁指標成分也值得再未來進一步探討。
六、人類的胚胎著床主要以單胞胎為主，從機率而言只有 0 和 100%，然而
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的老鼠模式有 10 個胚胎/孕母，使得實驗的結果得
以%表示，在人類生殖的角度有 1%的風險都是必須考慮的。
我們的研究模式主要探討胚胎著床，事實上若是胚胎著床後的發育過
程中，孕母食用到薏苡仁，也可能對胚胎造成流產或其他不良影響。本研
究驗證了中藥材薏苡仁在生殖醫學之毒理與藥效，期望能達到降低薏苡仁
相關產品對生殖造成的副作用，提高薏苡仁在其他療效之方便性與安全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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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我們整體的研究結論是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薏苡仁漿及中成藥薏苡仁錠，確實會在特定劑量連續餵食的情況下對小鼠
胚胎植入的懷孕模式造成影響。本實驗結果之實驗數據主要證明薏苡仁會
影響受孕過程，但仍無法證實造成已懷孕狀態下的流產。由薏苡仁樣品與
指標成分的研究顯示，影響胚胎著床與懷孕過程的可能機轉包括:子宮內膜
組織之間質細胞的水腫變化、以及干擾子宮內膜組織中細胞固著相關分子
integrin alpha1、integrin alpha4 ，細胞激素 LIF、TGF-beta、IL-1alpha、mucin-1
與 DAF 的基因表現。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標為運用生殖醫學的科學研究方法探討薏苡仁對
胚胎著床之效應與可能的作用機制，驗證了中藥材薏苡仁在生殖醫學之毒
理與藥效，也肯定了古書對孕婦不宜使用薏苡仁的記載與中醫師認為孕婦
應謹慎使用薏苡仁的呼籲。期望藉由對薏苡仁在胚胎著床的研究結果能達
到降低薏苡仁相關產品對生殖造成的副作用，提高薏苡仁在其他療效之方
便性與安全性等。
生殖醫學是人類重要且根本的領域，我們建議未來針對常用中藥製劑
及中藥成的安全性研究也能考慮到生殖毒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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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第二組: 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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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薏苡仁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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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圖一、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第一組)、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第二組)、薏苡
仁漿(第三組)及中成藥薏苡仁錠(第四組)對小鼠活產率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品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 ，持
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餵食 7 天) 。等到小鼠出生後計算每組活產率
(Live birth rate %) 。(每個實驗條件代表 5 隻母鼠(各植入 10 個胚胎) 的最
後平均活產率±標準差，統計分析主要比較各組中控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
同劑量之薏苡仁樣品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6%,9%,12% ；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1g/kg ；薏苡仁漿 10%,20%,30%之劑量會影響活體動物胚胎植入後的活產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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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探討薏苡仁樣品影響胚胎著床的機制是否與生殖內分泌有關。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之特定劑量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1g/kg P:薏苡仁煮
湯後的顆粒 1g/kg；30% M:薏苡仁漿 30% Mix。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持續管餵並由生殖道抹片分
析生理週期(ED: early diestrus, LD: late diestrus, EP: early proestrus, LP: late
proestrus, EE: early estrus, LE: late estrus, EM: early metestrus, LM: late
metestrus)，並由眼窩採血，進行血清中生殖內分泌分子 E2，P4，Oxytocin 定
量分析。(圖中每個點代表 5 隻母鼠的平均值±標準差。統計分析主要比較控
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劑型組別間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三種劑型之薏苡仁樣品對生理週期的內分泌分子 E2，
P4，Oxytocin 的濃度變化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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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探討薏苡仁樣品影響胚胎著床的機制是否與子宮內膜組織病變有關。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之特定劑量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薏苡仁煮
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ix:薏苡仁漿 30%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動作
後 1 天(共餵食 5 天) 。之後將母鼠犧牲， 針對子宮內膜組織進行病理切片
及 HE 染色。圖示為每組研究(5 隻母鼠子宮)的代表性照片(400X)。
研究結果顯示三種劑型之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之上皮細胞型態
並無顯著影響，但對子宮內膜組織之間質細胞的排列有影響，其組織病理
型態有水腫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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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探討薏苡仁樣品是否影響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naïve/memory)比例。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
煮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
餵食 7 天)。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宮內
膜組織以機械力磨碎後配合梯度離心分離出白血球，並進一步搭配偵測
CD45RA 與 CD45RO 之螢光染色，以流式細胞儀與檢測族群變化。(圖中每
個點代表 5 隻母鼠的平均值±標準差。統計分析主要比較控制組(control)與
餵食不同劑型組別間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餵食各種薏仁樣品並不影響影響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regulatory T cell 之 CD45RA 與 CD45RO(naïve/memory)比例活化態與不活化
態的 regulatory T cell)族群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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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探討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基因表現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
煮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
餵食 7 天) 。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宮
內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 ，偵測 LIF, TGF-β基因表現。(每個點代表 5 隻母
鼠的平均實驗數值±標準差；AU 表示 arbitrary unit，統計分析主要比較控
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劑型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胚胎著床過程中的 LIF 表現並不受到餵食薏仁樣品的影
響，然而 TGF-β的表現在餵食薏仁樣品的組別中有受到抑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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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2 、 探 討 薏 苡 仁 樣 品 對 子 宮 內 膜 組 織 中 的
mucin-1 (muc-1)基因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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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eukin-1 (IL-1a),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
煮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
(共餵食 7 天) 。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
宮內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偵測 IL-1a muc-1 基因表現。(每個點代表 5 隻
母鼠的平均實驗數值±標準差；AU 表示 arbitrary unit，統計分析主要比較
控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劑型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胚胎著床過程中的 IL-1a 與 mucin-1 的表現在餵食薏仁樣
品的組別中有受到抑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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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3、探討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glycodelin, decay accelerating
factor (DAF)基因表現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
煮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
(共餵食 7 天)。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
宮內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 ，偵測 IL-1a muc-1 基因表現。(每個點代表 5 隻
母鼠的平均實驗數值±標準差；AU 表示 arbitrary unit，統計分析主要比較
控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劑型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檢測 glycodelin, DAF 基因表現的結果顯示胚胎著床過程
中的 DAF 與 glycodelin 表現並不受到餵食薏仁樣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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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4、探討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Integrin β3, α1, α4 基因表現
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與劑量之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AD: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
煮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
(共餵食 7 天) 。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
宮內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偵測 Integrins β3, α1, α4 基因表現。(每個點代
表 5 隻母鼠的平均實驗數值±標準差；AU 表示 arbitrary unit，統計分析主
要比較控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劑型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胚胎著床過程中的 Integrins α1, α4 的表現在餵食薏仁樣
品的組別中有受到抑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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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探討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之固著相關分子 MUC-1 及 Integrin
α4β1 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之特定劑量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 S: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煮
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動作
後 1 天(共餵食 5 天) 。之後將母鼠犧牲， 針對子宮內膜組織進行病理切片
及 MUC-1(左上圖)、Integrin α4β1 (左下圖)免疫組織染色。並針對 MUC-1 (右
上圖) 、Integrin α4β1 (右下圖)在子宮內膜組織之 epithelial 及 stromal 部位
的表現情況進行半定量量化分析。圖示為每組研究(5 隻母鼠子宮)的代表性
照片(400X)。
研究結果顯示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12% S)與薏苡仁漿(30% M)對子宮
內膜組織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之 MUC-1 表現有抑制作用；同時也對但
對子宮內膜組織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Integrin α4β1 表現有抑
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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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2、探討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之固著相關分子 Integrin αVβ3 及
Trophinin 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之特定劑量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 S: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煮
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動作
後 1 天(共餵食 5 天) 。之後將母鼠犧牲， 針對子宮內膜組織進行病理切片
及 Integrin αVβ3 (左上圖)、 Trophinin(左下圖)免疫組織染色。並針對 Integrin
αVβ3 (右上圖) 、 Trophinin(右下圖)在子宮內膜組織之 epithelial 及 stromal
部位的表現情況進行半定量量化分析。圖示為每組研究(5 隻母鼠子宮)的代
表性照片(400X)。
研究結果顯示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12% S)與薏苡仁漿(30% M)對子宮
內膜組織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Integrin αVβ3 表現有抑制作用。對子宮內
膜組織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Trophinin 表現有影響；抑制上皮
細胞(Epithelial cell)之 Trophinin 表現，但也促進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Trophinin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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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3、探討薏苡仁樣品對子宮內膜組織之固著相關分子 E-cadherin 及
L-selectin 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型之特定劑量薏苡仁樣品
(control: 0.5%CMC ；12% S: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 12% ；1g/kg P:薏苡仁煮
湯後的顆粒 1g/kg ；30% M:薏苡仁漿 30% Mix 。按比例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動作後
1 天(共餵食 5 天)。之後將母鼠犧牲， 針對子宮內膜組織進行病理切片及
E-cadherin(左上圖)、L-selectin(左下圖)免疫組織染色。並針對 E-cadherin(右
上圖)、L-selectin(右下圖)在子宮內膜組織之 epithelial 及 stromal 部位的表現
情況進行半定量量化分析。圖示為每組研究(5 隻母鼠子宮)的代表性照片
(400X)。
研究結果顯示薏苡仁漿(30% M)對子宮內膜組織間質細胞(stromal cell)
之 E-cadherin 表現有抑制作用。對子宮內膜組織上皮細胞與間質細胞
(stromal cell)之 L-selectin 表現有影響；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1g/kg P)促進上
皮細胞(Epithelial cell)之 L-selectin 表現， 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12% S)與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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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仁漿(30% M)卻抑制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之 L-selectin 表現。薏苡仁煮
湯後的顆粒(1g/kg P)與薏苡仁漿(30% M)對會抑制間質細胞(stromal cell)之
L-selectin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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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利用體外胚胎著床細胞膜式，篩選對胚胎著床(以 BeWo 細胞團模擬
胚胎)有影響的薏苡仁指標成分。
培養模擬人類子宮內膜的 RL-95-2 細胞層，預處理各種薏苡仁指標成
分(1μM) 24 小時後將 50 顆形成球狀的 BeWo 細胞團種入細胞層。經 30 分
鐘後進行離心，計算 BeWo 細胞團附著的數目，換算成貼附率(adhesion
rate )。(每個點代表 5 重複的平均實驗數值±標準差，統計分析主要比較控
制組(control)與處理各種薏苡仁指標成分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指標成分 trans-ferulic acid，tricin，coixol，stigmasterol，
vanillin 會影響體外細胞膜式之胚胎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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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探討薏苡仁指標成分對子宮內膜 RL-95-2 之重要細胞固著相關分子
表現的影響。
培養人類子宮內膜細胞株 RL-95-2，預處理各種薏苡仁指標成分(1μM)
24 小時後，萃取蛋白質，以 western blot 方式檢測 E-cadherin、L-selectin、
MUC-1、Integrin αVβ3、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的蛋白質表現量(圖左)。
進一步以 β-actin 表現量當作定量的標準，量化分析薏苡仁指標成分對子宮
內膜 RL-95-2 之重要細胞固著相關分子表現的影響(圖右) 。(每個點代表 3
重複的實驗數值±標準差。統計分析主要比較控制組(control)與預處理各種
薏苡仁指標成分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薏 苡 仁 指 標 成 分 trans-ferulic acid ， tricin ， coixol ，
stigmasterol，vanillin 在特定濃度情況下(1uM)會對人類子宮內膜細胞株
RL-95-2 之細胞固著相關分子 E-cadherin、L-selectin、MUC-1、Integrin
αVβ3 、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表現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trans-ferulic
acid 主要會抑制 L-selectin、Integrin αVβ3 及 Integrin α4β1 之表現 tricin 主
要會抑制 MUC-1 、Integrin αVβ3 、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之表現。coixol
會促進 E-cadherin 之表現但卻抑制 MUC-1、Integrin αVβ3、Integrin α4β1、
Trophinin。stigmasterol 主要會抑制 L-selectin、MUC-1、Integrin αVβ3、Integrin
α4β1、Trophinin 之表現。vanillin 主要會抑制 MUC-1 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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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探討薏苡仁指標與有效成分對活體內胚胎著床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指標 成分(trans-ferulic acid，
tricin，coixol，stigmasterol，vanillin，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μL，劑量 1mg/kg)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
餵食 7 天) 。等到小鼠出生後計算每組活產率(Live birth rate %)。 (每個實
驗條件代表 5 隻母鼠(各植入 10 個胚胎) 的最後平均活產率±標準差，統計
分析主要比較各組中控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指標成分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管 餵 指 標 成 分 trans-ferulic acid ， tricin ， coixol ，
stigmasterol，vanillin (1mg/kg, 連續 7 天)均會影響活體動物胚胎植入後的活
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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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1 、 探 討 薏 苡 仁 指 標 與 有 效 成 分 對 子 宮 內 膜 組 織 中 的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基
因表現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指標成分(trans-ferulic acid，
tricin，coixol，stigmasterol，vanillin，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劑量 1mg/kg)，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
餵食 7 天)。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宮內
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偵測 LIF, TGF-β基因表現。(每個點代表 5 隻母鼠
的平均實驗數值±標準差；AU 表示 arbitrary unit，統計分析主要比較控制組
(control)與餵食不同指標成分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LIF, TGF-β基因表現會受到上述五
種指標成分的影響，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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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 、探討薏苡仁指標與有效成分對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interleukin-1
alpha (IL-1alpha), mucin-1 (muc-1)基因表現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指標 成分(trans-ferulic acid，
tricin，coixol，stigmasterol，vanillin，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劑量 1mg/kg)，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
餵食 7 天)。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宮內
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 ，偵測 IL-1a, muc-1 基因表現。(每個點代表 5 隻母
鼠的平均實驗數值±標準差；AU 表示 arbitrary unit，統計分析主要比較控
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指標成分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IL-1a(第 1、3、5 天), muc-1 基因表現
會受到上述五種指標成分的影響，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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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3、探討薏苡仁指標與有效成分對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glycodelin, decay
accelerating factor (DAF)基因表現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指標成分(trans-ferulic acid，tricin，
coixol，stigmasterol，vanillin，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體積為 100uL，劑量 1mg/kg)，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餵食 7 天)。
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宮內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偵測 glycodelin 與 DAF 基因表現。(每個點代表 5 隻母鼠的平均
實驗數值±標準差；AU 表示 arbitrary unit，統計分析主要比較控制組(control)
與餵食不同指標成分組別間的差異。
實驗結果顯示 glycodelin 基因表現並不受到餵食上述五種指標成分的
影響。 然而第 1、3 天 DAF 基因表現會受到上述五種指標成分的影響，造
成不同程度的抑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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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4、探討薏苡仁指標與有效成分對子宮內膜組織中的 Integrin α1, α4,
β3,基因表現的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指標 成分(trans-ferulic acid，
tricin，coixol，stigmasterol，vanillin，懸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劑量 1mg/kg) ，持續管餵到胚胎植入後 3 天(共
餵食 7 天)。殖入胚胎後分別於第 1、3、5、7 天，將動物犧牲，取出子宮內
膜組織萃取 total RNA ，偵測 Integrins α1, α4, β3 基因表現。 (每個點代表
5 隻母鼠的平均實驗數值±標準差；AU 表示 arbitrary unit，統計分析主要比
較控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指標成分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 Integrins α1, α4, β3 基因表現大致上並不受到餵食上述五
種指標成分的影響。但觀察到餵食 ferulic acid 與 Stigmasterol 的組別在第 5
天時 Integrins β3 基因表現會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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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粒

圖十一、以化學分析圖譜比較薏苡仁煮湯後的湯劑、薏苡仁漿及中成藥薏
苡仁錠的成分。
測試方法是以高效液相層析儀(Photo Diode Array Detector)(HPLC/PDA)
進行層析。步驟為取檢體 1g 加入乙醇溶液定量至 5mL，震盪萃取 30 分鐘，
離心，取出上清液以 0.45μm 濾膜過濾後供做檢液，以 HPLC 分析。Injection
Volume:50μL, Run Time:35.0 minutes, Channel Name 254.0 nm.
結果顯示三者分別在第 17 分鐘有一個 peak 出現,peak 的高度分別為
0.04, 0.034, 0.028，顯示三者的組成可能相似。但仍需更詳盡的化學分析。

40

1000
900

尿量 (uL) / 24 hours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control

湯劑

顆粒

薏苡仁漿 薏苡仁錠

圖十二、探討管餵薏苡仁樣品對動物排尿量的影響
母鼠分別管餵(control: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薏苡仁
煮湯後的湯劑 12% ；薏苡仁煮湯後的顆粒 1g/kg ；薏苡仁漿 30% ；薏苡
仁錠 40mg/kg。按比例懸浮於 0.5%CMC，體積為 100μL) 後，留置於集尿
專用鼠籠中 24 小時，量測每組的尿液。(每個點代表 5 隻母鼠的平均尿量±
標準差)。
實驗結果顯示薏苡仁樣品並沒有對動物排尿量造成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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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探討高劑量中成藥薏苡仁錠對活體動物懷孕之影響
母鼠在接受排卵刺激時開始每天管餵不同劑量之薏苡仁錠(按比例懸
浮於 0.5%CMC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體積為 100μL)，持續管餵到胚
胎植入後 3 天(共餵食 7 天)。等到小鼠出生後計算每組活產率(Live birth rate
%)。(每個實驗條件代表 5 隻母鼠(各植入 10 個胚胎) 的最後平均活產率±
標準差，統計分析主要比較各組中控制組(control)與餵食不同劑量之薏苡仁
樣品組別間的差異。*, P<0.05 )。
實驗結果顯示之 250mg/kg 與 500mg/kg 之劑量會影響活體動物胚胎植
入後的活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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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細胞培養腎小管模式評估中藥安全性
陸德齡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摘

要

1990-1993 年超過 100 個婦女服用中藥減肥後引起腎衰竭，研究指出防己中
馬兜鈴酸(aristolochic acid)是造成腎毒性的主要成分，在動物模式中，低濃度口服
或皮下注射馬兜鈴酸就可導致腎小管上皮細胞壞死，腎臟間質纖維化(interstitial
fibrosis)，腎衰竭及尿道癌等不良反應。在馬兜鈴酸事件中另一中藥為厚朴，厚朴
對腎毒性仍存有不同之看法，文獻顯示厚朴中成分 honokiol 具有抑制腎臟發炎之
作用，但也有報告指出 honokiol 具細胞毒性，因此造成中藥材有肝腎毒性的疑慮。
本計畫欲以三度空間培養腎小管，一個介於動物與單純細胞培養之間的模式評估
馬兜鈴酸、含馬兜鈴酸之中藥方劑如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當歸四逆湯以及
honokiol、含 honokiol 之厚朴溫中湯對腎臟的毒性。將馬兜鈴酸及 honokiol 先以
平面細胞決定百分之五十致死率藥物濃度，並以此致死率濃度範圍將馬兜鈴酸及
honokiol 分成兩種方式加入，一種在培養 MDCK 細胞與膠原蛋白時，便混合馬兜
鈴酸及 honokiol，視為藥物對腎小管發育之影響；另一種方式待腎小管初步生成
後第四日才加入馬兜鈴酸及 honokiol，視為藥物對生成腎小管之影響，於培養第
七日以顯微鏡拍照並計數腎小管之數目。結果顯示，以馬兜鈴酸處理三度空間培
養腎小管，其抑制腎小管生成之濃度(約 25-50 µM)，相較於抑制平面細胞濃度
(>100 µM)，更接近於動物之模式，因此此種三度空間培養模式應可用於測定藥
物對腎小管之影響。為測定含馬兜鈴酸中藥方劑如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當
歸四逆湯科學中藥，是否影響腎臟之毒性，向廠商買來之科學中藥，依照建議量
以甲醇萃取並濃縮後計算相對於科學中藥建議量 1 倍、10 倍、100 倍劑量，也分
成兩種方式加入三度空間培養腎小管，並評估對腎小管生成之影響。結果顯示，
1 倍、10 倍及 100 倍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當歸四逆湯、厚朴溫中湯對腎小
管生成數目似乎影響不大，但就顯微鏡細部觀察發現，腎小管周圍均有小的細胞
碎屑團塊出現，但 100 倍劑量投予腎小管小的細胞碎屑團塊出現更嚴重。是否是
受損之細胞仍必須進一步由免疫螢光呈色，或經由西方墨點法分析指標蛋白質，
以了解是否造成毒性及可能機轉，並更確認藥物之毒性，以確認藥物之安全性。
另外，以此模式我們發現厚朴中極低劑量 honokiol 測量(約 5-10 µM)對腎小管就
有毒性，所以必須進一步確定 honokiol 對腎臟之毒性及在植物中含量以確定其安
全性。
關鍵詞：馬兜鈴酸、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當歸四逆湯、honokiol、厚朴溫
中湯三度空間培養腎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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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the Chinese Herb Safety in the
Cultured Renal Tube
Lu Te-Ling
School of Pharmac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Over 100 cases of kidney failure in Belgium were attributed to aristolochic acid,
the major factor to cause Chinese herb nephropathy, between 1990 and 1993. Low
dose of aristolochic acid has been reported to cause epithelia cells of kidney necrosis,
interstitial fibrosis, renal failure, and tumors. Honokiol was purified from Magnolia
has been reported to arrest cell cycle and cause cell toxicity, on the other hand,
honokiol alleviates experimental mesangial 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 Therefore,
honokiol may be considered as a candidate for Chinese herb nephropathy. This
proposal used a 3D cultured model of MDCK cells to form renal tubules by which the
safety of aristolochic acid, honokiol, and concentrated herbal extracts were evaluated.
First, IC50 of aristolochic acid, honokiol and concentrated herbal extracts were
determined by 2D cell culture of MDCK cells. Around the IC50 concentrations of
aristolochic acid and honokiol were added to the medium containing cells and collagen.
After collagen solidification, medium above the collagen containing aristolochic acid
and honokiol were replaced every day. After 7 days, count the numbers of tubules and
take pictures by microscope to determine the toxicity of drugs on tubule development.
To evaluate the toxicity of developed tubules, the drugs were added to tubules after the
4th day from seeding cells into collage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ristolochic acid
inhibits tubulogenesis at the concentration at 25-50 µM. This concentration was lower
than the concentration (>100 µM) at 2D culture, indicating that the toxicity of
aristolochic acid in 3D cultured model is close to the animal model. Because starch
was rich in the concentrated herbal extracts, we extracted the drugs again by menthol.
After methanol extraction, the extraction was dried by vacuum and resolved into
DMSO. Adding 1X, 10X and 100X suggested doses to cells before and after
tubulogenesis, and then counting and taking pictures of the tubu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s of tubules after 1X, 10 X and 100X of shin ti saan, ma huang
fu tzu his hsin tang, dang guei syh nih tang, dang gui si ni tang, houpo wenzhong tang
extract granules treatment were almost the same with control. However, the damage
cells were obviously observed around the tubules after 100X extracted drugs treatment.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stain for cell death markers can be furthered to confirm
the damage. In addition, low dose of honokiol caused tubules damage, indicating that
honokiol and the Chinese herbs containing honokiol are candidates for tubule safety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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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aristolochic acid, honokiol, shin ti saan extract granules, ma huang fu tzu
his hsin tang extract granules, dang guei syh nih tong extract granules,
houpo wenzhong tang extract granules, 3D culture tubul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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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腎臟是維持血液中電解質，葡萄糖，液體溶積恆定的器官，也會過濾
掉一些藥物及代謝物。每一顆腎臟含有一百萬個相似的次級單位，稱之為
腎元(nephron)，每一個腎元由腎小球(renal corpuscle)和腎小管(renal tubule)
所組成。腎小球是由絲球(glomerulus)和鮑氏囊(Bauman's capsule)所組成，
腎 絲 球 包 含 由 腎 絲 球 微 血 管 (glomerular capillary) 組 成 ， 含 傳 入 小 動 脈
(afferent arteriole)和傳出小動脈(efferent arteriole)之間。血液進入傳入小動
脈，過濾出不含血球也不含蛋白質的濾過液，濾過液進入腎小管，腎小管
是為鮑氏囊的延伸構造，為一由單層上皮細胞所形成的中空細管。腎小管
可分成 10-12 個不同的區段，例如近端腎小管(proximal tubule)、亨利氏彎管
(loop of Henle)、 亨利氏彎管，遠端腎小管及收集管，各區段的結構和功能
各異，經過一連串再吸收的過程，清除新陳代謝有毒廢物：如尿酸、尿毒、
肌酣酸，並維持體內鈉、鉀、鈣、磷及酸鹼的穩定，達到體內離子及水分
恆定，形成尿液排出體外。
腎臟的發育過程是由 intermediate 中胚層間質細胞(mesenchyme cells)和
輸尿管芽體細胞(ureteric bud cells)互相分泌信號，並由一些生長因子會互相
調節間質細胞促進尿道管的形成如樹枝狀的分支(branching)，這些樹枝狀的
尖端和間質細胞融合在一起，形成腎臟（如下圖）
（參考資料：http//: embryology.med.u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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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間質細胞也經歷幾個步驟分化形成 S 型及鮑氏囊凹槽(glomerular
cleft)與內皮細胞微血管進入，形成鮑氏囊(Bowmann’s capsule)。間質細胞幾
個分化步驟分別為：
一、濃縮(condensation)：約 100 cells 緊密巨集形成一團細胞。
二、上皮化(epithelialisation)：緊密巨集的一團細胞 失去間質細胞特性形成
具有極性的 apico-basal polarity 的囊狀空腔(cyst)。

三、早期型態(early morphogenesis)：囊狀空腔會自我吞噬形程逗號 comma
及變成 S 型-shaped body，鮑氏囊凹槽(glomerular cleft) 此時血管會進
入凹槽行程絲狀球(glomerulus)。

四、管狀成熟(tubule maturation)：複雜的整合及分化過成形成完整之管子
(Dressler, 2002)。
根據衛生署中醫藥年報(編號：CCMP92-CT-06)林昭庚醫師指出，比利
時一家診所再添加防己及厚朴後，引起婦女洗腎之案例。目前已知防己中
的化學物質馬兜鈴酸(aristolochic acid)，是引起腎臟病變主要成分。所以含
有馬兜鈴酸的中藥關木通、廣防己、馬兜鈴、青木香和天仙藤已被衛生署
禁止使用。已知馬兜鈴酸會與腎臟細胞中 DNA 結合，導致腎小管上皮細胞
壞死，腎臟間質纖維化(interstitial fibrosis) (Matthew et al., 2007; Schmeiser et
5

al., 1996)。馬兜鈴酸其結構為 nitrophenanthrene carboxylic acid，會和 DNA
形成造成腎臟及其他組織基因突變並造成癌症(Arlt et al., 2002)，在 p53 抑
癌基因突變的人中，更容易引起腎臟的癌症(Lord et al., 2004)。同時馬兜鈴
酸也備証實引起間質性腎臟炎，對於腎臟的傷害在於近端腎小管之破壞，
活化近端細胞 caspase 3 導致腎臟細胞壞死，造成腎小管萎縮，間質細胞被
單核球細胞(mononuclear)浸潤造成急性的傷害，腎絲球則相對地保持完整，
稱為間質性腎炎(interstitial nephritis)，長久則造成腎間質纖維化，以及髓質
也 影 響 EGF 生 成 ， 促 進 上 皮 細 胞 轉 化 成 肌 動 細 胞
(epith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導致 vimentin 及 a-smooth muscle
actin-positive 細胞堆積(Jha)。已知，如遺失 ZO-1 與 E-cadherin 這些蛋白質
表現，使得上皮細胞無法與細胞外基質之間的附著，轉變為肌動細胞，而
這種轉變是造成間質性腎臟炎並引起腎組織纖維化的重要因素之一(Lee et
al., 2006)。逐漸有蛋白尿，身體疲累，尿毒指數升高，下肢水腫等等之腎衰
竭症狀出現。因此我們以培養腎小管之模式，這種介於細胞及動物模式之
間的方法，測定 honokiol 及含馬兜鈴酸之中藥方劑如辛夷散、麻黃附子細
辛湯、當歸四逆湯等藥物是否對腎臟有毒性。honokiol 及含馬兜鈴酸，或向
廠商買來之含馬兜鈴酸中藥方劑如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及當歸四逆湯
科學中藥，依照建議量以甲醇萃取並濃縮後，先以平面細胞決定百分之五
十致死率藥物濃度。以此致死率濃度範圍將待測藥物分成兩種方式加入，
一種在培養 MDCK 細胞與膠原蛋白時，便混合待測定藥物，視為藥物對腎
小管發育之影響；另一種方式待腎小管初步生成後第四日才加入待測定藥
物，視為藥物對生成腎小管之影響，於培養第七日以顯微鏡拍照並計數腎
小管之數目。
除此之外，由於 1990 比利時馬兜鈴事件中，厚朴也被添加於減肥病人
中，因為厚朴中含 honokiol 具抗發炎等功效，同時可減緩腎絲球發炎在老
鼠尿中蛋白量(Chiang et al., 2006)，但也有許多一些文獻報告顯示 honokiol
透過細胞計劃性死亡，活化 caspase，引起細胞毒性(Ahn et al., 2006; Battle et
al., 2005; Wang et al., 2004)。故引起厚朴對腎臟毒性之疑慮。在馬兜鈴酸對
腎小管損傷模式建立後我們將以此模式評估厚朴及含厚朴之方劑對腎小管
之影響。於上述目標達成後，我們將在在腎小管生成過程中加入 honokiol (依
照文獻報導指出 honokiol 可保護 anti-Thy 抗體引起老鼠的腎損傷濃度 2.5
mg/Kg，因此我們將以 2.5、5、10 g/mL 濃度處理細胞)，觀察腎小管損傷之
情形。另外在腎小管生成後加入 honokiol，以評估是否 honokiol 及厚朴、含
厚朴之濃縮方劑引起腎小管損傷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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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膠原蛋白(collogen)向 BD 公司購買。細胞培養所需培養基、血清則向
Invitrogen 公司購買。抗體則向 cell signaling 公司購買。馬兜鈴酸(aristolochic
acid，產品編號 A5512：主要含馬兜鈴酸 I，純度＞90%)、honokiol、及其
他實驗所需純化合物，如 NaHCO3、HEPES、CaCl2、NOH 向 sigma 公司購
買。細胞培養耗材則向 Corning 公司購買。HGF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則向 R & D 公司購買。其他方劑則向 A 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科學中藥，
溶於甲醇後以不同倍數（1 倍、10 倍、100 倍劑量）處理細胞。
MDCK 細胞(Madin-Darby Canine Kidney Cells)為狗的腎臟細胞由成功
大學湯銘哲老師提供。
MDCK 細胞培養於含 10% FBS 的 DMEM 培養液之培養皿內，放入 37°C
5% CO2 培養箱。繼代培養時吸取掉舊的培養液，緩緩加入約 5 毫升的無菌
磷酸生理緩衝液(PBS)洗滌沖洗細胞二次後，加入約 1 毫升的 Trypsin-EDTA
溶液，搖晃 30 下，放入 37°C 5% CO2 培養箱反應 5 分鐘，再於顯微鏡下觀
察，當細胞將要分離而呈現圓粒狀時，加入 5 毫升之含血清的培養液，以
pipette 上下吸放數次，打散細胞團塊，混和均勻後，依比例稀釋吸取至新
的培養皿中，依正常培養條件培養。
一、腎小管生成
1.5 mL 細胞培養液中含 10000 或 5000 顆細胞與 750 µL 0.3%膠原蛋白
(collogen)，0.125% NaHCO3，0.01M HEPES，0.017 M CaCl2，0.01N NOH
種在µ-dish 培養皿中，待含膠原蛋白培養液凝固後，添加上層培養液，其中
含 20, 10, 5 或 2 ng/mL HGF，並拍照。
二、腎小管生成前加藥處理
0.236 mL 細胞培養液中含 5000 顆細胞與 132.5 µL 0.3%膠原蛋白
(collagen) ，0.125% NaHCO3，0.01M HEPES，0.017 M CaCl2，0.01N NOH
種在 24 孔培養皿中，並不添加任何藥品當作對照組，實驗組則添加不同劑
量(5, 10, 25, 及 50 µM)馬兜鈴酸、(5, 10, 及 30 µM) honokiol、(1 倍，10 倍
及 100 倍)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厚朴溫中湯、當歸四逆湯、待含膠原
蛋白培養液凝固後，添加上層培養液，其中含 2 ng/mL HGF，每隔 1 天更換
一次，更換同時培養液中也添加不同劑量馬兜鈴酸、honokiol 辛夷散、麻黃
附子細辛湯、厚朴溫中湯、當歸四逆湯濃縮製劑、並拍照與計數腎小管之
生成之數目。
三、腎小管生成後加藥處理
0.236 mL 細胞培養液中含 5000 顆細胞與 132.5 µL 0.3%膠原蛋白
(collagen)，0.125% NaHCO3，0.01M HEPES，0.017 M CaCl2，0.01N N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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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在 24 孔培養皿中，並不添加任何藥品作對照組，待含膠原蛋白培養液凝
固後，添加上層培養液，其中含 2 ng/mL HGF，每隔 1 天更換一次，約 4
日後腎小管初步形成後，更換上層含 2 ng/mL HGF 培養液，同時培養液中
也添加不同劑(5, 10, 25, 及 50 µM)馬兜鈴酸、(5, 10, 及 30 µM) honokiol、
(1 倍，10 倍及 100 倍)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厚朴溫中湯、當歸四逆湯
濃縮製劑，拍照與計數腎小管之生成之數目，以測定藥物對生成後腎小管
之影響。
四、腎小管染色處理
細胞依前述方法在60 mm dish培養腎小管後，以 4% paraformaldehyde
在PBS pH7.4含1 mM CaCl2, 0.5 mM MgCl2 (PBS+)溶液浸泡30 min。再以
0.025% saponin在(PBS+)溶液浸泡30 min將細胞打洞，而後以75 mM NH4Cl,
20 mM glycine 在(PBS+)溶液浸泡10 min，去除parafolmaldyhyde自體螢光。
非專一抗體結合則由0.025% saponin，0.7% gelatinr及0.1 mg/mL RNaseA在
(PBS+ blocking buffer)溶液浸泡10 min。樣本則以E-cadherin抗體 (1:200)在
(PBS+ blocking buffer)含0.02% sodium azide溶液4℃浸泡overnigh。FITC
conjugated 二抗(1:100)與DAPI (3 µg/mL)在(PBS+ blocking buffer)含0.02%
sodium azide溶液4℃浸泡overnigh，以63被水鏡鏡頭共軛焦顯微鏡拍照並以
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五、中藥方劑濃縮萃取製備
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當歸四逆湯、厚朴溫中湯購自藥局。辛夷
散每 7.5 公克含 2.5 公克細辛、辛夷、蒿本、升麻、川芎、川木通、防風、
甘草、白芷、茶葉。每日三次每次 2.5 公克。麻黃附子細辛湯每 4.5 公克含
麻黃 8 公克、附子 5 公克、細辛 8 公克。每日三次每次 1.5 公克。當歸四逆
湯每 9 公克含細辛 4.5 公克、當歸 4.5 公克、桂枝 4.5 公克、白芍 4.5 公克、
甘草炙 3 公克、 通草 6 克、大棗 6 公克、川木通 3 公克。每日三次每次 3
公克。厚朴溫中湯每每 6 公克含厚朴 4.5 公克、陳皮 4.5 公克、甘草 1.5 公
克、赤茯苓 2 公克、草豆蔻 2 公克、生姜 3 公克、 木香 1.5 公克、大棗 2
公克。每日三次每次 2.5 公克。
因考量若以水萃取濃縮中藥，可能萃取的化合物極性過大(如澱粉及醣
化之化合物)，不易進入細胞。故本實驗不以水萃而以甲醇萃取科學中藥，
可萃取介於水溶與較低極性之間之化合物。
將科學中藥依說明書秤每日量的重量並溶於 300 mL 的甲醇(每次 100
mL、分三次浸泡，分三次用濾紙過濾)，收及濾液於於燒瓶中使用減壓濃縮
法將浸入的甲醇減少到 2 mL，所收集的溶液再次進行減壓乾燥，最後秤濃
縮液重。將此濃縮乾燥的物質以每次 10 µL DMSO 回溶至完全溶解為止。
辛夷散最後秤濃縮液重 0.0072 g，可回溶於 50 µL DMSO。麻黃附子細辛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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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秤濃縮液重 0.0101 g，可回溶於 60 µL DMSO。當歸四逆湯最後秤濃縮
液重 0.0124 g，可回溶於 50 µL DMSO。厚朴溫中湯最後秤濃縮液重 0.0124
g，可回溶於 50 µL DMSO。
我們將成人體重用 50 Kg 記算，若每一個 well 裡含有 100 µL 的細胞混
合液，將其視為比重一比一，以辛夷散為例 7.5 g 投予 50 Kg 成人則於 100 µg
細胞混合液必須投予 0.0012 µg 最後秤得濃縮液重。將上述回溶於 DMSO
濃縮液稀釋制所需 1 倍、10 倍及 100 倍劑量投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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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根據文獻顯示處理100 M馬兜鈴酸24小時後，MDCK細胞仍有60%存活
率(Hsin et al., 2006)，為確定在MDCK細胞下，處理HGF或未處理HGF對細
胞是否具有保護作用，故不添加或添加20 ng/mL HGF及分別不處理或處理
5, 25,50, 75, 100 M 24小時後，以MTT測定馬兜鈴酸測試對平面MDCK細胞
存活率，未處理HGF只加馬兜鈴酸至100 M仍對細胞無明顯致死率，令人意
外的是HGF降低馬兜鈴酸對細胞的毒性的濃度，75 M與100 M存活率分別是
80%及75% (如圖一)，因此我們採用將細胞種在含有5, 50及100 M馬兜鈴酸
collagen中，上層培養液中亦含有相同濃度之馬兜鈴酸條件下，測試對腎小
管生成的影響。

圖一、HGF及馬兜鈴酸對細胞傷害之作用。4000顆MDCK細胞種在96孔盤，
待細胞貼附後，培養液中不添加或添加20 ng/mL HGF，並分別不處理
或處理5, 25,50, 75,100 M 馬兜鈴酸24小時後，以吸光值495 nm測定
細胞存活率，以未處理HGF及以未處理HGF，馬兜鈴酸細胞之吸光質
作為百分之百存活率，細胞存活率計算以實驗組吸光值除以未處理組
吸光質成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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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確定腎小 管生成 條件，我 們以 10000顆 MDCK細胞混 合含 0.1 %
collagen，並含20 ng/mL HGF培養液中種在 -dish中，待collagen凝固後，上
層液加入含20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培養箱4天後，同一視野拍
照，約於第6或7天形成腎小管，但在此條件下可見細胞容易散開(如圖二)。
因HGF是為一離散因子(scatter factor)，可能因HGF濃度太高，促使細胞散
開，所以降低細胞數及HGF濃度已尋求較佳之培養條件。

圖二、20 ng/mL HGF處理10000顆細胞形成腎小管情形。10000顆MDCK細
胞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0 ng/mL HGF培養液中種在-dish中，
待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0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
培養箱。以10X目鏡同一視野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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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細胞數5000顆，下層含膠原蛋白之培養液中仍加入20 ng/mL
HGF，上層則培養液中分別處理20 (如圖三)，10 (如圖四)及5 ng/mL HGF (如
圖五)測試最佳腎小管生成條件。如圖三所示，降低細胞數雖能形成較多腎
小管，但仍有較散開之情形。

圖三、20 ng/mL HGF處理5000顆細胞形成腎小管情形。5000顆MDCK細胞
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0 ng/mL HGF培養液中種在µ-dish中，待
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0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
培養箱。以10X目鏡同一視野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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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降低細胞數 5000 顆，下層含膠原蛋白之培養液中仍加入 20 ng/mL
HGF，上層則培養液處理 10 ng/mL HGF (如圖四)，結果顯示形成之腎小管有
較多之分枝及較粗之管徑。

圖四、10 ng/mL HGF處理5000顆細胞形成腎小管情形。5000顆MDCK細胞
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0 ng/mL HGF培養液中種在-dish中，待
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10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
培養箱。以10X目鏡同一視野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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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數仍維持 5000 顆，下層含膠原蛋白之培養液中仍加入 20 ng/mL
HGF，再降低上層則培養液 HGF 濃度至 5 ng/mL HGF (如圖五)，結果顯示形
成之腎小管有較多之分枝及較粗之管徑。

圖五、5 ng/mL HGF處理5000顆細胞形成腎小管情形。5000顆MDCK細胞混
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0 ng/mL HGF培養液中種在µ-dish中，待
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5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培
養箱。以10X目鏡同一視野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14

以上述條件培養腎小管並在含 collagen 的下層培養液中加入 5，50 或
100µM 的馬兜鈴酸，上層培養液中也加入 5, 50 或 100µM 的馬兜鈴酸，結
果在 5 µM 的馬兜鈴酸處理下與未處理組並無明顯差異，然而明顯可見 50 及
100µM 的馬兜鈴酸可抑制囊狀細胞的生成，也抑制管腔的出芽(如圖六)。顯
示 50 及 100µM 馬兜鈴酸抑制腎小管發育中重要因子。

圖六、馬兜鈴酸抑制細胞形成腎小管情形。5000顆MDCK細胞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0 ng/mL HGF培養液中加入5, 50 或100µM的馬兜鈴
酸，種在µ-dish中，待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5 ng/mL HGF培
養液也加入5, 50 或100µM的馬兜鈴酸放入含5 % CO2培養箱。以10X
目鏡同一視野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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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兜鈴酸對腎小管影響
處理 5、50 及 100 M 馬兜鈴酸發現，5 M 對腎小管生成並無顯著影響，
而 50 M 則無任何腎小管生成，故將再進一步探討 5 至 50 M 之間馬兜鈴酸
對腎小管的生成影響，故處理濃度為 5, 10, 25 及 50 M 馬兜鈴酸，結果顯示
25 M 馬兜鈴酸些微抑制腎小管生成數目，50 M 馬兜鈴酸處理下，並無任何
腎小管之生成(圖七 A)。在顯微鏡觀察發現雖然 5 及 25 M 馬兜鈴酸對腎小
管外觀無明顯改變，但 25 M 馬兜鈴酸腎小管變得相當細，而 50 M 馬兜鈴
酸則無任何腎小管生成(圖七 B)。
圖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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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B

圖七、5, 10, 25,及50 µM馬兜鈴酸抑制細胞發育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
MDCK細胞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 ng/mL HGF培養液中加入5,
10, 25 或50 µM的馬兜鈴酸，種在12 well中，待collagen凝固後，上
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也加入5, 10, 25 或50 µM的馬兜鈴酸
放入含5 % CO2培養箱。計數腎小管生成之數目統計，(B)以10X目鏡
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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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為探討馬兜鈴酸對形成的腎小管的影響，則在此實驗模式
第四日初步形成腎小管型狀後，加入 5, 10, 25 及 50 M 馬兜鈴酸，於第七日
計數腎小管數目，結果顯示 50 M 馬兜鈴酸抑制ㄧ半腎小管生成(圖八 A)。
以顯微鏡觀察發現 25 M 馬兜鈴酸處理下，生成腎小管長度及分枝變短，5, 10,
25, 50 M 馬兜鈴酸處理下則腎小管都有破碎細胞在周圍的情形(圖八 B 箭頭
處)。
圖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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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B

圖八、5, 10, 25,及50 µM馬兜鈴酸抑制生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MDCK
細胞混合含2 ng/mL HGF，0.1 % collagen培養液，種在12 well中，待
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
培養箱，每日更換含2 ng/mL HGF培養液，四日後開始添加含5, 10, 25
及100 µM馬兜鈴酸在2 ng/mL HGF培養液。計數腎小管生成之數目統
計，(B)以10X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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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馬兜鈴科中藥方劑對腎臟之毒性影響
(一)辛夷散對腎小管影響
接下來將以此模式測試是否含有木通、馬兜鈴及細辛之中藥
方劑對腎臟之毒性。將辛夷散以甲醇萃取濃縮，依照說明書一日
使用總量，換算成處理細胞培養時所需濃度設定為一倍量、並以
此量之十倍量、一百倍量測定對平面細胞之毒性，結果顯示均無
毒性(data not shown)。於腎小管生成同時處理細胞，結果顯示一
倍、十倍、一百倍量些微抑制腎小管生成數目(圖九 A)，在顯微鏡
觀察發現 1X、10X 及 100X 辛夷散濃縮製劑引起腎小管週圍有細
小細胞團塊出現(圖九 B 箭頭處)，但必須再進行螢光染色與西方墨
點法進一步確認相關蛋白表現。
圖九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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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B

圖九、辛夷散濃縮製劑抑制細胞發育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MDCK細胞
混合含2 ng/mL HGF，0.1 % collagen培養液，種在12 well中，待
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並加入一倍、
十倍、一百倍量辛夷散濃縮製劑，放入含5 % CO2培養箱，待collagen
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也加入一倍、十倍、一百
倍量辛夷散濃縮製劑，放入含5 % CO2培養箱。每日更換含2 ng/mL
HGF含一倍、十倍、一百倍量辛夷散濃縮製劑培養液，計數腎小管
生成之數目統計，(B)以10X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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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第四日初步形成腎小管形狀後，加入一倍、十倍、一
百倍量辛夷散濃縮製劑，於第七日計數腎小管數目，結果顯示一
倍、十倍、一百倍量辛夷散濃縮製劑對腎小管生成數目並無明顯
差異(圖十 A)，在顯微鏡觀察發現 1X、10X 無顯著影響，但在 100X
辛夷散濃縮製劑引起腎小管週圍有細小細胞團塊出現(圖十 B 箭頭
處)，但必須再進行螢光染色與西方墨點法進一步確認。
圖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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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B

圖十、辛夷散濃縮製劑抑制生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MDCK細胞混合含2
ng/mL HGF，0.1 % collagen培養液，種在12 well中，待collagen凝固
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培養箱，每
日更換含2 ng/mL HGF培養液，四日後開始添加含加入一倍、十倍、
一百倍量辛夷散濃縮製劑，在2 ng/mL HGF培養液。計數腎小管生成
之數目統計，(B)以10X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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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麻黃附子細辛湯對腎小管影響
麻黃附子細辛湯以甲醇萃取濃縮，依照說明書一日使用總
量，換算成處理細胞培養時所需濃度設定為一倍量、並以此量之
十倍量、一百倍量於腎小管生成同時處理細胞，結果顯示一倍、
十倍、一百倍量均些微腎小管生成數目 (圖十一 A)，在顯微鏡觀
察發現 1X 引起腎小管週圍有細小細胞團塊出現、10X 及 100X 則
引起更多細小細胞團塊出現 (圖十一 B 箭頭處)，但必須再進行螢
光染色與西方墨點法進一步確認相關蛋白表現。
圖十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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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B

圖十一、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抑制細胞發育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
MDCK細胞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 ng/mL HGF培養液中加入
一倍、十倍、一百倍量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種在12 well中，
待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也加入一
倍、十倍、一百倍量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放入含5 % CO2
培養箱。計數腎小管生成之數目統計，(B)以10X目鏡拍照，並以
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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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第四日初步形成腎小管形狀後，加入一倍、十倍、一百倍量麻
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於第七日計數腎小管數目，結果顯示一倍、十倍、
一百倍量對腎小管生成數目並無明顯差異(圖十二 A)，但在顯微鏡觀察發現
100X 引起較多細小細胞團塊出現(圖十二 B 箭頭處)，但必須再進行螢光染
色與西方墨點法進一步確認相關蛋白表現。
圖十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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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B

圖十二、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抑制生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MDCK
細胞混合含2 ng/mL HGF，0.1 % collagen培養液，種在12 well中，
待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培養箱，每日更換含2 ng/mL HGF培養液，四日後開始添加含
加入一倍、十倍、一百倍量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在2 ng/mL
HGF培養液。計數腎小管生成之數目統計，(B)以10X目鏡拍照，
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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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歸四逆湯對腎小管影響
將當歸四逆湯以甲醇萃取濃縮，依照說明書一日使用總量，
換算成處理細胞培養時所需濃度設定為一倍量、並以此量之十倍
量、一百倍量測定對平面細胞之毒性，結果顯示均無毒性(data not
shown)。於腎小管生成同時處理細胞，結果顯示一倍、十倍、一
百倍量均無顯著抑制腎小管生成數目(圖十三 A)，在顯微鏡觀察發
現 1X、10X 及 100X 當歸四逆湯濃縮製劑亦無顯著影響腎小管發
育(圖十三 B)。
圖十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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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B

圖十三、當歸四逆湯濃縮製劑抑制抑制細胞發育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
MDCK細胞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 ng/mL HGF培養液中加入
一倍、十倍、一百倍量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種在12 well中，
待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也加入一
倍、十倍、一百倍量當歸四逆湯濃縮製劑，放入含5 % CO2培養箱。
每個well隨機計數三個視野腎小管生成之數目，重複2次實驗並統
計。(B)以10X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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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第四日初步形成腎小管形狀後，加入一倍、十倍、一百倍量當
歸四逆湯濃縮製劑，於第七日計數腎小管數目，結果顯示一倍、十倍、一
百倍量當歸四逆湯濃縮製劑沒有顯著抑制效果(圖十四A)，在顯微鏡觀察發
現1X、10X及100X無顯著影響，(圖十四B)。
圖十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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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B

圖十四、當歸四逆湯濃縮製劑抑制生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MDCK細胞
混合含2 ng/mL HGF，0.1 % collagen培養液，種在12 well中，待
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培養箱，每日更換含2 ng/mL HGF培養液，四日後開始添加含
加入一倍、十倍、一百倍量當歸四逆湯濃縮製劑，在2 ng/mL HGF
培養液。每個well隨機計數三個視野腎小管生成之數目，重複2次
實驗並統計。(B) 以10X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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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Honokiol 對腎小管影響
繼續我們將討論厚朴中成分 honokiol 對腎小管生成的影響，
根據文獻顯示 honokiol 可抑制胰臟癌細胞生長促進其 apoptosis，
處理 24 小時 50%致死濃度約為 40 M 左右 (PLoS ONE 6(6):
e21573)，為確定在 MDCK 細胞下，處理 HGF 或未處理 HGF 對細
胞是否具有保護作用，故不添加或添加 20 ng/mL HGF 分別不處理
或處理 5, 10 ,20, 40, 60 M honokiol 24 小時後，以 MTT 測定
honokiol 測試對平面 MDCK 細胞存活率，不論是否處理 HGF，
honokiol 對 50%細胞的致死濃度小於 40 M (如圖十五)，因此我們
採用 5, 10 及 30 M honokiol 來測試對腎小管生成之影響。結果顯
示只要 5 M honokiol 即可抑制腎小管生成數目，30 M honokiol 處
理下，並無任何腎小管之生成(圖十六 A)。在顯微鏡觀察發現亦無
任何腎小管之生成(圖十六 B)。
另一方面，為探討 honokiol 對形成的腎小管的影響，則在此
實驗模式第四日初步形成腎小管型狀後，加入 5, 10 及 30 M
honokiol，於第七日計數腎小管數目，結果顯示 10 M honokiol 就
可以抑制ㄧ半腎小管生成(圖十七 A)。以顯微鏡觀察發現雖然 10 M
honokiol 處理影響已生成腎小管長度及分枝，30 Mhonokiol 處理下
則腎小管破碎細胞僅存管奘遺跡(圖十七 B 箭頭處)。

圖十五、HGF及honokiol對細胞傷害之作用。4000顆MDCK細胞種在96孔
盤，待細胞貼附後，培養液中不添加或添加20 ng/mL HGF分別不
處理或處理5, 10 ,20, 40, 60 µM honokiol 24小時後，以吸光值496
nM測定細胞存活率，以位處理HGF，以未處理HGF及honokiol細
胞之吸光質作為百分之百存活率，細胞存活率計算以實驗組吸光
值除以未處理組吸光質成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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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分別在腎小管生成前及腎小管生成後，處理 5, 10 及 30
M honokiol，觀察腎小管損傷情形。如圖十六 A 顯示，抑制一半
管子生成之濃度低於 5 M honokiol，相較於圖十三抑制平面細胞濃
度(30 M)低很多。對於已發育之管子只要 10 M honokiol 就有明顯
損傷作用(圖十六)。這些結果顯示 honokiol 對腎臟是否造成損傷必
須更深入研究。
圖十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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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B

圖十六、5, 10及30 µM honokiol抑制細胞發育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
MDCK細胞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 ng/mL HGF培養液中加入
5, 10, 30 µM的honokiol，種在12 well中，待collagen凝固後，上層
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也加入5, 10, 30 µM的honokiol放入
含5 % CO2培養箱。計數腎小管生成之數目統計，(B)以10X目鏡拍
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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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A

圖十七 B

圖十七、5, 10,及30 µM honokiol抑制生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MDCK細
胞混合含2 ng/mL HGF，0.1 % collagen培養液，種在12 well中，待
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培養箱，每日更換含2 ng/mL HGF培養液，四日後開始添加含
5, 10,及30 µM honokiol在2 ng/mL HGF培養液。計數腎小管生成之
數目統計，(B)以10X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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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含厚朴中藥方劑對腎臟之毒性影響
(一)厚朴溫中湯對腎小管影響
將厚朴溫中湯以甲醇萃取濃縮，依照說明書一日使用總量，
換算成處理細胞培養時所需濃度設定為一倍量、並以此量之十倍
量、一百倍量測定對平面細胞之毒性，結果顯示均無毒性(data not
shown)。於腎小管生成同時處理細胞，結果顯示一倍無顯著抑制
腎小管生成數目、十倍、一百倍量均無顯著抑制腎小管生成數目
(圖十八 A)，在顯微鏡觀察發現 1X、10X 及 100X 厚朴溫中湯濃縮
製劑也無顯著抑制腎小管發育(圖十八 B)。
圖十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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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B

圖十八、厚朴溫中湯濃縮製劑抑制抑制細胞發育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
MDCK細胞混合含0.1 % collagen，並含2 ng/mL HGF培養液中加入
一倍、十倍、一百倍量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種在12 well中，
待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也加入一
倍、十倍、一百倍量厚朴溫中湯濃縮製劑，放入含5 % CO2培養箱。
每個well隨機計數三個視野腎小管生成之數目，重複2次實驗並統
計。(B)以10X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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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第四日初步形成腎小管形狀後，加入一倍、十倍、一
百倍量厚朴溫中湯濃縮製劑，於第七日計數腎小管數目，結果顯
示一倍、十倍、一百倍量厚朴溫中湯濃縮製劑沒有顯著抑制效果(圖
十九 A)，在顯微鏡觀察發現 1X、10X 及 100X 無顯著影響，(圖十
九 B)。
圖十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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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B

圖十九、厚朴溫中湯濃縮製劑抑制生成腎小管情形。(A)1000顆MDCK細胞
混合含2 ng/mL HGF，0.1 % collagen培養液，種在12 well中，待
collagen凝固後，上層液加入含2 ng/mL HGF培養液，放入含5 %
CO2培養箱，每日更換含2 ng/mL HGF培養液，四日後開始添加含
加入一倍、十倍、一百倍量厚朴溫中湯濃縮製劑，在2 ng/mL HGF
培養液。每個well隨機計數三個視野腎小管生成之數目，重複2次
實驗並統計。(B)以10X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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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蛋白質染色腎小管以探討中藥引起腎小管損傷之機制
E-cadherin在腎小管發育中，主要存在basolateral而中間空腔lumen處不
部表現，為確認藥物造成腎小管團塊是否因E-cadherin崩解所造成，進而也
引發與細胞凋亡有關caspase活化。我們先嘗試螢光免疫染色E-cadherin發育
的腎小管，結果顯示E-cadherin主要存在basolateral，形成穩定細胞間細的重
要蛋白而中間空腔lumen處教部表現(圖二十)。

圖二十、E-cadherin染色腎小管。細胞依前述方法在60 mm dish培養腎小管
後，以 4% paraformaldehyde 在PBS pH7.4含1 mM CaCl2, 0.5 mM
MgCl2 (PBS+)溶液浸泡30 min。再以0.025% saponin在(PBS+)溶液浸
泡30 min將細胞打洞，而後以75 mM NH4Cl, 20 mM glycine 在
(PBS+)溶液浸泡10 min，去除parafolmaldyhyde自體螢光。非專一
抗體結合則由0.025% saponin, 0.7% gelatinr及0.1 mg/mL RNaseA
在(PBS+ blocking buffer)溶液浸泡10 min。樣本則以E-cadherin抗體
(1:200)在(PBS+ blocking buffer)含0.02% sodium azide溶液4℃浸泡
overnight。FITC conjugated 二抗(1:100) 與DAPI (3g/mL) 在
(PBS+ blocking buffer) 含 0.02% sodium azide 溶 液 4℃ 浸 泡
overnight，以63被水鏡鏡頭共軛焦顯微鏡拍照並以adobe photoshop
7.0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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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依據文獻顯示，在不同品系老鼠試驗中，馬兜鈴酸對腎臟毒性範圍很大，
2.5 mg/Kg(相當於 8 µM)，皮下注射 3 天即可引起 Balb/c 老鼠急性腎毒
性 (Lebeau et al., 2005)， 另外在大鼠(Wistar rats)由胃管餵食 10, 50 及
100 mg/Kg (相當於 40, 200 及 400 µM)也是 3 天即可引起老鼠急性腎毒
性(Mengs and Stotzem, 1993)。根據圖一結果顯示 100 µM 馬兜鈴酸處理
平面細仍無細胞毒性，甚至到第三天也無明顯毒性(data not shown)。而
以 3D 模式在第 4 天給藥，第七天計數，約 25-50 µM 就對一半腎小管毒
性，綜合這些結果顯示本實驗模型，馬兜鈴酸也在第三天即可觀察腎臟
毒性，可初步作為篩選藥物對腎毒性之工具。
二、以 MTT 測試馬兜鈴酸對細胞的毒性，處理 24 小時，50%細胞致死濃度
大於 75 µM，然而以下層含膠原蛋白之培養液中加入 50 及 100 µM 及可
完全抑制腎小管生長，也抑制了腎小管出芽，甚至抑制了細胞形成囊狀
空腔，顯示馬兜鈴酸抑制腎小管所需的濃度比對平面細胞來得低。進一
步降低馬兜鈴酸至 10 及 20 µM 測試對腎小管生成的影響，並研究低濃
度下抑制腎小管的形成囊狀空腔、出芽或管狀發育的何種步驟，及所影
響的蛋白分子機制。
三、中藥方劑在本實驗模式下若在腎小管尚未形成前即加入，則致毒劑量較
低，其可能原因是腎小管在發育之初，較為複雜，所參與的機制相當複
雜，又在一個複雜化學物質的環境下，較易造成毒性，但若腎小管已生
成，則可忍受較高劑量。為確定是否是藥物造成，我們可進一步利用西
方墨點法及蛋白質染色觀察腎小管細胞是否進行一些死亡訊號之機制。
四、雖然一些文獻指出 honokiol 具有抗發炎效果(Munroe et al., 2007)，也具
保護腎臟的效果(Chiang et al., 2006)，然而也有一些文獻報告顯示
honokiol 具有細胞毒性(Ahn et al., 2006; Battle et al., 2005; Ishitsuka et al.,
2005; Wang et al., 2004)。但 honokiol 對平面細胞的 50%約為 30 µM(圖
十三)。在腎小管生成模型中，更低的濃度就抑制腎小管生成，因此是否
含有 honokiol 的藥物，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五、HGF 是一異型二聚合體(hetrodimer)肝生長因子，也稱為離散因子(scatter
factor)，造成聚集細胞的散開，而在含膠原蛋白的情況下可促進腎小管
之生成，是研究腎小管生成的一個模式，然而每批購得由細胞所合成純
化的五、HGF 因強度不同，且腎小管生成條件還視細胞數及膠原蛋白濃
度而定，故必須測定其生成腎小管之最佳條件，在本次購買之 HGF 以 5
ng/mL，及 5000 科細胞在µ-dish 下有最佳條件。但因前一批 HGF 用盡，
故新的 HGF 改用 2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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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依照馬兜鈴酸結果並比對動物實驗結果，文獻指出 8-30 µM 就造成老
鼠腎毒性，在 3D 培養實驗模式 25-50 µM 造成腎小管損傷，而平面細
胞在馬兜鈴酸處理 100 µM 仍無細胞毒性，顯示以此 3D 培養實驗模式
較接近動物模式致毒劑量，因此比平面細胞測試藥物對腎臟毒性靈敏。
二、平面細胞測試時，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至一百倍劑量仍
無細胞毒性(data not shown)。
三、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在腎小管生成前即加入，些微降低
腎小管之生成數目。100 倍劑量下腎小管細胞周圍有團塊出現。
四、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濃縮製劑在腎小管生成後才加入，在計數腎
小管數目尚無明顯差異，100 倍濃縮製劑在腎小管生後投予，一些細胞
團塊出現，但必須進一步追蹤並以免疫染色及西方墨點，確認是否有
關死亡蛋白標記出現。
五、當歸四逆湯濃縮製劑在腎小管生成前即加入，或腎小管生成後才加入
於一倍或高劑量下劑量對腎小管數目無明顯差異。
六、Honokiol 對平面細胞的 50%約為 30 µM(圖十三)。在腎小管生成模型
中，低於 5 µM 的濃度就抑制腎小管生成(圖十四)，20 µM 就可抑制生
成之腎小管(圖十五)，顯示 honokiol 對腎小管具有毒性。
七、厚朴溫中湯濃縮製劑在腎小管生成前即加入，或腎小管生成後才加入
於一倍或高劑量下劑量對腎小管數目無明顯差異。
八、綜合這些結果顯示，馬兜鈴酸、honokiol、辛夷散、麻黃附子細辛湯濃
縮製劑，若在腎小管尚未形成前即加入，則致毒劑量較低，但若腎小
管已生成，則可忍受較高劑量。其他藥物則無明顯腎小管毒性。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99-RD-008 提供
經費贊助，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42

陸、參考文獻
1. Ahn, K.S., Sethi, G., Shishodia, S., Sung, B., Arbiser, J.L., and Aggarwal,
B.B. (2006). Honokiol potentiates apoptosis, suppresses osteoclastogenesis,
and inhibits invasion through modulation of nuclear factor-kappaB
activation pathway. Mol Cancer Res 4, 621-633.
2. Arlt, V.M., Stiborova, M., and Schmeiser, H.H. (2002). Aristolochic acid as
a probable human cancer hazard in herbal remedies: a review. Mutagenesis
17, 265-277.
3. Battle, T.E., Arbiser, J., and Frank, D.A. (2005). The natural product
honokiol induces caspase-dependent apoptosis in B-cell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B-CLL) cells. Blood 106, 690-697.
4. Chiang, C.K., Sheu, M.L., Hung, K.Y., Wu, K.D., and Liu, S.H. (2006).
Honokiol, a small molecular weight natural product, alleviates experimental
mesangial 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 Kidney Int 70, 682-689.
5. Dressler, G. (2002). Tubulogenesis in the developing mammalian kidney.
Trends Cell Biol 12, 390-395.
6. Hsin, Y.H., Cheng, C.H., Tzen, J.T., Wu, M.J., Shu, K.H., and Chen, H.C.
(2006). Effect of aristolochic acid on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 and
its links with apoptosis in renal tubular cells. Apoptosis 11, 2167-2177.
7. Ishitsuka, K., Hideshima, T., Hamasaki, M., Raje, N., Kumar, S., Hideshima,
H., Shiraishi, N., Yasui, H., Roccaro, A.M., Richardson, P., et al. (2005).
Honokiol overcomes conventional drug resistance in human multiple
myeloma by induction of caspase-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apoptosis.
Blood 106, 1794-1800.
8. Jha, V. Herbal medicines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Nephrology (Carlton)
15 Suppl 2, 10-17.
9. Lebeau, C., Debelle, F.D., Arlt, V.M., Pozdzik, A., De Prez, E.G., Phillips,
D.H., Deschodt-Lanckman, M.M., Vanherweghem, J.L., and Nortier, J.L.
(2005). Early proximal tubule injury in experimental aristolochic acid
nephropathy: functional and histological studies.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
2321-2332.
10. Lee, D.B., Huang, E., and Ward, H.J. (2006). Tight junction biology and
kidney dysfunction. Am J Physiol Renal Physiol 290, F20-34.
11. Lord, G.M., Hollstein, M., Arlt, V.M., Roufosse, C., Pusey, C.D., Cook, T.,
and Schmeiser, H.H. (2004). DNA adducts and p53 mutations in a patient
43

12.
13.

14.

15.

16.

with aristolochic acid-associated nephropathy. Am J Kidney Dis 43, e11-17.
Matthew, S., Kao, K.C., Chang, Y.S., and Abreu, P. (2007). Ellagic acid
glycosides from Turpinia ternata. Nat Prod Res 21, 83-88.
Mengs, U., and Stotzem, C.D. (1993). Renal toxicity of aristolochic acid in
rats as an example of nephrotoxicity testing in routine toxicology. Arch
Toxicol 67, 307-311.
Munroe, M.E., Arbiser, J.L., and Bishop, G.A. (2007). Honokiol, a natural
plant product, inhibits inflammatory signals and alleviates inflammatory
arthritis. J Immunol 179, 753-763.
Schmeiser, H.H., Bieler, C.A., Wiessler, M., van Ypersele de Strihou, C.,
and Cosyns, J.P. (1996). Detection of DNA adducts formed by aristolochic
acid in renal tissue from patients with Chinese herbs nephropathy. Cancer
Res 56, 2025-2028.
Wang, T., Chen, F., Chen, Z., Wu, Y.F., Xu, X.L., Zheng, S., and Hu, X.
(2004). Honokiol induces apoptosis through p53-independent pathway in
human colorectal cell line RKO. World J Gastroenterol 10, 2205-2208.

44

編號：CCMP100-RD-007

真空乾燥包裝增強中藥材輻射滅菌安全性
的研究與評估
黃瓊華
中臺科技大學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主要是評估中藥材輻射滅菌前的最適合的乾燥處理方式，藉以降
低以鈷六十加馬射線對中藥材進行照射過程中所產生輻射裂解的現象，避免影響
中藥材化學成分。除了能提供國內外中醫藥業一種簡單實惠的滅菌及包裝貯存方
式，更能對中藥材達到控管品質的要求。

研究方法：
我們將以不適合室溫貯存的二十五種中藥材為研究對象，中藥材先經 50℃乾
燥處理後，再以 3、6、9 kGy 三種不同劑量的加馬射線照射後，經萃取後以 HPLC
進行化學成分分析，以 GC/MS 進行有機氯農藥檢測，以及利用平板檢測法進行
菌量檢測。篩選出對此二十五種中藥材最適合的乾燥處理方式，最適合的加馬射
線輻射滅菌劑量，再整合先前的研究成果，期能建立不同中藥材輻射滅菌最佳參
數的資料庫，有利於強化中藥用藥安全。

結果與討論：
此二十五種中藥材經萃取後以 HPLC 進行化學成分分析，結果顯示：9 kGy
的加馬射線照射不會影響防風、蓮子、黃耆、台烏、延胡索片、黑棗、麻黃、玄
蔘、香附子、何首烏、芡實、生地榆、佛手柑、蒿本、秦艽、田七、桃仁、遠志、
青皮、獨活、天麻等二十一種藥材的化學成分。紅棗、木香及板藍根等藥材的安
全劑量 6 kGy，何首烏的安全劑量 3 kGy。再利用平板檢測法進行菌量檢測，結
果顯示貯存三個月的藥材菌量檢測結果顯示台烏、何首烏、前胡、芡實、木香、
地榆、佛手柑、蒿本、秦艽、田七、桃仁、板藍根、獨活、天麻與等十四種中藥
生材以 3 kGy 的加馬射線輻射照射即可達滅菌的效果。黃耆、紅棗、延胡索片、
麻黃、玄蔘、香附子、遠志、青皮與蓮子等九種中藥生材須以 6 kGy 照射劑量才
可達滅菌的效果，防風則需 9 kGy 照射劑量才可達滅菌的效果，但是 9 kGy 加馬
射線照射劑量並無法使黑棗完全滅菌。貯存九個月的藥材菌量檢測結果顯示前
胡、芡實、木香、地榆、佛手柑、蒿本、秦艽、田七、桃仁、天麻等十種中藥生
材以 3 kGy 的加馬射線輻射照射即可達滅菌的效果。台烏、何首烏、板藍根、獨
0

活、黃耆、紅棗、玄蔘、香附子、遠志與蓮子等十種中藥生材須以 6 kGy 照射劑
量才可達滅菌的效果，防風、青皮、麻黃與延胡索片則需 9 kGy 照射劑量才可達
滅菌的效果，但是 9 kGy 加馬射線照射劑量並無法使黑棗完全滅菌。以 GC/MS
對其中產菌量較少的八種藥材進行有機氯等 208 種農藥檢測，結果顯示並無農藥
的殘留。
關鍵詞：鈷六十加馬射線、輻射滅菌、中藥、高效能液相層析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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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Drying Process on
Radiosterization Safety of Chinese Medicines
Chiung-Hua Huang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im: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reduce the radiolysis effect by utilizing drying process
before 60Co gamma radiosterilization, and evaluate the appropriate process for the
drying treatment. The application of 60Co gamma rays to decontaminate Chinese
medicines could associate with certain problems.

Method:
In the previous study showed that the drying process at 50℃for 48 hours before
irradiation not only could inhibit the bacterial growth, it also could decrease the
radiolytic effect. Therefore, the drying process can decrease the irradiation dose for
Chinese medicines radiosterlization. Twenty five Chinese medicines, which cannot
be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are dried at 50℃ for 48 hours before irradiation.
Samples are treated using irradiation at doses of 3, 6 and 9 kGy, respectively.
Characterizations of chemical compounds are performed by HPLC. The efficiency of
radiosteriz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growth of bacterial colonies from an LB mixture
of each herbal medicine.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are analyzed by GC/MS. The data
of optimal drying temperature and irradiation dose for various Chinese medicines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value and safety of Chinese medicines.

Results & Discussion:
After extracti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25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was
analyzed by HPLC. The flat-flask detection method was used for bacteria dete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arly all the medicines were sterilized after irradiation
treatment of 3kGy-γ ray. Compounds and functional groups in these herbal medicines
were not changed under the dosage. Three kGy of gamma-ray can irradiosterlize the
Radix Peucedan, Polygonum and other 12 kinds of Chinese medicines. For Astragalus,
Lotus and other 7 kinds of Chinese medicines, 6 kGy was effective for
irradiosterlization. The pesticide residues were analyzed by GC-MS. The results
showed no detective pesticide on the 8 Chinese medicines which had less bacteria
colony formation.
Keywords: Gamma-raym, sterilization, Chinese medicine,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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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醫學技術的不斷提昇，中藥材品質的要求也日益嚴謹，傳
統中藥材的滅菌及保存方式並無法達到臨床應用上的需求，常因黴菌及細
菌的滋生而影響治療效果，進而影響中藥材的經濟價值，因此尋找一種符
合簡單且經濟的滅菌方法，乃是目前中醫藥研究人員最關切的課題 [1]。
傳統上對於中藥材的處理方式相當簡劣，例如：曝曬、高溫烘乾、石
灰乾燥、木炭乾燥、密封乾燥及冷藏防黴等方法[2-7]，這些方法均無法使
藥材達到完全滅菌及妥善的保存。因此現代對中藥材的滅菌與保存方式有
許多的研究與改善，例如: 遠紅外線乾燥法、微波乾燥法、混合氣體儲藏法
及環氧乙烯等方法，可是這些方法常因穿透性不足，無法對藥材的根、莖
與果實等深層部位徹底殺菌，或因處理方式造成藥材性質改變，或揮發性
及對熱敏感之有效成分的流失，甚至滅菌劑殘留於藥材中，更可能造成臨
床上的危險 [2-7]。
輻射照射乃是利用放射性元素釋出高能量的加馬射線(gamma-ray)，進
行各種物質的照射，而加馬射線是能量的一種形式，它的能量高，波長短，
穿透力強，滅菌可在常溫下進行，不會有放射線的殘留，而且並不會產生
熱效應造成揮發性及對熱敏感之有效成分的流失。加馬射線在於民生的應
用乃根據物質的不同而選擇不同劑量的射線，例如在醫療器材消毒滅菌，
必須選擇 25kGy 以下的劑量，而於人造皮膚與矽膠等生醫材料的消毒滅菌
則為 20kGy 以下。根據文獻報告的描述，利用 2kGy 以下的加馬射線照射
處理後的中藥材並無法達到完全滅菌的效果[8-9]，而 FAO/IAEA/WHO 等組
織收集了全世界的研究數據後，已宣佈 10kGy 以下的加馬射線照射處理為
安全的方法，不致於會產生毒性或致癌物質，不需進行動物實驗。而且鈷
六十亦可降解有機氯農藥，所以加馬射線照射處理除了能達到滅菌的效果
更能減少中藥材有機氯農藥的殘留。
但是輻射照射的過程中會因為水分子的裂解，間接產生自由基及活性
氧，這些因子反應極強，破壞力極高，可能造成中草藥成分產生變異。在
先前的研究結果顯示輻射照射前的乾燥處理可有效降低中藥材成份改變，
因此本研究乃選擇 3、6、9 kGy 三種劑量的加馬射線作為研究使用，並以
不同的乾燥處理方式降低輻射裂解的影響，試圖找出能達到滅菌效果且不
會造成藥材成分改變的最佳[10-11]。
植物體中所含的化學組成是植物所含的活性物質、貯存物質或是代謝
產物，更是中醫藥材的有效成分，本研究對於藥材經輻射照射後是否有性
質的改變[12-16]，利用下列幾種重要的化學分析方法鑑定; 先以紫外光-可
見光吸收測定儀(UV-VIS)初步觀察其主要成分是否因加馬射線照射而有所
3

改變，再以高效能液相層析分析儀(HPLC)進行中藥材之化合物的鑑定。為
了更進一步評估輻射照射是否可達到滅菌消毒的效果，將藥材置於洋菜膠
培養皿中培養以進行菌量檢測實驗。本研究為了克服目前中醫藥材滅菌與
貯存的不變性，期望利用加馬射線的處理作為藥材滅菌與保存的另一種方
法[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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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實驗材料：
以市售不易於室溫貯存的二十五種中藥材為研究評估對象。黑棗、何
首烏、佛手柑、玄蔘、紅棗、獨活、遠志、青皮、麻黃、川七、木香、地
榆、防風、前胡、烏藥、秦艽、桃仁、延胡索、芡實、天麻、香附子、黃
耆、蓮子、板藍根、蒿本等。
二、乾燥處理藥材：
將 10 克的藥材以 50℃不同溫度低溫烘烤 48 小時。
三、加馬射線處理藥材：
將 10 克的藥材以適當的材質密封包裝，乾燥處理藥材以真空密封包
裝，三重複取樣。分裝後的藥材分別以 0、3、6、9 kGy 三種不同劑量的加
馬射線照射處理。
四、處理後藥材的貯存：
對照組與乾燥處理真空密封包裝的中藥材經加馬射線照射處理後，以
室溫貯存三個月後再取出進行成分分析與菌量檢測。
五、藥劑萃取處理：
取 250 克的藥材加入 10 倍量的去離子水，加熱煎煮一小時後，過濾後
收集藥液，再加入等體積的去離子水繼續煎煮一小時，再過濾後收集藥液，
置於 4ºC 中備用，以進行後續之 UV-VIS、HPLC 及 FTIR 化學分析等實驗
評估。
六、中藥材成分分析
(一)紫外光-可見光吸收測定儀(UV-VIS)：
取上述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 1mL，分別加入 20mL 乙
醇，置於震盪器上震盪 1 小時，再經過濾紙過濾後，取濾液 5mL
加入乙醇稀釋至 25mL，然後利用 UV-VIS 進行藥物中化合物的
初步鑑定 [20]。UV-VIS 之分析結果最主要作為後續 HPLC 分析
之偵測器波長設定之依據，而 UV-VIS 之結果可粗略觀察其主要
成分是否會因照射加馬射線而有所改變。
(二)高效能液相層析分析儀(HPLC)
對於藥物的成分分析，無論定性或是定量的分析，高效能液
相層析分析儀 (HPLC)是最廣泛被應用的儀器。本研究將根據所
分析的藥物成分，選擇不同的工作條件，包括管柱、填充物、動
相溶劑的調配、流動速度與偵測器。取上述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
藥液 1mL，分別加入 20mL 乙醇，置於震盪器上震盪 1 小時，再
經過濾紙過濾後，取濾液 5mL 加入乙醇稀釋至 25mL。稀釋後的
5

中藥萃取液 20 L，依藥材選擇合適的分析條件 [21-23]，然後利
用 HPLC (Water system) 在 室 溫 進 行 藥 物 官 能 基 的 鑑 定 ， 以
Methanol 為沖洗液，流速為 1 mL/min。
七、菌量檢測評估
將 10 公克藥材置於無菌的試管中，加入 2 mL 無菌洋菜膠液，置於震
盪器上震盪 1 小時後，取 200  L 洋菜膠液均勻分布於洋菜膠培養皿，於
37ºC 培養箱中培養 1~2 天後，再進行菌量檢測。
八、殘留有機氯農藥檢測：
先以 70 %丙酮水溶液萃取，將萃液過 濾後減壓濃縮去丙酮，加入鹽酸
及正己烷定量成 100 mL，使 PCNB 分配至有機層，加入矽酸鎂去色素純化，
再減壓濃縮抽乾後，以正己烷定 量成5 mL，離心後取1 mL 於 GC 中測 PCNB
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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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中藥生材於 UV-VIS 分析結果：
中藥生材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UV-VIS 進行藥物中化合物的初步鑑定。UV-VIS 之分析結果最主要作為
後續 HPLC 分析之偵測器波長設定之依據。
表一、中藥萃取物以 UV-VIS 之分析結果，檢測樣品為三重複
中藥名稱

吸收波長(nm)

中藥名稱

吸收波長(nm)

防風

288

木香

284

蓮子

263

地榆

356

紅棗

263

佛手柑

257

黃耆

258

蒿本

284

台烏

282

秦艽

250

延胡索片

345

田七

2258

黑棗

203

桃仁

281

麻黃

273

遠志

362

玄蔘

459

板藍根

281

香附子

280

青皮

361

前胡

325

獨活

325

何首烏

281

天麻

270

芡實

206

二、中藥生材於 HPLC 分析結果：
中藥生材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依
藥材選擇合適的分析條件，然後利用 HPLC (Water system)在室溫進行藥物
官能基的鑑定，以 Methanol 為沖洗液，流速為 1 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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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經輻射滅菌後的中藥材其 HPLC 圖譜波峰產生變異處
中藥名稱

Co 60 照射劑量

紅棗

波峰變異處

9 kGy

8.5 min

未乾燥組

6 kGy

3.2 min

乾燥組

3 kGy

1.5-2 min

板藍根

9 kGy

3.2 min

何首烏

3 kGy

2.1min

木香

表三、中藥輻射滅菌的安全劑量及藥材所屬部位，檢測樣品為三重複
中藥名稱

植物部位

Co 60 安全劑量(kGy)

蓮子

種子

9

紅棗

果實

C(6),D(9)

黃耆

根

9

台烏

根

9

延胡索片

塊莖

9

黑棗

果實

9

麻黃

莖

9

玄蔘

根

9

根莖

9

根

9

何首烏

塊根

3

芡實

種仁

9

木香

根

C(6)D(3)

地榆

根莖

9

佛手柑

果實

9

蒿本

根莖

9

秦艽

根

9

田七

根莖

9

桃仁

種仁

9

遠志

根皮

9

香附子
前胡

8

中藥名稱

植物部位

Co 60 安全劑量(kGy)

莖

C(6) D(9)

青皮

外果皮

9

獨活

根

9

天麻

根莖

9

板藍根

C( )為未經乾燥處理的安全輻射劑量，
D( )為經乾燥處理真空包裝的安全輻射劑量。

三、菌量檢測評估
中藥生材經照射處理，至於室溫 3-9 個月後。將 10 公克藥材置於無菌
的試管中，加入 2 mL 無菌洋菜膠液，置於震盪器上震盪 1 小時後，取 200 L
洋菜膠液均勻分布於洋菜膠培養皿，於 37℃培養箱中培養 1~2 天後，再進
行菌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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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中藥輻射滅菌不同貯存時間的適合滅菌劑量，樣品為三重複
中藥
名稱

植物
部位

3 month 滅菌劑量(kGy) 9 month 滅菌劑量(kGy)
control

dry vaccum

control

dry vaccum

防風

根

9

6

9

6

蓮子

種子

6

3

6

3

紅棗

果實

6

3

6

6

黃耆

根

6

6

6

3

台烏

根

3

3

6

6

延胡索片

塊莖

6

3

9

6

黑棗

果實

>9

>9

>9

>9

麻黃

莖

6

3

9

3

玄蔘

根

6

3

6

3

根莖

6

6

6

6

根

3

3

3

3

何首烏

塊根

3

3

6

6

芡實

種仁

3

3

3

3

木香

根

3

3

3

3

地榆

根莖

3

3

3

3

佛手柑

果實

3

3

3

3

蒿本

根莖

3

3

3

3

秦艽

根

3

3

3

3

田七

根莖

3

3

3

3

桃仁

種仁

3

3

3

3

遠志

根皮

6

6

6

6

莖

3

3

6

3

青皮

外果皮

6

3

9

6

獨活

根

3

3

6

3

天麻

根莖

3

3

3

3

香附子
前胡

板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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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中藥萃取物菌量檢測結果，檢測樣品為三重複
室溫貯存 3 個月菌量(*100CFU/mL) 室溫貯存 9 個月菌量(*100CFU/mL)

中藥
名稱
木香
地榆
佛手柑
蒿本
秦艽
田七
桃仁
遠志
板藍根

0 kGy

3 kGy

6 kGy

9 kGy

0 kGy

3 kGy

6 kGy

9 kGy

對照組

2

0

0

0

1(1.5x5.5 cm2)

0

0

0

真空乾燥組

1

0

0

0

1

0

0

0

3.7

0

0

0

7

0

0

0

4

0

0

0

15.3

0

0

0

對照組

232.3

0

0

0

x

0

0

0

真空乾燥組

95.3

0

0

0

x

0

0

0

對照組

18.7

0

0

0

95.7

0

0

0

真空乾燥組

7

0

0

0

12

0

0

0

對照組

33

0

0

0

52.7

0

0

0

30.3

0

0

0

32

0

0

0

8

0

0

0

x

0

0

0

2.3

0

0

0

14

0

0

0

對照組

2

0

0

0

91

0

0

0

真空乾燥組

2

0

0

0

7

0

0

0

對照組

x

4.3

0

0

x

20

0

0

真空乾燥組

x

2.7

0

0

x

2

0

0

對照組

12

0

0

0

124

1

0

0

真空乾燥組

2.7

0

0

0

36.7

0

0

0

對照組
真空乾燥組

真空乾燥組
對照組
真空乾燥組

0

室溫貯存 3 個月菌量(*100CFU/mL) 室溫貯存 9 個月菌量(*100CFU/mL)

中藥
名稱
青皮
獨活
天麻

0 kGy

3 kGy

6 kGy

9 kGy

0 kGy

3 kGy

6 kGy

9 kGy

95

4

0

0

x

4.7

2

0

34.3

0

0

0

61.3

6

0

0

對照組

26

0

0

0

46.3

1.7

0

0

真空乾燥組

18

0

0

0

20.3

0

0

0

對照組

6.3

0

0

0

4

0

0

0

9

0

0

0

11.3

0

0

0

對照組
真空乾燥組

真空乾燥組

1

四、殘留有機氯農藥檢測
先以 70 %丙酮水溶液萃取，將萃液過 濾後減壓濃縮去丙酮，加入鹽酸
及正己烷定量成 100 mL，使 PCNB 分配至有機層，加入矽酸鎂去色素純化，
再減壓濃縮抽乾後，以正己烷定 量成5 mL，離心後取 1 mL 於 GC-MSMS (機
型:WATERS ,型號: Quattro micro)測 PCNB 含量。八種產菌量較少的中藥材
檢測的結果並不含有機氯農藥及其他 207 種農藥。

0

1

2

3

4

5

6

肆、討論
一、中藥生材於 HPLC 分析結果：
對於藥物的成分分析，無論定性或是定量的分析，高效能液相層析
分析儀(HPLC)是最廣泛被應用的儀器。此二十五種中藥材經萃取後以
HPLC 進行化學成分分析，9 kGy 的加馬射線照射不會影響防風、蓮子、
黃耆、台烏、延胡索片、黑棗、麻黃、玄蔘、香附子、何首烏、芡實、
生地榆、佛手柑、蒿本、秦艽、田七、桃仁、遠志、青皮、獨活、天麻
等二十一種藥材的化學成分。紅棗、木香及板藍根等藥材的安全劑量 6
kGy，何首烏的安全劑量 3 kGy 在圖一，未經乾燥的的紅棗以 9 kGy 的
照射後，其萃取物的 HPLC 圖譜分析在 8.5 min 時有一明顯的波峰出現。
經乾燥的的紅棗以 9 kGy 的照射後，其萃取物的 HPLC 圖譜分析並無明
顯的差異。圖二中，乾燥的木香以 3 kGy 的輻射照射後，其萃取物的 HPLC
圖譜分析在 1.5-2 min 的波峰有明顯差異未經乾燥的木香以 6 kGy 的照
射後，其萃取物的 HPLC 圖譜分析在 3.2 min 的波峰消失。圖三中，未
經乾燥的板藍根以 9 kGy 的照射後，其萃取物的 HPLC 圖譜分析在 3.2
min 的出現了明顯波峰，此現象並未出現在乾燥的板藍根萃取物的 HPLC
圖譜分析。圖四的 HPLC 的分析圖譜顯示未經乾燥與乾燥組的香附子，
在 1.8 min 的波峰出現差異。圖五中，未經乾燥及乾燥組的何首烏以 3 kGy
的照射後，其萃取物的 HPLC 圖譜分析在 2.1 min 的出現了波峰變異。
圖八至圖三十二為 25 種中藥萃取物的 HPLC 圖譜分析，除了上述紅棗、
木香、板藍根與何首烏外，其餘二十一種中藥經輻射滅菌處理後，其萃
取物的 HPLC 圖譜並無差異。
二、菌量檢測評估：
由表五結果顯示，二十五種中藥材經萃取後利用平板檢測法進行菌
量檢測。在貯存三個月的藥材菌量檢測結果顯示台烏、前胡、芡實、木
香、地榆、佛手柑、蒿本、秦艽、田七、桃仁、板藍根、獨活、天麻與
何首烏等十四種中藥生材以 3 kGy 的加馬射線輻射照射即可達滅菌的效
果。黃耆、紅棗、延胡索片、麻黃、玄蔘、香附子、遠志、青皮與蓮子
等九種中藥生材須以 6 kGy 照射劑量才可達滅菌的效果，防風則需 9 kGy
照射劑量才可達滅菌的效果，但是 9 kGy 加馬射線照射劑量並無法使黑
棗完全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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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貯存三個月的藥材菌量檢測的鈷六十滅菌劑量
中藥名稱

Co 60 滅菌劑量

台烏、前胡、芡實、木香、地榆、佛手柑、蒿本、
秦艽、田七、桃仁、板藍根、獨活、天麻、何首烏
黃耆、紅棗、延胡索片、麻黃、玄蔘、香附子、
遠志、青皮、蓮子
防風
黑棗

3 kGy
6 kGy
9 kGy
>9 kGy

在貯存九個月的藥材菌量檢測結果顯示前胡、芡實、木香、地榆、
佛手柑、蒿本、秦艽、田七、桃仁、天麻等十種中藥生材以 3 kGy 的加
馬射線輻射照射即可達滅菌的效果。台烏、何首烏、板藍根、獨活、黃
耆、紅棗、玄蔘、香附子、遠志與蓮子等十種中藥生材須以 6 kGy 照射
劑量才可達滅菌的效果，防風、青皮、麻黃與延胡索片則需 9 kGy 照射
劑量才可達滅菌的效果，但是 9 kGy 加馬射線照射劑量並無法使黑棗完
全滅菌。
表七、貯存九個月的藥材菌量檢測的鈷六十滅菌劑量
中藥名稱

Co 60 滅菌劑量

前胡、芡實、木香、地榆、佛手柑、蒿本、秦艽、
田七、桃仁、天麻
台烏、何首烏、板藍根、獨活、黃耆、紅棗、玄蔘、
香附子、遠志、蓮子
防風、青皮、延胡索片、麻黃
黑棗

3 kGy
6 kGy
9 kGy
>9 kGy

紅棗、延胡索片、麻黃、玄蔘與蓮子等六種中藥的 Co 60 滅菌劑量
本為 6 kGy，但經乾燥處理與真空包裝組以 3 kGy 的 Co 60 照射即可達
到滅菌的效果。防風片與青皮的 Co 60 滅菌劑量本為 9kGy，但經乾燥處
理與真空包裝組以 6kGy 的 Co 60 照射即可達到滅菌的效果。結果顯示
乾燥處理與真空包裝可降低中藥材輻射滅菌時所需的 Co 60 照射劑量。
黑棗經 9kGy 的 Co60 照射處理，無論是乾燥組或為乾燥組均無法達成滅
菌的效果，可能是因其甜度所致。所以必須以高於 9 kGy 的輻射劑量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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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藥材貯存時間較久，則滅菌所需的劑量必須提高。如台烏、何首
烏、板藍根與獨活於室溫貯存三個月，所需的滅菌劑量為 3 kGy，但這
四種藥材若在釋文貯存九個月，所需的滅菌劑量則必須提高為 6 kGy。
青皮、延胡索片、麻黃則必須由 6 kGy 提高至 9 kGy 才可達到輻射滅菌
的目的。
藥材的所屬部位與滅菌所需的劑量似乎並無明顯的關聯性。舉例而
言，前胡片與何首烏為植物的根，所需的滅菌輻射劑量為 3 kGy。黃耆
與台烏亦為植物的根，所需的滅菌輻射劑量為 6 kGy。防風亦為植物的
根，但所需的滅菌輻射劑量為 9 kGy。因此滅菌輻射劑量必須個別評估，
無法依藥材的所屬部位來設定標準。
三、殘留有機氯農藥檢測：
針對產菌量較少的八種藥材以 GC-MS 檢測 208 種農藥，但結果均
無農藥殘留。所以這些產菌量較少的藥材可能以不同的滅菌法處理，例
如曝曬、高溫烘乾、石灰乾燥、煙燻等方法，或是藥材本身含有殺菌成
分，需要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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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評估二十五種藥材乾燥真空包裝處理後，Co 60 輻射滅菌的最低劑
量如下表：

表八、中藥材輻射滅菌後貯存三個月所需的劑量
C 為未乾燥組，D 為乾燥後真空包裝
中藥
名稱
防風
蓮子
紅棗
黃耆
台烏
延胡索片
黑棗
麻黃
玄蔘
香附子
前胡
何首烏
芡實

Co 60 輻射滅菌劑量
(kGy)
9(C) 6(D)
6(C) 3(D)
6(C) 3(D)
6(C) 6(D)
3
6(C) 3(D)
>9
6(C) 3(D)
6(C) 3(D)
6
3
3
3

中藥
名稱
木香
地榆
佛手柑
蒿本
秦艽
田七
桃仁
遠志
板藍根
青皮
獨活
天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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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60 輻射滅菌劑量
(kGy)
3
3
3
3
3
3
3
6
3
6(C) 3(D)
3
3

表九、中藥材輻射滅菌後貯存九個月所需的劑量
C 為未乾燥組，D 為乾燥後真空包裝
中藥
名稱
防風

9(C) 6(D)

中藥
名稱
木香

蓮子

6(C) 3(D)

地榆

3

紅棗

6(C) 6(D)

佛手柑

3

黃耆

6(C) 3(D)

蒿本

3

台烏

6

秦艽

3

9(C) 6(D)

田七

3

黑棗

>9

桃仁

3

麻黃

9(C) 3(D)

遠志

6

玄蔘

6(C) 3(D)

板藍根

6(C) 3(D)

延胡索片

Co 60 輻射滅菌劑量
(kGy)

Co 60 輻射滅菌劑量
(kGy)
3

香附子

6

青皮

9(C) 6(D)

前胡

3

獨活

6(C) 3(D)

何首烏

6

天麻

3

芡實

3

二、藥材經乾燥、真空包裝後可降低 Co 60 輻射滅菌的劑量，而且可以使
藥材保持較長時間的無菌狀態。
三、對大部分的藥材而言，6 kGy 的 Co 60 輻射劑量適合長時間的室溫貯存。
但是黑棗的輻射滅菌劑量須高於 9 kGy。
四、藥材的所屬部位與滅菌所需的劑量似乎並無明顯的關聯性。因此滅菌
輻射劑量必須個別評估，無法依藥材的所屬部位來設定標準。
五、針對產菌量較少的八種藥材以 GC-MS 檢測 208 種農藥，但結果均無農
藥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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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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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紅棗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A 圖為未經乾燥的紅棗，B 圖為經乾燥
的紅棗。(3c0k: 3 為藥材編號，c 為未乾燥的對照組，0k 為鈷六十劑
量 0 kGy；3d3k: 3 為藥材編號，d 為經乾燥處理及真空密封包裝的藥
材，3k 為鈷六十劑量 3 kGy，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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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木香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A 圖為未經乾燥的木香，B 圖為經乾燥
的木香。(14c0k: 14 為藥材編號，c 為未乾燥的對照組，0k 為鈷六十
劑量 0 kGy；14d3k: 14 為藥材編號，d 為經乾燥處理及真空密封包裝
的藥材，3k 為鈷六十劑量 3 kGy，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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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遠志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遠志萃取並稀釋後，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A 圖為未經乾燥的木香 B 圖為經乾燥
的遠志。(22c0k: 22 為藥材編號，c 為未乾燥的對照組，0k 為鈷六十
劑量 0 kGy；22d3k: 22 為藥材編號，d 為經乾燥處理及真空密封包裝
的藥材，3k 為鈷六十劑量 3 kGy，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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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香附子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10c0k: 10 為藥材編號，c 為未乾燥
的對照組，0k 為鈷六十劑量 0 kGy；10d3k: 10 為藥材編號，d 為經
乾燥處理及真空密封包裝的藥材，3k 為鈷六十劑量 3 kGy，以此類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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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何首烏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12d3k: 12 為藥材編號，d 為經乾燥
處理及真空密封包裝的藥材，3k 為鈷六十劑量 3 kGy，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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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

圖B

圖六、麻黃節的菌量檢測。圖 A 為乾燥真空包裝，以 6 kGy 的 Co60 進行輻
射滅菌。圖 B 為對照組，以 6 kGy 的 Co60 進行輻射滅菌。

圖A

圖B

圖七、獨活片的菌量檢測。圖 A 為乾燥真空包裝，以 3 kGy 的 Co60 進行輻
射滅菌。圖 B 為對照組，以 3 kGy 的 Co60 進行輻射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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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防風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 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
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d 為
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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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蓮子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 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
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d 為
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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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紅棗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
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d 為
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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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黃耆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 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 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
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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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台烏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 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
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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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延胡索片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 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
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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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黑棗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
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
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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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麻黃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 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
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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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玄蔘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
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
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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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香附子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 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
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29

sample 11c0k
sample 11c3k
sample 11c6k
sample 11c9k
sample 11d0k
sample 11d3k
sample 11d6k
sample 11d9k

300

250

mV

200

150

100

50

0

0

4
min.

2

6

8

圖十八、前胡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
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
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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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何首烏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
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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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芡實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 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
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
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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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木香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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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地榆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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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佛手柑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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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蒿本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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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秦艽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 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
號，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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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田七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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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桃仁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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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遠志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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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板藍根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 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
號，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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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青皮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利
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c 為
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品編號，
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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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獨活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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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天麻經萃取處理所製備的藥液，分別再以乙醇萃取並稀釋後，
利用 HPLC 分析化學成分的結果。(sample ncmk: n 為藥品編號，
c 為未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sample ndmk: n 為藥
品編號，d 為經乾燥之藥材，mk 為鈷六十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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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台灣常用中藥方劑與阿司匹靈交互作
用快速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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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西藥可否併用？如何併用藥物才會達到安全，及有效降低副作用和毒性
之系統分析迄目前為止尚並無完整之數據可提供醫療參考。中藥配合現代醫療
之輔助療法已證實對疾病治療能有助於提升治癒率、緩和症狀或縮短病程，同
時亦可提高治癒效益、改善病患疾痛及降低醫療成本，但是中西藥併用時造成
血中藥物濃度過量之副作用是目前臨床最常發生之問題。臨床中醫治病用藥以
方劑為主，目前由文獻搜尋未發現有相關論文報告，為增加癒後良效及維護醫
療品質及增加民眾就醫信心，則有待建立中西藥併用交互作用之快速藥物分析
平台，並架於中藥用藥安全網以提供並維護給世界上使用中醫藥之安全醫療資
訊，更開啟臺灣中醫藥醫療安全實證醫學發展之新頁。
建立快速藥物分析平台是本計畫之首要目的，選擇以慢性疾病常用西藥與
中藥併用對人體之影響為目標，利用人類血清運輸蛋白結合能力分析臨床中西
藥物併用是否影響血清濃度之改變。本研究計畫採用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
會公佈之 100 種基準中藥方劑（如：常用之加味消遙散、六味地黃丸、香砂六
君子湯、葛根湯等）
，將透過健保局醫療資料來分析中西藥併用之頻率，研究對
象以西藥水楊酸類藥物 aspirin，其為經常使用之止痛藥，並且異常被使用作為
預防心臟病發生。本計畫進行 100 種基準中藥方劑影響 aspirin 與人類血清蛋白
結合能力之藥物定量分析。
口服 aspirin 經過人體吸收時，代謝成為水楊酸(salicylic acid, SA)，並迅速
分佈至全身組織及體液，包括胎兒組織，乳汁及中樞神經。本計畫利用共同主
持人楊玲玲教授實驗室建立多年之分析平台，已進行 aspirin 經由動物體內代謝
之生化變化以及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PLC)定性及定量的試驗。同時本計畫則確
立體外試驗之條件，體外試驗以特定濃度的血清蛋白於攝氏溫度 37 度與 aspirin
代謝物 SA 及 100 種基礎中藥方劑作用，利用 10 kDa 的分子篩分離 SA，再以
1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PLC)定性及定量，佐以熱力學偵測儀(isothermal calorimeter,
ITC)偵測結合物與血清蛋白之結合率再次驗證實驗結果。
依中醫藥委員會公布之 100 種基準中藥方劑進行各處方之調劑、煎煮、冷
凍乾燥及以 UV-VIS spectrum 建立各方劑之標準指紋圖譜。接著建立快速分析
平台，本實驗以 aspirin 代謝物 SA 進行分析。以 HPLC 定量分析 100 種基礎中
藥方劑影響 SA 與血清蛋白結合能力，發現成分不同之中藥方劑組成分會影響
aspirin 與血清蛋白之結合率，結果增加結合率 20%以上的方劑有 6 種，而增加
20%以下的方劑有 37 種；有 54 種方劑會減少 SA 與血清蛋白結合，減少 20%
以上的方劑有 5 種，其餘皆為減少低於 20%的方劑。選擇常用方劑四物湯為例
進行血清蛋白結構螢光變化與 ITC 之分析，在螢光變化與 ITC 結果發現中藥方
劑可影響 SA 與血清蛋白之結合，其結果與經 HPLC 分析結果相符合。
以上結果證實本分析平台之可行性，將可作為快速分析參考，同時分析中
藥方劑影響 SA 與血清蛋白結合能力之數據亦可提供給臨床用藥參考以降低藥
物多重及多樣性使用，減少對人體在未知下造成的毒性與副作用之產生。特別
是中藥方劑改變藥物對血清吸收影響之機制分析，將可解析 aspirin 與中藥方劑
併用時在臨床醫療效果上是否產生不良影響?是否有藥物加乘、或相斥作用等反
應？本研究結果對中藥方劑在臨床應用上將可預防或降低副作用以及減少藥害
之發生。另外，具有改變藥物對血清吸收影響之中藥方劑，未來將逐一進行藥
物動力及藥效之研究。
關鍵詞：中藥方劑、水楊酸、中西藥合併、血清蛋白、藥物定量、快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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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 we use the western drug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together? So far, there is not yet complete as of data can provide medical information
which is efficient and reliable between western drugs and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How to arrang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estern drugs and concurrent
with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And where can tell us it is safety, effective
and low side effects and toxicity for out body systems?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al care HSA been well received adjuvant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alleviate symptoms or shorten the disease course, which can
improve the healing benefits, reduce pain and patient’s illness medical costs. So, how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methods used in medicine and related safety
information, and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to reduce toxic drug concentrations in
blood or cause side effects overdose.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only to enhance
public confidence,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maintain good prognosis for quality of
care they will have considerable help benefits and a positive value, but also open a
new page in Taiwan's medical development. Recent years, many reports of drug
interactions need to clarify the toxic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body.
We choose to focus on the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to see the impact on the human
body that combined intak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To use of human serum albumin binding capacity of transport system, and its change
of drug dose would be the observed point to concern the free form drug
concentration in the serum, and to establish a rapid analysis platform is our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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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selected the program used on patients who with chronic cardiovascular
problems, thrombosis, inflammation and pain in “aspirin” medication and discuss
this drug used with the commonly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 interactions and
possible mechanisms to provid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uses of security
information. Therefore, to setup a rapid drug analysis platform is the primary aim of
this project. This project uses the last three years prior to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which top-hundred of Chinese medicinal formulas (such as: Pingwei, Xiangsha
Liujunzi soup, flavored Xiaoyaosan, Chaihuguizhi Tang, Xiao Chai Hu Tang, etc. a
total of 100 species) together with NHI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and
use the frequency with western medicine is our concerned cross-interaction
prescriptions. Therefore, we focus on people who got chron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e begining and we realized the salicylic acid (Aspirin) drug used in common.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drugs interaction by carried out with human serum albumin
(HSA) as our model which is a transfer protein and 90% mainly content of vascular
system, drugs have to be bound with it before arrived at destination. So, a first, fast,
and reliable analysis mode is setup to analyze the HSA binding capacity.
Aspirin is often by oral medication, and it is the rapid and complete absorption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of about 80-100%, it will be decomposed and hydrolysed
into salicylic acid form when it is in the absorption part. It is reported that aspirin
could rapidly distributed to body tissue and body fluids, including fetal tissue, breast
milk,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e protein binding ratio of salicylic acid salts is
regard on the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such as almost 100 μg/mL HSA when 90%,
400 μg/mL HSA when 76%. The salicylic acid poisoning happened when symptoms
occur, such as tinnitus,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raised and dose over 200
 μg/mL, if
the dose goes to 400 μg/mL, there will be more severe toxicity. Initial screening to a
fixed concentration of HSA incubated at 37℃ which contained with aspirin and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200 μg/mL) for 1 hour, using 10 kDa molecular
sieves for separation of the unbound form of aspirin and determinat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by HPLC. Therefore, the use of the laboratory analysis platform to
quickly create commonly used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 is currently
commercially available, or interaction of conditions to reduce the drugs on the
human body under the unknown cause of toxicity. It will be success to determine the
other criteria drugs for a better future, the detail information of medicines and other
related protein binding parameters is valuable collected and referred. View of the
result, we foumd some of the Chinese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and aspirin
interactions manners. In the future, we will more study the PK and PD of each
teraction priscriptions.
Keywords: Chinese prescription, salicylic acid, drug and herb, serum albumin,
binding dose, high-throughpu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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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中西藥併用問題之現況
我國民間習俗常有「有病治病，無病強身」與「藥食同源」等觀念，
造成常把中草藥當食物來補身，為加強中藥用藥安全，故中草藥可同時供
食品使用的研究確有其必要。而國人習慣多元看病，導致中、西藥混著吃，
其安全堪慮，亦有研究之迫切性。西方已有重要文獻發現，天然物會直接、
間接影響肝、腎功能，而進一步造成交互作用。中藥均以複方使用，此種
可能之交互作用更是急需探究的課題。
二十世紀用量最大，功在人類的藥物阿斯匹靈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十日
歡慶一百週年。這種原用作退燒止痛的神奇藥品，現在亦被譽為防止心臟
病和中風的萬靈丹，包括 aspirin 在內的水楊酸鹽類(salicylates)具有解熱、
止痛、消炎及抗風濕作用，它們能使末梢血管擴張，促進熱度的消散而降
低體溫。另消炎及止痛效果為經由抑制前列腺素合成而產生。阿斯匹靈不
屬於比林類(Pyrine)，對比林類藥品過敏的病人仍可使用，尤其阿斯匹靈療
效卓著，價錢便宜，每天只要花幾分錢，就可防治心臟血管疾病。但是醫
藥專家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漢尼肯博士提醒社會大眾：
「千萬不要像吞維生
素丸一樣，自行服用阿斯匹靈，一定要請教醫生後，再決定是否要長期服
用阿斯匹靈，以及每天服用的份量；對於有潰瘍與其他出血問題的人，患
感冒與水痘的兒童，服用阿斯匹靈可能會造成危險！」
末期病患常常沒有方針的胡亂投醫，甚至亂試成藥，缺乏藥物監控。
人們的行為造成增加疾病治療之成本效益，如何降低醫療成本，減少住院
日數，增加癒後結果是政府可以作為的工作之一。
二、中西藥併用之文獻探討
中藥常和西藥或當作食品或與食品一起使用。西方已有重要文獻發
現，中藥讓西藥增效減毒的科學研究也陸續發表，但可以知道的是天然物
較容易直接或間接影響肝、腎功能，而進一步造成交互作用[1-2]。中藥均
以複方存在為多，在研究上較為困難，也不能用西方研究之方式比較，此
種研究必須另尋他法，再以相同的現代科學研究下以不同的角度設計實
驗，中西藥合併使用之可能的交互作用更是中藥方劑研究責無旁貸的目
標。中西藥交互作用資訊可從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93 年度「建構中
藥用藥安全環境五年計劃」網站(http://www.ccmp.gov.tw)中查詢許多中藥與
西藥併用交互作用之相關文獻。中藥委員會目前分析 109 篇醫學文獻，摘
錄中西藥交互作用共 284 筆資料，中藥或中草藥與西藥的組合共 221 種，
如銀杏、人參、麻黃、金絲桃草、甘草、丹參等。
交互作用多指不良反應，目前僅有少數文章提到中西藥併用提升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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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點[3-4]。中西醫結合治療有其優點，但需長時間的研究才能提出具體
的科學化證明。目前國際醫學界注重的 Drug-Herb Interaction(西藥與草藥間
的交互作用)主要皆探討不良反應，值得我們參考，以避免不良反應。但是
歐美各國使用中草藥的方式(單味藥萃取物)與我們不同(多種中藥組合複
方)，所以不能完全直接套用於國內。中藥複方與西藥之間的交互作用，目
前僅有極少數研究，因此醫界共同認為，中藥與西藥併用「在學術上是急
需值得討論的議題」
。
三、建立現代科學方法建立分析模式
中醫藥是我國之重要文化資產擁有前年歷史，且被廣泛使用於飲食及
醫療界，但中醫藥至今未能被世界醫學主流完全認同主要是中醫藥的療效
雖在經驗傳承中流傳，但缺乏實證醫學證明，也就是缺少現代臨床療效證
據來解釋其作用。因此，需要加強中醫藥的現代化、科學化、實證化的研
究發展。目前，在臨床研究及治療共識、療效暨藥理、基因體、藥材之資
源、基源及品管研究以及在政策方面政府已全面性陸續在進行中。
本計畫之中西藥交互作用研究以增加療效或減少西藥副作用為原則，
期待能輔助臨床主要使用藥物以增強功效。先以體內外實驗分析證實並以
建構快速分析平台以體外實驗為主軸，進行中藥方劑併用 aspirin 對血清蛋
白之結合。研究分為二大步驟:第一步驟(pHSAe I)以 HPLC 快速分析法得知
具影響藥物結合的中藥方劑，可對國人以提出警告。第二步驟(pHSAe II)進
一步快速分析其影響數據高低，可對醫療人員以提出建議。例如:本實驗室
用第一步驟已對四物湯影響 aspirin 代謝物 (salicylic acid, SA)結合有初步之
成果，四物湯方劑降低 SA 對血清蛋白之結合力，單方的當歸則不影響其結
合力，地黃則是與 SA 為減少效果，反而川芎及芍藥與 SA 有加乘的效果(如
圖一)，這結果可提供對中西藥併用之交互作用參考。
本計畫主要以建立快速分析平台，作資料可分為：
(一)血中濃度偵測：以血清中主要運輸蛋白（HSA）為標的，結合力
的影響反應中西藥物併用的問題，更進一步瞭解血中濃度之治療
劑量的合理與效能性。因此，執行成果將以「準確、簡單、合理」
為計畫目標，以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建立中藥方劑影響西藥結合血
清蛋白能力之分析模式為目的。
(二)中藥影響藥物之二次代謝產物之研究則是進一步的分析對象：因
為藥物的治療牽涉到吸收、代謝及排除之動態平衡，完整的資訊
將提升中藥方劑在國際間的重要性;在未來，研究將進一步(3)疾
病標的治療之效度：目前降低病毒感染力或引導藥物至癌症細胞
進行治療一直是國際間的課題，藥物之作用是否可被中藥方劑影
響的問題將可被進一步分析，分析標靶組織或細胞恢復狀況及其
6

功能是未來的主題。

圖一、四物湯及其組成藥物影響人類血清蛋白結合之 R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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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衛生署公告 100 種中藥標準方劑(表二)之組成藥材購自於中藥行，西藥
藥物標準品（warfarin, ibuprofen 及 salicylic acid）將購置於 Sigma (St. Louis,
Mo., 63178 USA)。分子篩超過濾膜 10,000 Da (Millipore, Billerica, Mass.
USA)，人類血清蛋白，Bradfoed 試劑，HPLC 使用之分析級移動相溶液
（acetonitrile 及 acetate）將購置 Merck. USA 廠牌。
二、中藥方劑藥材之萃取分離
依據衛生署公告「中藥濃縮製劑制訂指標成分定量法及規格注意事項」
之標準湯劑製作，進行中醫藥委員會公布 100 種基準中藥方劑之處方調製。
首先藥材鑑定，乾燥後粉碎小塊，再依處方調劑一日量藥材。以 20 倍量的
水煮沸 30 分鐘以上，煮至煎煮液為原加入水之半量。煎煮後過濾之濾液(標
準湯劑)進行濃縮，並以冷凍乾燥機做乾燥處理，以利保存，所得之成分儲
藏於 4oC 冰箱。
三、UV-Vis 全光譜之指紋圖譜
為確保檢測藥物之均一性，因此精秤 1 mg/mL 各中藥方劑冷凍乾燥
物，溶解於等張磷酸溶液(PBS)，置於石英管中以 UV-Vis (OD190-900 nm)全光
譜儀掃瞄，檢測藥材之指紋圖譜。
四、製備人類血清蛋白
(一)蛋白質序列定序
人類血清蛋白序列經由 Origene 公司處理購置於本實驗室(A)
pCMV6- AC vector 及(B) pCMV6-AC-GFP vector (右圖: 1% DNA
agarose 膠體分析; M : 1kb marker)，初步 transform 到 E.coli
BL(DE3)pLys 菌株進行蛋白表現。
(二)HSA 蛋白質表現
將菌種培養整夜，其菌液以 1:50 被稀釋至新鮮配製含有
Ampicillin 的培養基中，在 37℃的培養箱以 180rpm 轉速旋轉培養
新菌。以 OD600 nm 為基準點檢測菌液濃度至 0.6-0.8 時，加入 1 mM
IPTG 誘發 HSA 蛋白製造。經過 3 小時即收菌離心，去掉培養基
留下菌塊置於-20℃待進一步純化。
(三)HSA 蛋白質純化
利用超音波震碎震碎細胞壁，以離心方式取得 soluble 蛋白。
再加入 40% - 60% ammonium sulfate 將超音波震碎之 soluble HSA
一同沉澱出來。待離心後，取得沉澱物加水溶解並進行置換成 50
mM Tris HCl 緩衝溶液(pH7.4)含有 150 mM NaCl，經過部分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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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進行下一步驟。利用 FPLC 進行 DEAE 陰離子交換，HSA 的
PI 為 4.6，故在這個 pH 值下帶負電，可利用電荷不同分離掉不純
物。
五、HPLC 分析條件
HPLC 機 型 為 Shimadzu LC-10ATvp multi-solvent system ， 裝 備 有
Shimadzu LC 自動注射器，以及 Shimadzu SPD-M10A 光電二極管陣偵測
R
器，管柱為 LiChroCART ○ 100 RP-18e (4.6 mm×250 mm, μm,
5 Merck)
reversed-pHSAe column，移動相為 0.1% acetic acid/ddH2O：actonitrile = 82：
18，偵測波長則為 OD282 nm。
六、體外快速分析平台之建立
(一)以 HPLC 分析 100 種基礎中藥方劑影響 aspirin 代謝物(salicylic acid,
SA)在血清蛋白功能區塊 III 的結合能力
蛋白結合模式分為三組，分別為(1) SA 結合於 HSA 之標準結
合能力組；(2)加上中藥方劑進行影響 SA 結合於 HSA 測試組；(3)
中藥方劑加入 SA。此(1)、(2)組之血清蛋白體積配置 100 μL (最後
濃度為 4.2％)，所有組別加入濃度為 4.5 mg/mL 的 SA (40 μL)，所
有組別皆置於 37 °C 反應 10 分鐘後，經由 10 kDa 分子篩過濾取得
SA 並以 HPLC 進行分析，
(二) SA 結合血清蛋白能力之計算
從 HPLC 結果可積分底面積求得相對含量(莫爾數, Y 軸)的
SA，計算置換率（replacement value, RV）的方程式如下：
RV (%) = ((﹝C ﹝ SA+TCM ﹞ －C ﹝ HSA+SA+TCM ﹞ ﹞)/(﹝C ﹝ SA+TCM ﹞ －C
﹝HSA+SA﹞﹞)×100)－﹝HSA+SA﹞%
RV >0, 表示中藥方劑(TCM)促進 SA 與 HSA 之結合，RV <0, 表示
中藥方劑取代或抑制 SA 與 HSA 之結合。
(三)觀察中藥方劑影響 SA 結合血清蛋白之結構螢光變化
由快速分析平台所得具有明顯影響 SA 結合能力的中藥方劑
更進一步瞭解結合結構螢光之變化。偵測方式以 tryptophan 位置改
變為觀察方式，求得 SA 結合常數之影響。實驗分為 A 組及 B 組，
使用 SA 與血清蛋白混合物（A 組）或中藥方劑、SA 與血清蛋白
混合物（B 組）
，加入後仍在 37 °C 反應 10 分鐘後，以酵素免疫多
R
功能多體積分析系統讀出器(Synergy H4 Hybrid Reader, BioTek ○
Instruments, Inc.)記錄螢光之變化。
(四)檢測中藥方劑影響 SA 與血清蛋白結合熱力之變化
9

從快速分析平台所得具有明顯影響 SA 結合能力的中藥方劑
更進一步求知結合常數變化情形，偵測方式以熱力學偵測儀
(Isothermal Titration Calorimeter, iTC200, GE Healthcare)來求得 SA
結合常數。實驗亦分為 A 組及 B 組，使用 SA 與血清蛋白混合物
（A 組）或中藥方劑、SA 與血清蛋白混合物（B 組）
。所得之數
據利用 model fitting 及數學運算出結合常數。利用熱力學變化分析
中藥方劑影響之結合常數（Km, K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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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衛生署公佈之 100 種基礎中藥方劑與 aspirin 交互作用之文獻資料
(一)中藥方劑與 aspirin 交互作用之文獻資料
我們搜尋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之醫學圖書館有關於中藥方
劑與西藥之交互作用之影響並無相關文獻，但是搜尋到的相關文
獻資料皆為單方草藥與西藥之交互作用，在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
委員會搜尋到相關的相關資料也是如此。
(二)中草藥與西藥交互作用之文獻資料
在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資訊網有提供之中西藥交互作
用查詢，我們搜尋 aspirin 與其他中草藥之交互作用(如表一) [5]，
發現中草藥會影響 aspirin 在人體內的作用機制，可能加速吸收或
是加重潰瘍。亦有文獻記載使用 aspirin 與中草藥併用會造成不良
的副作用，舉例來說，aspirin 與銀杏葉合併使用會造成眼前房出
血[6]。另外有許多文獻相關於中草藥與其他西藥像是 warfarin 等
合併服用，也出現不良的副作用，像是 warfarin 與丹蔘、當歸合
併服用，會增加出血量[7-9] 。
二、人類血清蛋白製備
本實驗室完成大量人類血清蛋白製備，實驗結果包含基因客隆(圖二)、
蛋白表現(圖三)以及蛋白純化(圖四)，並且能大量製備人類血清血清蛋白。
三、UV-Vis 全光譜之指紋圖譜
在 UV-Vis 全光譜之指紋圖譜結果可了解不同中藥方劑因其組成不同，
其在不同吸收波長具有不同的曲線變化。我們以波長 OD200-900 nm 進行掃測，
發現 100 種基準中藥方劑的最大訊號落在 OD200-400 nm 之間，而結果如圖五。
四、以 HPLC 定量分析中藥方劑影響 Aspirin 在血清蛋白功能區域塊 III 的
結合能力
由文獻資料可知 aspirin 經過代謝後，幾乎轉變成 aspirin 代謝物(salicylic
acid, SA) [10]，因此，接下來的實驗探討 100 種基準中藥方劑影響 SA 與血
清蛋白結合的能力。分析結果為圖六，依基準中藥方劑組成分不同，所造
成的影響也有差異性。部分方劑具有增加 SA 與 HSA 結合的能力，增加率
40%以上的方劑為麻黃湯(TCM 22)，增加率為 20-40%的方劑有 8 種，分別
為人蔘養榮湯(丸) (TCM 12)、百合固金湯(丸) (TCM 13)、紫莞湯(TCM
14)、桂枝湯(TCM 23)、小青龍湯(TCM 24)等，增加率小於 20%的方劑有 37
種。也有減少 SA 與 HSA 結合的方劑，減少率達 20%以上的方劑有 5 種，
分別補陽還五湯(TCM 50)、正骨紫金丹(TCM 51)、桃紅四物湯(TCM 52)、
上中下通用痛風丸(TCM 54) 、為當歸龍薈丸(TCM 87)，減少率為 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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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劑則有 49 種。
五、SA 與中藥方劑併用影響血清蛋白結構螢光之變化
從 HPLC 分析結果所得到較具影響及代表性的中藥方劑(麻黃湯、當歸
龍薈丸等等)將進一步了解與 SA 併用後影響血清蛋白結構螢光之變化。以
激發光為 295 nm 並且在散射光為 410 nm 的波長下觀察結果並作圖，得到
結果為圖七，顯示中藥方劑可影響 SA 與血清蛋白結合的結構變化，其結果
佐證了 HPLC 所分析的結果。
六、分析 SA 與中藥方劑併用影響結合熱力之變化
從 HPLC 分析結果所得到較具代表性的中藥方劑四物湯將進一步了解
與 SA 併用後影響結合熱力之變化(表三)。在此結果中得知 SA 可與 HSA 有
3 個結合位置，但是加入四物湯後，結合位置下降到 2，其結果與 HPLC 分
析結果造成 SA 與 HSA 結合下降是一致的。我們也挑選了具影響性的方劑
上中下通用痛風丸以及當歸龍薈丸進行實驗(表四)，結果也和 HPLC 分析結
果造成 SA 與 HSA 結合下降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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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民間常用之中藥複方多有組成不同的情況，或是組成比例有所差異，
為求實驗之完整性，我們參考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所公佈之基準中
藥方劑前100種進行實驗，所調製之複方組成也以公佈內容為主。在進行相
關文獻搜尋結果方面，目前大部分研究為常見之單方草藥與西藥間的交互
作用，原因為西方使用習慣與國人不同，因此建立複方中藥與西藥之交互
作用研究有其必要性。
在本計畫建立快速分析平台所探討之西藥為aspirin，aspirin為治療心血
管疾病藥物，其價格便宜、副作用小且取得方便，以此經常被拿來使用。
已有許多文獻探討aspirin與草藥合併使用之風險，有許多研究皆指出服用
aspirin之患者在合併服用銀杏萃取物後，造成眼前房出血且視力模糊，但在
停止服用銀杏萃取物後，視力恢復正常[11-14]。
本計畫之快速分析平台主要重點為HPLC之定性與定量分析，此方法之
優點為可同時探討多種中藥方劑與西藥併用之影響，並且能藉由簡單公式
計算得到濃度變化與影響能力之相關性。所以在利用HPLC系統篩選100種
中藥方劑後，發現約有46種中藥方劑會增加SA與HSA結合，而其餘中藥方
劑則是減少SA與HSA結合。可以進一步分析是否因組成成分影響中藥方劑
增加或減少SA與HSA結合，則另外仰賴其他分析實驗了。
我們利用SA與HSA結合導致HSA結構上的改變造成螢光變化，以及
ITC分析結合後的熱力變化來進一步佐證HPLC系統分析結果。在探討中藥
方劑影響SA與HSA結合導致HSA結構上的改變造成螢光變化，主要是觀察
蛋白質上的胺基酸tryptophan。Tryptophan因其化學結構中擁有一個苯環，
使tryptophan具有強UV吸光值與螢光反應，因此不須另外標的其他螢光物
質，可在化學實驗時依其與配位體結合造成結構改變，藉由特定波長激發
後觀察螢光變化[15-16]。探討本計畫實驗結果可知，在中藥方劑與SA併用
後會造成tryptophan結構改變，並且隨著濃度下降而改變效果也隨之降低。
因此推斷中藥方劑可能藉由增加或取代SA與HSA的結合，而影響tryptophan
結構的改變，進而造成螢光的變化。
而ITC則是藉由滴定方式探討當滴定物增加濃度時的熱量變化，藉由計
算得到蛋白質結合位之可結合數量，進而得知中藥方劑是否增加或減少SA
與HSA的結合[17-18]。在此我們以四物湯為例，從ITC實驗結果發現SA與
HSA原本結合數為3，在加入四物湯併用之後，SA與HSA結合數降為2。與
HPLC分析結果比較是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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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實驗結果可證實我們所建立的中西藥交互作用快速分析平台之
可行性，並且能夠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可提供臨床上併用中西藥建議之
劑量，強化中藥用藥安全，以減少國人用藥危險。

伍、結論與建議
經本計畫實驗結果證實快速分析中西藥併用影響血清蛋白結合能力平
台之可行性，不僅可作為快速分析參考，並且可進行數據定量以提供臨床
使用劑量之參考，以降低藥物多重及多樣性使用對人體產生之毒性與副作
用。另外，具有改變藥物對血清吸收影響之中藥方劑，未來將逐一進行藥
物動力及藥效之研究。研究成果若能架於中藥用藥安全網以提供並維護給
世界上使用中醫藥之安全醫療資訊，更可開啟臺灣中醫藥醫療安全實證醫
學發展之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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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表一、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提供之中西藥交互作用查詢結果[5]。
中藥名 西藥學名
大黃

Aspirin

大黃(生)

Aspirin

大黃(酒)

Aspirin

甘草

Aspirin

甘草(生)

Aspirin

甘草(炙)

Aspirin

參(東洋)

Aspirin

參(高麗)

Aspirin

鹿茸

Aspirin

銀杏葉

Aspirin

可能交互作用機轉

可能交互作用結果

中藥呈鹼性，使西藥溶離，胃排
西藥吸收加快。
空和腸吸收加快。
中藥呈鹼性，使西藥溶離，胃排
西藥吸收加快。
空和腸吸收加快。
中藥呈鹼性，使西藥溶離，胃排
西藥吸收加快。
空和腸吸收加快。
胃酸，胃蛋白酶的分泌增加，刺 加重潰瘍，甚至引起上
激胃黏膜。
消化道出血。
胃酸，胃蛋白 酶的分泌增加，刺 加重潰瘍，甚至引起上
激胃黏膜。
消化道出血。
胃酸，胃蛋白 酶的分泌增加，刺 加重潰瘍，甚至引起上
激胃黏膜。
消化道出血。
胃酸，胃蛋白 酶的分泌增加，刺 加重潰瘍，甚至引起上
激胃黏膜。
消化道出血。
胃酸，胃蛋白 酶的分泌增加，刺 加重潰瘍，甚至引起上
激胃黏膜。
消化道出血。
胃酸，胃蛋白酶的分泌增加，刺 加重潰瘍，甚至引起上
激胃黏膜。
消化道出血。
Ginkgobides 為血小板活
眼前房出血。
化因子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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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公布之 100 種基準中藥方劑名[5]。
編號

方劑名

編號

方劑名

編號

方劑名

1

六味地黃丸

21

黃耆五物湯

41

藿香正氣散(丸)

2

八味地黃丸

22

麻黃湯

42

烏要順氣散

3

知柏地黃丸

23

桂枝湯

43

蘇子降氣湯

4

杞菊地黃丸

24

小青龍湯

44

定喘湯

5

參苓白朮散

25

葛根湯

45

越鞠丸

6

四君子湯

26

柴葛解肌湯

46

槐花散

7

四物湯

27

九味羌活湯

47

疏經活血湯

8

補中益氣湯(丸)

28

人參敗毒散

48

抵當湯

9

六君子湯(丸)

29

川芎茶調散

49

血府逐瘀湯

10

歸脾湯

30

荊防敗毒散

50

補陽還五湯

11

養心湯

31

麻杏甘石湯

51

正骨紫金丹

12

人參養榮湯(丸)

32

麻杏薏甘湯

52

桃紅四物湯

13

百合固金湯(丸)

33

麻黃附子細辛湯

53

消風散

54

上中下通用痛風
丸

14

紫菀湯

34

大承氣湯

15

秦艽鱉甲散

35

小陷胸湯

55

蠲痹湯

16

益氣聰明湯

36

五積散

56

三痹湯

17

八珍湯(丸)

37

參蘇飲

57

獨活寄生湯

18

濟生腎氣丸

38

香蘇散

58

鈎藤散

19

十全大補湯(丸)

39

逍遙散

59

小續命湯

20

還少丹

40

加味逍遙散

60

吳茱萸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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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方劑名

編號

方劑名

61

附子理中湯(丸)

81

甘露消毒丹

62

清暑益氣湯

82

清心蓮子飲

63

竹葉石膏湯

83

導赤散

64

香薷飲

84

玉女煎

65

五皮飲

85

荊芥連翹湯

66

八正散

86

滋陰降火湯

67

萆薢分清飲

87

當歸龍薈丸

68

茵陳五苓散

88

辛夷清肺湯

69

五淋散

89

華蓋散

70

導水茯苓湯

90

清肺湯

71

木防己湯

91

止嗽散

72

雞鳴散

92

金沸草散

73

炙甘草湯

93

香砂六君子湯

74

清燥救肺湯

94

治濁固本丸

75

甘露飲

95

當歸六黃湯

76

黃連解毒湯

96

散腫潰堅湯

77

白虎湯

97

排膿散

78

涼膈散

98

如意金黃散

79

龍膽瀉肝湯(丸)

99

完帶湯

80

清胃散

100

調經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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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C)

M

圖二、製備人類血清蛋白。
(A)中A為pCMV6-AC vector及B為pCMV6-AC-GFP vector，M則為1 kb的
marker，初步transform到E.coli BL(DE3)pLys菌株進行蛋白表現。
(B)為pCMV6-AC-GFP vector結構。
(C)為pCMV6-AC vector結構。
表現的序列經過DNA定序確認後如下所列：
>ALB_2
1

atg aag tgg gta acc ttt att tcc ctt ctt ttt ctc ttt agc tcg

45

1

Met Lys Trp Val Thr Phe Ile Ser Leu Leu Phe Leu Phe Ser Ser

15

46

gct tat tcc agg ggt gtg ttt cgt cga gat gca cac aag agt gag

90

16

Ala Tyr Ser Arg Gly Val Phe Arg Arg Asp Ala His Lys Ser Glu

30

91

gtt gct cat cgg ttt aaa gat ttg gga gaa gaa aat ttc aaa gcc

135

31

Val Ala His Arg Phe Lys Asp Leu Gly Glu Glu Asn Phe Lys Ala

45

136

ttg gtg ttg att gcc ttt gct cag tat ctt cag cag tgt cca ttt

180

46

Leu Val Leu Ile Ala Phe Ala Gln Tyr Leu Gln Gln Cys Pro Phe

60

181

gaa gat cat gta aaa tta gtg aat gaa gta act gaa ttt gca aaa

225

61

Glu Asp His Val Lys Leu Val Asn Glu Val Thr Glu Phe Ala Lys

75

226

aca tgt gtt gct gat gag tca gct gaa aat tgt gac aaa tca ctt

270

20

76

Thr Cys Val Ala Asp Glu Ser Ala Glu Asn Cys Asp Lys Ser Leu

90

271

cat acc ctt ttt gga gac aaa tta tgc aca gtt gca act ctt cgt

315

91

His Thr Leu Phe Gly Asp Lys Leu Cys Thr Val Ala Thr Leu Arg

105

316

gaa acc tat ggt gaa atg gct gac tgc tgt gca aaa caa gaa cct

360

106

Glu Thr Tyr Gly Glu Met Ala Asp Cys Cys Ala Lys Gln Glu Pro

120

361

gag aga aat gaa tgc ttc ttg caa cac aaa gat gac aac cca aac

405

121

Glu Arg Asn Glu Cys Phe Leu Gln His Lys Asp Asp Asn Pro Asn

135

406

ctc ccc cga ttg gtg aga cca gag gtt gat gtg atg tgc act gct

450

136

Leu Pro Arg Leu Val Arg Pro Glu Val Asp Val Met Cys Thr Ala

150

451

ttt cat gac aat gaa gag aca ttt ttg aaa aaa tac tta tat gaa

495

151

Phe His Asp Asn Glu Glu Thr Phe Leu Lys Lys Tyr Leu Tyr Glu

165

496

att gcc aga aga cat cct tac ttt tat gcc ccg gaa ctc ctt ttc

540

166

Ile Ala Arg Arg His Pro Tyr Phe Tyr Ala Pro Glu Leu Leu Phe

180

541

ttt gct aaa agg tat aaa gct gct ttt aca gaa tgt tgc caa gct

585

181

Phe Ala Lys Arg Tyr Lys Ala Ala Phe Thr Glu Cys Cys Gln Ala

195

586

gct gat aaa gct gcc tgc ctg ttg cca aag ctc gat gaa ctt cgg

630

196

Ala Asp Lys Ala Ala Cys Leu Leu Pro Lys Leu Asp Glu Leu Arg

210

631

gat gaa ggg aag gct tcg tct gcc aaa cag aga ctc aag tgt gcc

675

211

Asp Glu Gly Lys Ala Ser Ser Ala Lys Gln Arg Leu Lys Cys Ala

225

676

agt ctc caa aaa ttt gga gaa aga gct ttc aaa gca tgg gca gta

720

226

Ser Leu Gln Lys Phe Gly Glu Arg Ala Phe Lys Ala Trp Ala Val

240

721

gct cgc ctg agc cag aga ttt ccc aaa gct gag ttt gca gaa gtt

765

241

Ala Arg Leu Ser Gln Arg Phe Pro Lys Ala Glu Phe Ala Glu Val

255

766

tcc aag tta gtg aca gat ctt acc aaa gtc cac acg gaa tgc tgc

810

256

Ser Lys Leu Val Thr Asp Leu Thr Lys Val His Thr Glu Cys Cys

270

21

811

cat gga gat ctg ctt gaa tgt gct gat gac agg gcg gac ctt gcc

855

271

His Gly Asp Leu Leu Glu Cys Ala Asp Asp Arg Ala Asp Leu Ala

285

856

aag tat atc tgt gaa aat caa gat tcg atc tcc agt aaa ctg aag

900

286

Lys Tyr Ile Cys Glu Asn Gln Asp Ser Ile Ser Ser Lys Leu Lys

300

901

gaa tgc tgt gaa aaa cct ctg ttg gaa aaa tcc cac tgc att gcc

945

301

Glu Cys Cys Glu Lys Pro Leu Leu Glu Lys Ser His Cys Ile Ala

315

946

gaa gtg gaa aat gat gag atg cct gct gac ttg cct tca tta gct

990

316

Glu Val Glu Asn Asp Glu Met Pro Ala Asp Leu Pro Ser Leu Ala

330

991

gct gat ttt gtt gaa agt aag gat gtt tgc aaa aac tat gct gag

1035

331

Ala Asp Phe Val Glu Ser Lys Asp Val Cys Lys Asn Tyr Ala Glu

345

1036

gca aag gat gtc ttc ctg ggc atg ttt ttg tat gaa tat gca aga

1080

346

Ala Lys Asp Val Phe Leu Gly Met Phe Leu Tyr Glu Tyr Ala Arg

360

1081

agg cat cct gat tac tct gtc gtg ctg ctg ctg aga ctt gcc aag

1125

361

Arg His Pro Asp Tyr Ser Val Val Leu Leu Leu Arg Leu Ala Lys

375

1126

aca tat gaa acc act cta gag aag tgc tgt gcc gct gca gat cct

1170

376

Thr Tyr Glu Thr Thr Leu Glu Lys Cys Cys Ala Ala Ala Asp Pro

390

1171

cat gaa tgc tat gcc aaa gtg ttc gat gaa ttt aaa cct ctt gtg

1215

391

His Glu Cys Tyr Ala Lys Val Phe Asp Glu Phe Lys Pro Leu Val

405

1216

gaa gag cct cag aat tta atc aaa caa aat tgt gag ctt ttt gag

1260

406

Glu Glu Pro Gln Asn Leu Ile Lys Gln Asn Cys Glu Leu Phe Glu

420

1261

cag ctt gga gag tac aaa ttc cag aat gcg cta tta gtt cgt tac

1305

421

Gln Leu Gly Glu Tyr Lys Phe Gln Asn Ala Leu Leu Val Arg Tyr

435

1306

acc aag aaa gta ccc caa gtg tca act cca act ctt gta gag gtc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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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Thr Lys Lys Val Pro Gln Val Ser Thr Pro Thr Leu Val Glu Val

450

1351

tca aga aac cta gga aaa gtg ggc agc aaa tgt tgt aaa cat cct

1395

451

Ser Arg Asn Leu Gly Lys Val Gly Ser Lys Cys Cys Lys His Pro

465

1396

gaa gca aaa aga atg ccc tgt gca gaa gac tat cta tcc gtg gtc

1440

466

Glu Ala Lys Arg Met Pro Cys Ala Glu Asp Tyr Leu Ser Val Val

480

1441

ctg aac cag tta tgt gtg ttg cat gag aaa acg cca gta agt gac

1485

481

Leu Asn Gln Leu Cys Val Leu His Glu Lys Thr Pro Val Ser Asp

495

1486

aga gtc acc aaa tgc tgc aca gaa tcc ttg gtg aac agg cga cca

1530

496

Arg Val Thr Lys Cys Cys Thr Glu Ser Leu Val Asn Arg Arg Pro

510

1531

tgc ttt tca gct ctg gaa gtc gat gaa aca tac gtt ccc aaa gag

1575

511

Cys Phe Ser Ala Leu Glu Val Asp Glu Thr Tyr Val Pro Lys Glu

525

1576

ttt aat gct gaa aca ttc acc ttc cat gca gat ata tgc aca ctt

1620

526

Phe Asn Ala Glu Thr Phe Thr Phe His Ala Asp Ile Cys Thr Leu

540

1621

tct gag aag gag aga caa atc aag aaa caa act gca ctt gtt gag

1665

541

Ser Glu Lys Glu Arg Gln Ile Lys Lys Gln Thr Ala Leu Val Glu

555

1666

ctc gtg aaa cac aag ccc aag gca aca aaa gag caa ctg aaa gct

1710

556

Leu Val Lys His Lys Pro Lys Ala Thr Lys Glu Gln Leu Lys Ala

570

1711

gtt atg gat gat ttc gca gct ttt gta gag aag tgc tgc aag gct

1755

571

Val Met Asp Asp Phe Ala Ala Phe Val Glu Lys Cys Cys Lys Ala

585

1756

gac gat aag gag acc tgc ttt gcc gag gag ggt aaa aaa ctt gtt

1800

586

Asp Asp Lys Glu Thr Cys Phe Ala Glu Glu Gly Lys Lys Leu Val

600

1801

gct gca agt caa gct gcc tta ggc tta taa

601

Ala Ala Ser Gln Ala Ala Leu Gly Leu End

23

1830

M 0 3H Ft ppt

Lane 1 : Protein marker (M)
Lane 2 : IPTG induction for 0 hour (0H)
Lane 3 : IPTG induction for 3 hours (3H)
Lane 4 : after sonication, soluble part (Ft)
Lane 5 : after sonication, unsoluble part (ppt)

圖三、HSA 蛋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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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 Sulfate

20%

40%

60%

80%

(A)超音波震碎之 soluble 蛋白以 40%-60% ammonium sulfate 沉澱

(B)以 FPLC 分離純化 HSA 蛋白不純之部分
圖四、HSA 蛋白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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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1.六味地黃丸-0.4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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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19.十全大補湯(丸)-0.4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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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00 種基準中藥方劑之 UV-Vis 全光譜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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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中藥方劑影響 Aspirin 結合在血清蛋白的結合能力 (A)方劑 1-10、
(B)方劑 11-20、(C)方劑 21-30、(D)方劑 31-40、(E)方劑 41-50、(F)
方劑 51-60、(G)方劑 61-70、(H)方劑 71-80、(I)方劑 81-90、(J)方劑
91-100 與 Aspirin 併用後，以 HPLC 分析未結合 SA 佔全反應之 SA
百分比。所得到之數據依照實驗方法中所設定之 RV 定義進行計算
並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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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七、中藥方劑影響 Aspirin 結合在血清蛋白的結構螢光變化，Y0 為
HSA+SA 之組別，Y 則為中藥方劑、SA 與 HSA 混合之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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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ITC 偵測中藥方劑四物湯(Siwu)影響 SA 與 HSA 結合之參數變化
a titrate to b SA

Aspirin

items

HSA

HSA

Siwu
Siwu
(200 μg/mL) +SA (50 μg/mL) +SA
HSA+SA
HSA+SA

N (sites)

3.02±0.043

5.26±0.346

2.20±0.09

2.27±0.09

1.89±0.102

K (M-1)

11,000±1690

1,760±588

12,200±1,450

14,400±1,740

13,700±1,690

1/K
(Kb, mM)
△H
(cal/mol)
△S
(cal/mol/deg)

0.91

5.68

0.82

0.69

0.73

-24,820±1,031

-12,840±2,693

-9,778±652

-9,238±555.3

-11,950±918.8

-24.6

-28.2

-14.1

-12.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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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wu
(5 μg/mL) +SA
HSA+SA

表四、ITC 偵測中藥方劑上中下通用痛風丸以及當歸龍薈丸影響 SA 與 HSA 結合之參數變化
a titrate to b
items

A SA

上中下通用痛風丸+SA

當歸龍薈丸 +SA

B HSA

HSA

HSA+SA

N (sites)

3.44 ± 0.130

1.00×10-6 ± 0.0

1.00 ± 0.0

K (M-1)

5,720 ± 911

781 ± 126

1,610 ± 248

0.0002

0.002

0.0006

-17,770 ± 1359

-1.288×1010 ± 1.165×109

6481 ± 647.8

12.4

-4.32×107

83.1

1/K
(Kb, mM)
△H
(cal/mol)
△S
(cal/mol/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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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研究計畫題目
常用中藥對人類細胞色素 P450 影響之研究
翁芸芳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摘

要

研究目的：
對於中草藥及天然物衍生藥物在亞洲及歐、美等地被廣泛的使用或積極科學
化研發中。由細胞色素 P450(P450, CYP)組成之單氧酶系統是藥物氧化代謝之主
要酶系統，CYP3A4 是人肝中含量最高的 P450 成員，陸續有報告顯示中藥材成
分具有調控藥物代謝酶的能力，進而可能改變藥物的藥理活性或毒性。在國人常
用中藥材前 10 名中，對枸杞(Lycii Fructus, Lycium chinese)、大棗(Zizyphi Fructus,
Ziziphus jujuba)、茴香(Foeniculi Fructus, Foeniculum vulgare)，雖已有報告說明其
中數種藥材對 P450 造成誘導或抑制作用，但多為對鼠 P450 影響之探討，對多種
人類 P450 之影響及比較並不完全清楚。其他中藥包括：延胡索(Corydalis Rhizoma,
Corydalis yanhusuo)、薏苡仁(Coix seed, Coix lachryma)、山藥(Dioscoreae Rhizoma,
Dioscorea spp.)雖非前 10 名，但亦為常用中藥。因此這一年期計畫針對其中 6 種
常用藥材對人類 P450 之影響進行研究，探討常用中藥萃取物對人類 P450 之體外
作用及代謝對此交互作用之影響。這些研究對於傳統中藥的科學化以及民眾用藥
安全都將有幫助。

研究方法：
以大腸桿菌表達包括：CYP1A2、CYP1B1、CYP2A6、CYP2C9、CYP2D6、
CYP2E1、CYP3A4 等人類 P450，製備枸杞、茴香、大棗、薏苡仁、延胡索藥材
之 50%酒精萃取物、山藥製劑之甲醇及 50%酒精萃取物。測定表達之人類 P450
之含量及代謝活性。製備萃取物，測定對 P450 之作用。

結果與討論：
表達的人類 P450 包括：CYP1A2、CYP1B1、CYP2A6、CYP2C9、CYP2D6、
CYP2E1、CYP3A4。製備枸杞、茴香、大棗、薏苡仁、延胡索藥材之 50%酒精萃
取物，得到產量分別為 0.02~0.46(萃取物/藥材或萃取製劑，克/克)、山藥製劑之
甲醇及 50%酒精萃取物，得到產量分別為 0.2~0.48(萃取物/藥材或萃取製劑，克/
克)。枸杞 50%酒精萃取物對上述人類 P450 的標誌受質代謝活性在濃度高至 1
mg/mL 不造成影響或抑制作用小於 50%。而薏苡仁及茴香酒精萃取物因對
3

dimethyl sulfoxide 溶解度較低，在反應中最高分別達 100 及 240 µg/mL。抑制作
用中以重組人類 CYP1B1 之活性受茴香抑制之 IC50 值最小，酵素動力學分析顯示
Ki 及 KI 值分別為 3.8 ± 0.9 及 7.6 ± 2.3 µg/mL。CYP1A2 之活性受茴香、延胡索之
50%酒精萃取物、山藥之甲醇萃取物的抑制影響。CYP2C9 之活性受茴香的抑制
影響，經代謝後抑制作用降低，層析結果說明經 CYP2C9 CYP3A4 代謝後有代謝
產物產生。在 3 家藥廠製備之山藥萃取製劑之甲醇萃取物中，有一家的製劑之萃
取物具抑制 CYP2C9 活性之作用。CYP2D6 受延胡索之酒精萃取物抑制。CYP3A4
受延胡索之 50%酒精萃取物抑制。但在預反應(pre-incubation)處理，預反應之進
行是將萃取物與人類細胞色素 P450 在有 NADPH 的環境下反應 10 分鐘後，再進
行活性測定。這些抑制作用受預反應代謝作用之影響不盡相同。
關鍵詞：常用中藥、萃取物、人類、細胞色素 P450、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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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Effect of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Human
Cytochrome P450s
Yune-Fang Ueng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Aim:
Si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CMs) and/or herbal medicin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great notice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drug interaction due to the
functional alteration of drug-metabolizing enzymes by TCMs and natural products.
Cytochrome P450 (P450, CYP)-dependent monooxygenase system locating at cellular
endoplasmic reticulum membrane is the main enzyme system responsible the oxidative
metabolism of xenobiotics including drugs and natural products. The aims of this
one-year grant ar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commonly used TCMs on human P450s
and to characterize the effect of metabolism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CMs and
human P450s.

Methods:
Recombinant human P450s were expressed in Escherichia coli DH5 Ethanol
(50%) extracts of Lycii Fructus, Zizyphi Fructus, Foeniculi Fructus, Corydalis
Rhizoma, Coix seed were prepared. Methanol and ethanol (50%) extract of Dioscoreae
Rhizoma were prepared. Effects of extracts on P450 activities and the herb-P450
interaction affected by metabolism were investigated. Chromatographic analyses of the
extract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 Discussion:
Recombinant human P450s were expressed in Escherichia coli DH5 The yield of
ethanol (50%) extracts prepared from Lycii Fructus, Zizyphi Fructus, Foeniculi
Fructus, Corydalis Rhizoma, Coix seed were 0.02~0.46 g/g. The yield of the methanol
and ethanol (50%) extract of the powdered Dioscoreae Rhizoma decoction were
0.02~0.48 g/g powdered decoction. The solubility of extracts of Coix seed and
Foeniculi Fructus in dimethyl sulfoxide was lower than 100 and 240 g/mL,
respectively. Among the effects determined, the ethanol extract of Foeniculi
Fructusinhibited CYP1B1 activity with a smallest IC50 value. This inhibition had Ki
and KI of 3.8 ± 0.9 and 7.6 ± 2.3 g/mL, respectively. Without pre-incubation, CYP1A2
activity was inhibited by the ethanol extracts of Foeniculi Fructus and Corydalis
Rhizoma, and the methanol extract of the powdered Dioscoreae Rhizoma decoction.
5

CYP2C9 activity was inhibited by the ethanol extract of Foeniculi Fructus.
Chromatographic analyses showed the formation of metabolite(s) by CYP2C9 and
CYP3A4. Among thre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e methanol and ethanol extracts
of the powdered Dioscoreae Rhizoma decoction prepared from one of them showed
inhibitory effect on CYP2C9 activity. CYP2D6 activity was inhibited by Corydalis
Rhizoma extract. CYP3A4 activity was inhibited by the ethanol extract of Corydalis
Rhizoma extract, the methanol extract of the powdered Dioscoreae Rhizoma decoction.
These inhibitory effects were differentially affected by pre-incubation.
Keywords: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ract, human, cytochrome
P450,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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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於中草藥及天然物衍生藥物在亞洲及歐、美等地被廣泛的使用或積
極科學化研發中。由於民眾對傳統中草藥的使用，中草藥及天然物影響藥
物代謝酶所造成的中西藥物交互作用的問題也日益受到重視 1,2。由細胞色
素 P450(P450, CYP)組成之單氧酶系統是藥物氧化代謝之主要酶系統 3，在
人肝總 P450 含量中，CYP3A4 為含量最高之成員，同時 CYP3A4 代謝將近
50%已上市之藥物。文獻中陸續有中藥材萃取物或其他成分影響單氧 酶系統
及其他藥物代謝酶的報導，這些報告顯示中藥材成分具有調控藥物代謝酶
的能力，進而可能改變藥物的藥理活性或毒性。在國人常用中藥材前 10 名
中，對枸杞(Lycii Fructus, Lycium chinese)、大棗(Zizyphi Fructus, Ziziphus
jujuba)、茴香(Foeniculi Fructus, Foeniculum vulgare)，雖已有報告說明其中
數種藥材對 P450 造成誘導或抑制作用，但多為對鼠 P450 影響之探討，對
多種人類 P450 之影響及比較並不完全清楚。其他中藥包括：延胡索
(Corydalis Rhizoma, Corydalis yanhusuo)、薏苡仁(Coix seed, Coix lachryma)、
山藥(Dioscoreae Rhizoma, Dioscorea spp.)雖非前 10 名，但亦為常用中藥。
因此這一年期計畫擬針對其中 6 種常用藥材對人類 P450 之影響進行研究。
研究目的包括：(1) 建立人類 P450 之分析系統；(2)常用中藥萃取物對人類
P450 之體外作用；(3)代謝對常用中藥萃取物與人類 P450 交互作用之影響。
這些研究對於傳統中藥的科學化以及民眾用藥安全都將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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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進行質體製備：
培養具表現人類 P450 作用之單株大腸桿菌，分離 P450 constructs4，包
括:CYP1A2、CYP1B1、CYP2A6、CYP2C9、CYP2D6、CYP2E1、CYP3A4
等 P450。
二、製備具表達人類 P450 之細菌膜懸浮液：
進行質體轉形，挑取單株菌株，由小體積培養，再轉而進行大體積培
養，各 P450 分別於相同或不同之溫度等條件下培養一段時間後，再經離
心、破碎、分段離心等步驟完成製備具表達人類 P450 之細菌膜懸浮液 4，
置於-75oC 冷凍保存。
三、常用中藥萃取物之製備：
將枸杞、茴香、大棗、延胡索、薏苡仁等藥材經本所李宜融博士鑑定
後，中藥藥材常因產地等因素而有不同之性、味等，因此會儘量固定購買
來源，藥材經清洗並以粉碎機粉碎，將粉碎之藥材浸泡於 50%酒精於 50oC
回流 30 分鐘後，經冷卻及過濾，再以 rotor evaporator 濃縮乾燥後稱重，製
備成酒精萃取物，保存在-20oC 冰箱內。山藥萃取製劑(藥粉)分別購自 3 個
不同之中藥製劑廠(A-C)，將藥粉以甲醇萃取，經濃縮乾燥後，製成甲醇萃
取物；將藥粉以 50%酒精浸泡萃取，經濃縮乾燥後，製成酒精萃取物。
四、P450 含量測定：
進行一氧化碳差異光譜分析方法 5，測定細菌膜懸浮液之 P450 含量。
五、P450 活性測定：
使用細菌膜懸浮液，加入受質等，在緩衝溶液中，於 37oC 進行反應，
反 應 終 止 後 ， 分 別 使 用 不 同 方 法 測 定 代 謝 產 物 之 生 成 。 Coumarin
hydroxylation 活性(CYP2A6)測定是採 HPLC 方法分離代謝產物，以測量螢
光強度定量代謝產物之生成 6。Chlorzoxazone 6-hydroxylation (CYP2E1)及
tolbutamide hydroxylation 活性(CYP2C9)是採 HPLC 方法分離代謝產物以吸
光強度測定代謝產物生成 7,8 。以沿用 Pohl 及 Fouts 之方法 9 ，測定
7-ethoxyresorufin O-deethylation (EROD)活性(CYP1A)。沿用 Yamazaki et al.
之 方 法 8 ， 以 HPLC 方 法 分 離 代 謝 產 物 以 測 定 dextromethorphan
hydroxylation 活性(CYP2D6)。沿用 Guengerich et al.之方法 10，以 C18 HPLC
管柱進行層析分析，以測定 CYP3A4 之 nifedipine oxidation 活性，以吸光
強度測定代謝產物生成。活性計算為單位 P450 下每分鐘反應生成得到之代
謝產物量。
六、酵素動力學分析及參數計算：
使 用 0 、 0.1 、 0.3 、 0.5 、 1 、 1.5 、 2 M 之 不 同 濃 度 之 標 誌 受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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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thoxyresorufin，在 0、20、45、60 g/ml 之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存在下，
測定 CYP1B1 代謝 7-ethoxyresorufin 活性，依 Michaelis-Menten 方程式，
由 Lineweaver-Burk plot 判別競爭抑制作用類型，並以 SigmaPlot 軟體進行
曲線 fitting 功能，確認 Linweaver-Burke plot 之線性分析結果，計算動力學
參數、抑制參數。
七、層析分析：
將酒精萃取物加入活性測定之反應溶液，反應溶液含有：膜懸浮液、
50 mM potassium phosphate buffer (pH 7.4)、NADPH-generating system (由
glucose-6-phosphate、NADP、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所組成)，
在 37oC 反應 10~20 分鐘後以稀釋之 perchloric acid 溶液終止反應，離心後
取上清液。擬將上清液以高壓液相層析(HPLC)分析方法，分析比較代謝前
後之層析圖譜並比較去活酶之反應溶液圖譜，進行定性分析。儀器使用高
壓 液 相 層 析 儀 (Agilent 1100,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Palo Alto, CA,
USA)，使用 C18 管柱(4.6 x 250 mm)，除大棗採用含 0.1% formic acid 之
30%至 80% methanol 梯度作分離成分外，其他採用含 0.1% formic acid 之
20%至 55% methanol 梯度作分離成分，流速為 1.0 mL/min，分別測定 274
nm、338 nm、258 nm、338 nm、338 nm、310 nm 之吸光度，分析枸杞、
茴香、大棗、延胡索、薏苡仁、山藥之層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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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人類 P450 的表達：
表達的人類 P450 包括：CYP1A2、CYP1B1、CYP2A6、CYP2C9、
CYP2D6、CYP2E1、CYP3A4，產量分別為 0.75、2.0、29、8.3、2.2、6.3、
41.1 nmol P450/升 (表一)。對 CYP1A2、CYP1B1、CYP2A6、CYP2C9、
CYP2D6 、 CYP2E1 、 CYP3A4 活 性 分 析 分 別 使 用 7-ethoxyresorufin 、
7-ethoxyresorufin、coumarin、tolbutamide、dextromethorphan、chlorzoxazone、
nifedipine 為標誌受質，其標誌受質代謝活性分別為 4.14、14.8、8.04、4.12、
28.9、7.42、3.11 nmol/min/nmol P450。
二、萃取物之產量：
如表二所列，製備枸杞、茴香、大棗、延胡索、薏苡仁之酒精萃取物，
得到產量為 0.02~0.46 (酒精萃取物/藥材，克/克)。A、B、C 廠山藥萃取製
劑之甲醇萃取物，得到的產量分別為 0.27、0.48、0.06 (萃取物/萃取製劑，
克/克)；A、B、C 廠山藥萃取製劑之酒精萃取物，得到的產量分別為 0.03、
0.02、0.02 (萃取物/萃取製劑，克/克)。
三、常用中藥對 P450 活性之作用：
枸杞 50%酒精萃取物、大棗 50%酒精萃取物對上述人類 P450 的標誌
受質代謝活性在濃度高至 1 mg/mL 不造成影響或抑制作用小於 50% (表
三)。薏苡仁 50%酒精萃取物在濃度高至 100 g/mL 不造成影響或抑制作用
小於 50% (表四)。
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因溶解度較低，在反應中最高達 240 g/mL，茴
香酒精萃取物對重組人類 CYP1A2、CYP1B1、CYP2C9、CYP3A4 標誌受
質代謝活性產生抑制作用之 IC50 值分別為 200 ± 18、27 ± 5、64 ± 3、103 ±
28 g/mL (表三)。
延胡索 50%酒精萃取物對重組人類 CYP1A2、CYP1B1、CYP2D6、
CYP3A4 標誌受質代謝活性產生抑制作用之 IC50 值分別為 330 ± 40、230 ±
10、41 ± 16、272 ± 34 g/mL (表四)。
山藥萃取製劑分別購自 3 個不同之中藥製劑廠(A-C)，A-C 廠萃取製劑
之甲醇萃取物均對 CYP1A2、CYP1B1、CYP3A4 產生抑制作用(表五)，對
CYP1A2 產生抑制作用之 IC50 值為 184~590 g/mL，對 CYP1B1 產生抑制作
用之 IC50 值為 75~299 g/mL，對 CYP3A4 產生抑制作用之 IC50 值為 428~690
g/mL，其中只有 C 廠之甲醇萃取物對 CYP2C9 具抑制作用，其 IC50 值為
660 g/mL。A-C 廠之山藥萃取製劑之 50%酒精萃取物均對 CYP1B1 產生
抑制作用，其 IC50 值為 170~g/mL。其中只有 C 廠之酒精萃取物對 CYP1A2
及 CYP2C9 具抑制作用，其 IC50 值分為 680 及 499 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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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反應對抑制作用之影響：
對 P450 具抑制作用的，進一步進行預反應(pre-incubation)對抑制作用
之 IC50 值的影響。 預反應之進行是將萃取物與人類細胞色素 P450 在有
NADPH 的環境下反應 10 分鐘，使 P450 在接觸受質前可代謝萃取物內含
之化合物後，再進行受質氧化活性的測定，結果顯示於表六。
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對 CYP1A2 活性的抑制作用降低，其抑制作用之
IC50 值由 200 升高至 387 g/mL，增加 94%；對 CYP2C9 活性則由 64 升高
至高於 240 g/mL，失去可偵測之抑制作用；但對 CYP1B1 之抑制作用，在
無預反應時，其 IC50 值分別為 27 ± 5g/mL；有無預反應後，為 38 ± 0
g/mL，其受代謝反應影響不大。對 CYP3A4 之抑制作用，經預反應後，抑
制作用加強，其 IC50 值下降 58%。
延胡索 50%酒精萃取物之 CYP1A2、CYP1B1、CYP3A4 抑制作用受
P450 氧化代謝反應影響不大(表七)，其預反應前後，其 IC50 值之差異低於
20%，但對 CYP2D6，其 IC50 值由 41 升高至 86 g/mL，升高 110%。
山藥萃取製劑之甲醇萃取物對 CYP1A2、CYP2C9、CYP3A4 抑制作用
受 P450 氧化代謝反應影響之結果顯示於表八，A 廠之甲醇萃取物對
CYP1A2 之抑制作用受預反應之影響不明顯(7%)；對 CYP2C9 之作用，有
無預反應，其 IC50 值均高於 1 mg/mL；對 CYP3A4 之抑制作用，經預反應
後，其 IC50 值下降 39%。B 廠之甲醇萃取物對 CYP1A2 之抑制作用不受預
反應之影響；對 CYP2C9 之作用，有無預反應，其 IC50 值均高於 1 mg/mL；
對 CYP3A4 之抑制作用，經預反應後，其 IC50 值約升高 40%。C 廠之甲醇
萃取物對 CYP1A2 之抑制作用，經預反應後，其 IC50 值約升高 68%；對
CYP2C9 之作用，有無預反應，其 IC50 值不受影響；對 CYP3A4 之抑制作
用，經預反應後，其 IC50 值下降 64%。
山藥萃取製劑之 50%酒精萃取物對 P450 抑制作用受 P450 氧化代謝反
應影響之結果顯示於表九， B 廠萃取製劑之 50%酒精萃取物對 CYP1B1
之抑制作用，經預反應後，其 IC50 值約升高 73%；C 廠萃取製劑之萃取物
對 CYP1A2 及 CYP1B1 之抑制作用，經預反應後，其 IC50 值變化不大。
五、酵素動力學分析
由上述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常用中藥對 P450 產生抑制作用的 IC50 值均
明顯比已知選擇性抑制物的高出很多，影響不大。在這些作用中，以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對 CYP1B1 產生抑制作用的 IC50 值最低，抑制作用最強，
因此進一步對其抑制作用進行酵素動力學分析。使用 0 (DMSO)、20、 45、
60 g/m L 茴香 50%酒精萃取物，測定在有或沒有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存
在下，使用 7-ethoxyresorufin 指標受質(0-2 M)，測定代謝活性，計算動力
學參數。結果顯示於圖一。 CYP1B1 具 Km 及 Vmax 值分別為 0.68 ± 0.1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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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9.10 ± 0.74 nmol/min/nmol P450 (r = 0.991)。茴香 50%酒精萃取物以混合
型競爭抑制 CYP1B1 之代謝活性，Ki 及 KI 值分別為 3.8 ± 0.9 及 7.6 ± 2.3
g/mL (n = 3, r = 0.993-0.995)。
六、萃取物層析圖譜分析
層析圖譜分析的結果顯示於圖二-4，使用液相層析方法，以 photodiode
array 偵測器偵測，選擇最佳之偵測波長，比較經 CYP2C9 及 CYP3A4 之
代謝作用所造成圖譜的差別。茴香之 50%酒精萃取物之液相層析分析圖顯
示在 10 及 11 分鐘出現經 CYP2C9 及 CYP3A4 代謝產生之波峰(圖二)；在
39 分鐘出現之波峰經 CYP2C9 代謝後的波峰面積變小(圖譜有些位移，原
因並不清楚)。而枸杞、大棗、延胡索、薏苡仁 50%酒精萃取物經 CYP3A4
代謝並不產生可偵測到的差別(圖三)。3 家山藥製劑之 50%酒精萃取物之層
析圖譜均不盡相同，A 及 B 廠較相近，但在 5、6 分鐘出現之波峰面積比
例有差別，而 C 廠之圖譜明顯較 A 及 B 廠的出現 7 分鐘的波峰。3 家山藥
製劑之 50%酒精萃取物經 CYP3A4 代謝，A 及 B 廠的圖譜中 7 分鐘出現的
波峰有明顯的波峰面積增加(以相對於 5 分鐘出現之波峰的面積)，但 C 廠
的增加的很少(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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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枸杞、茴香、大棗、延胡索、薏苡仁、山藥為國人常用中藥材，結果
顯示常被使用於飲食之藥材的萃取物，包括枸杞、大棗、薏苡仁之 50%酒
精萃取物對 P450 之活性均無明顯之抑制作用，然而，枸杞之水萃取物曾被
報導在大白鼠對四氯化碳誘發之肝毒性具保護作用 11 ，其抑制鼠 CYP2E1
之表達，或許枸杞可以抑制 CYP2E1 之表達但不直接抑制活性，但是因萃
取物之製備及實驗動物種類、方式等均不相同，對人類體內作用之影響，
仍需進一步探討。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常用中藥對 P450 產生抑制作用的 IC50
值均明顯比已知選擇性抑制物的高出很多，產生藥物交互作用之可能性需
進一步進行體內實驗之研究。枸杞、大棗、薏苡仁之 50%酒精萃取物在分
析條件下無可偵測之 CYP3A4 參與之代謝反應。茴香之藥材為 F. vulgare 的
種子，其甲醇萃取物對人肝微粒體 CYP3A4 之指標活性- erythromycin
N-demethylation 活性產生不可逆之 mechanism-based 去活化作用 12。我們的
研究結果也顯示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在體外實驗，對 CYP3A4 之指標活
性─nifedipine oxidation 活性，其抑制作用因預反應而加強，顯示可能具
mechanism-based 的抑制作用。然而，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對 CYP1B1、
CYP1A2、CYP2C9 產生抑制作用。以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對 CYP1B1 產生
抑制作用的 IC50 值最低，其以混合型競爭抑制 CYP1B1 之代謝活性，其 Ki
及 KI 值分別為 3.8 ± 0.9 及 7.6 ± 2.3 g/mL。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對 CYP2C9
活性抑制作用，經 CYP2C9 代謝後，抑制之 IC50 值升高最多，受代謝影響
最大。使用液相層析方法配合 photoiode array 偵測代謝前後差異，雖然無法
測得無吸光度之物質，但液相層析方法配合 photoiode array 偵測的結果較質
譜分析的結果不易造成無法比較分析或判讀的問題。經分析結果顯示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可經 CYP2C9 及 CYP3A4 代謝。延胡索 50%酒精萃取物之
CYP1A2、CYP1B1、CYP3A4 抑制作用較不強，且受 P450 氧化代謝反應影
響 IC50 值不大，其預反應前後，其 IC50 值之差異低於 20%，但對 CYP2D6
抑制作用較強，經預反應後其 IC50 值升高 110%，屬中度影響。在山藥萃取
製劑之甲醇及 50%酒精萃取物，3 廠製劑之萃取物對 CYP2A6、CYP2C9、
CYP2D6、CYP2E1、CYP3A4 均無強抑制作用(IC50 值> 500 g/mL)，其中
以 C 廠萃取製劑之甲醇萃取物對 CYP1A2 及 CYP1B1 之抑制作用較強，代
謝之預反應對其影響不明顯。3 家山藥製劑之 50%酒精萃取物經相同的重組
CYP3A4 代謝系統，A 及 B 廠的圖譜中 7 分鐘出現的波峰有明顯的波峰面
積增加(以相對於 5 分鐘出現之波峰的面積)，但 C 廠的卻增加的很少。是否
化學組成物經層析在 7 分鐘出現的波峰，C 廠的組成物不同於 A 及 B 廠的？
仍需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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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此研究建立人類 P450 分析系統，以大腸桿菌表達人類 P450 包括：
CYP1A2、CYP1B1、CYP2A6、CYP2C9、CYP2D6、CYP2E1、CYP3A4 等
的酶系統。在常用中藥枸杞、大棗、茴香、延胡索、薏苡仁、山藥中，其
抑制作用不同，相對於已知之化學抑制物，抑制作用之 IC50 值較高。代謝
的確會對抑制作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層析圖譜也說明在偵測條件下，
經重組 P450 代謝前後產生圖譜之異同。然而，人類體內作用之影響仍需進
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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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茴香 50%酒精萃取物對 CYP1B1 抑制作用之抑制動力學分析。結果
為平均值(n=2)或平均值±標準誤差(SD) (n=3)。(A) 活性對受質濃度
作圖。(B)The Lineweaver-Burk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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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茴香之 50%酒精萃取物之液相層析分析圖。上圖: 有(紅線)或無(黑線)
經過 CYP3A4 代謝萃取物之層析分析。下圖: 有(紅線)或無(黑線)經
過 CYP2C9 代謝萃取物之層析分析。波峰 M 及 S 分別表示增加及降
低波峰面積之可能代謝產物及 P450 受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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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黑線)或經過(紅線)CYP 3A4 代謝萃取物之層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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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山藥製劑 A-C 之 50%酒精萃取物之不經過(黑線)或經過(紅線) CYP
3A4 代謝萃取物之層析分析。波峰 M 表示增加波峰面積之可能代謝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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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製備人類細胞色素 P450
P450
CYP1A2
CYP1B1
CYP2A6
CYP2C9
CYP2D6
CYP2E1
CYP3A4
a

產量
nmol P450/升
0.75
2.0
29
8.3
2.2
6.3
41.1

標誌受質代謝活性 a
nmol/min/nmol P450
4.14
14.8
8.04
4.12
28.92
7.42
3.11

對 CYP1A2、CYP1B1、CYP2A6、CYP2C9、CYP2D6、CYP2E1、CYP3A4
活性分析(n=2)分別使用 7-ethoxyresorufin、7-ethoxyresorufin、tolbutamide、
dextromethorphan、chlorzoxazone、nifedipine 為標誌受質。

表二、製備枸杞、大棗、茴香、薏苡仁、延胡索、山藥萃取製劑之 50%酒
精萃取物及山藥萃取製劑之甲醇萃取物
藥材
枸杞
大棗
茴香
山藥 (A 廠)
山藥 (B 廠)
山藥 (C 廠)
薏苡仁
延胡索

酒精萃取物/藥材或萃取製劑
克/克
0.46
0.37
0.11
0.03
0.03
0.02
0.02
0.13

“-“: not determined.結果為一次製備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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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萃取物/萃取製劑
克/克
0.27
0.48
0.06
-

表三、枸杞(L. chinese)、茴香(F. vulgare)、大棗(Zizyphi Fructus)50%酒精萃取物對人類細胞色素 P450 之抑制作用
P450

Selective inhibitor

IC50, g/mLa

60%~ 80% inhibition
g/mLa

g/mL

Ethanol extract
L. chinese

F. vulgare

Z. Fructus

>1000

200 ± 18

>1000

>1000

27 ± 5

>1000

CYP1A2

-naphthoflavone

CYP1B1

-

CYP2A6

tranylcypromine

0.34

>1000

CYP2C9

sulfaphenazole

0.31

>1000

CYP2D6

quinidine

0.97 ± 0.06

0.32

>1000

>240

>1000

CYP2E1

diethyldithiocarbamate

0.18 ± 0.05

14.8

>1000

>240

>1000

CYP3A4

ketoconazole

0.1 ± 0.1

0.53

>1000

103 ± 28

>1000

a

2.70

IC50


>240
64 ± 3

>1000
>1000

在人肝微粒體產生抑制作用所需之濃度 (Taesotikul et al., 2011; Newton et al., 1995; Khojasteh et al., 2011)。
結果為活性測定(n=2)，經軟體運算 curve fitting 得到的 IC50 值±估計值的變異值(variance of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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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薏苡仁(C. lachryma)及延胡索(C. yanhusuo)之 50%酒精萃取物對人類
細胞色素 P450 之抑制作用
IC50
 mLg/
P450

C. lachryma extracta

C. yanhusuo extract

CYP1A2 >100

335 ± 39

CYP1B1 >100

227 ± 9

CYP2A6 >100

>1000

CYP2C9 >100

>1000

CYP2D6 >100

41 ± 16

CYP2E1 >100

>1000

CYP3A4 >100

272 ± 34

a

因在反應中，高於 100 g/mL，反應溶液產生沉澱。在濃度最高至 100 g/mL，
對各個 P450 均不造成抑制作用。結果為活性測定(n=2)，經軟體運算 curve
fitting 得到的 IC50 值±估計值的變異值(variance of estimate)。

表五、山藥製劑之甲醇及 50%酒精萃取物對人類細胞色素 P450 之抑制作用
IC50 g/mL
P450
CYP1A2
CYP1B1
CYP2A6
CYP2C9
CYP2D6
CYP2E1
CYP3A4

Methanol extract
A廠
B廠
C廠
590 ± 123 313 ± 2
184 ± 1
299 ± 27
114 ± 58
75 ± 2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600 ± 12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428 ± 4
690 ± 110 660 ± 260

A廠
>1000
850 ± 2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thanol extract
B廠
C廠
>1000
680 ± 450
530 ± 70 170 ± 30
>1000
>1000
>1000
499 ± 4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結果為活性測定(n=2)，經軟體運算 curve fitting 得到的 IC50 值±估計值的變
異值(variance of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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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預反應對茴香(F. vulgare)酒精萃取物抑制人類細胞色素 P450 作用之
影響
P450

標誌受質

CYP1A2
CYP1B1
CYP2C9
CYP3A4

7-Ethoxyresorufin
7-Ethoxyresorufin
Tolbutamide
Nifedipine

IC50, g/mL
without pre-incubation with pre-incubation
200 ± 18
387 ± 6
27 ± 5
38 ± 0
64 ± 3
>240
103 ± 28
43 ± 3

預 反 應 (pre-incubation) 之 進 行 是 將 萃 取 物 與 人 類 細 胞 色 素 P450 在 有
NADPH 的環境下反應 10 分鐘後，再進行活性測定。結果為活性測定
(n=2-4)，經軟體運算 curve fitting 得到的 IC50 值±估計值的變異值(variance of
estimate)。

表七、預反應對延胡索(C. yanhusuo)酒精萃取物抑制人類細胞色素 P450 作
用之影響
P450

標誌受質

CYP1A2
CYP1B1
CYP2D6
CYP3A4

7-Ethoxyresorufin
7-Ethoxyresorufin
Dextromethorphan
Nifedipine

IC50, g/mL
without pre-incubation with pre-incubation
335 ± 39
276 ± 30
227 ± 9
251 ± 13
41 ± 16
86 ± 14
272 ± 34
239 ± 45

預 反 應 (pre-incubation) 之 進 行 是 將 萃 取 物 與 人 類 細 胞 色 素 P450 在 有
NADPH 的環境下反應 10 分鐘後，再進行活性測定。結果為活性測定(n=2)，
經軟體運算 curve fitting 得到的 IC50 值 ±估計值的變異值 (variance of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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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預反應對山藥製劑之甲醇萃取物抑制人類細胞色素 P450 作用之影響
P450

IC50, g/mL
without pre-incubation

with pre-incubation

CYP1A2

590 ± 123

630 ± 177

CYP2C9

> 1000

> 1000

CYP3A4

428 ± 4

263 ± 19

CYP1A2

313 ± 2

329 ± 51

CYP2C9

> 1000

> 1000

CYP3A4

690 ± 110

969 ± 137

CYP1A2

184 ± 1

310 ± 18

CYP2C9

600 ± 120

620 ± 46

CYP3A4

660 ± 260

239 ± 45

A廠

B廠

C廠

預反應(pre-incubation)之進行是將萃取物與人類細胞色素 P450 在有 NADPH
的環境下反應 10 分鐘後，再進行活性測定。結果為活性測定(n=2)，經軟體
運算 curve fitting 得到的 IC50 值±估計值的變異值(variance of estimate)。

表九、預反應對山藥製劑之酒精萃取物抑制人類細胞色素 P450 作用之影響
P450

IC50, g/mL
without pre-incubation

with pre-incubation

530 ± 70

917 ± 92

CYP1A2

680 ± 450

660 ± 10

CYP1B1

170 ± 30

200 ± 30

B廠
CYP1B1
C廠

預反應(pre-incubation)之進行是將萃取物與人類細胞色素 P450 在有 NADPH
的環境下反應 10 分鐘後，再進行活性測定。結果為活性測定(n=2)，經軟體
運算 curve fitting 得到的 IC50 值±估計值的變異值(variance of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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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蜍靈對細胞發炎反應的效益評估及其作用
機制和標的分子探討
吳鈺琳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

摘

要

不論在生物醫學及中國傳統醫學的領域中，疾病與疾病導致的基因改變以及
藥物的作用等三面向的關連一直是很重要的研究目標。在實驗室的層級中如何發
現適用的中草藥及如何釐清中藥作用的標的分子及相關機轉一直是很重要的工
作。中藥的特色之一是常具有既能抗發炎又能增強免疫力的生物活性。而發炎反
應是全身各組織均會發生的重要生理功能，然而失調的發炎反應卻也會對身體造
成危害，例如敗血症即是臨床上常見且非常嚴重的發炎症狀。蟾酥，是蟾蜍毒腺
的萃取物並作為主要在血癌細胞上的抗癌因子。然而對蟾酥在細胞發炎反應的藥
效則未有任何相關報導。

研究目的：
將探索蟾酥成分中的蟾蜍靈對細胞發炎反應的影響，闡述其中所參與作用方
式和分子機轉，並探討蟾蜍靈之標的基因。

研究方法：
採用細胞培養模式並以結合細胞學、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的觀點去評估蟾
蜍靈在細胞發炎上一連串反應中兩種非常重要的發炎分子，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及
細胞介白素第八之傳訊核醣核酸與蛋白質上的作用。我們也採取選擇性的有絲分
裂活化蛋白質激酶及 NF-κB 訊息路徑的抑制劑。生物晶片分析的運用也用於揭露
蟾蜍靈可能作用的目標基因。

結果與討論：
我們的實驗結果證明蟾蜍靈增強了蛋白質激酶 C 所引發的第二型環氧化酵
素及白細胞介素第八的傳訊核醣核酸與蛋白質表現。蟾蜍靈可能藉作用在有絲分
裂活化蛋白質激酶及 NF-κB 訊息路徑上來增強有絲分裂活化蛋白質激酶磷酸化
及 NF-κB 往細胞核之轉位，進而調控蛋白質激酶 C 所誘發的細胞發炎。蟾蜍靈
亦能調控許多除了發炎有關外之其他新穎的基因群。綜而觀之，我們的發現的確
擴展了對蟾蜍靈是否能以及蟾蜍靈是如何貢獻在細胞層面上的發炎過程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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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未來若在動物模式上進一步延續相關研究，勢必會更深入認知蟾蜍靈在整個
生物體上的角色，並進而提供蟾蜍靈在人體健康上維護上的寶貴資訊及方法。
關鍵詞：蟾蜍靈、發炎反應、訊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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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Bufalin in Cellular
Inflammatory Cascades
Yuh-Lin Wu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teraction between diseases, disease-modifying genes, and herbal modulators of
those gene products has been a top aim of biomed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core of
Chinese medicine. It has been a critical goal in lab to locate herbal molecules with
identified novel functions, to delineate the related mechanisms, and to identify the
target molecules or genes of the pure herbal molecules. One fea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is that it is able to perform an anti-inflammatory and/or to promote body
immune activities. Inflammation is a normal physiological process, which occurs in a
variety of tissues; however, unharmonious inflammation may result in devastating
outcomes, such as sepsis. Bufadienolides are extracts of toxic glands from toads, and
used as anticancer agents mainly on leukemia cells. However,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bufadienolides to the inflammatory process remains mostly unclear.

Aim:
This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a pure component of bufadienolides, bufalin to
evaluate its effects on cellular inflammatory cascades, to pinpoint the involv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o identify its potential target genes in a global scope.

Methods:
We used cell culture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bufalin on cellular
inflammatory cascades from cellular, biochemical and molecular biological aspects by
examining two critical inflammatory molecules cyclooxygenase-2 (COX-2) and
interleukin 8 (IL-8)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 also adopted selective chemical
inhibitors of MAPKs and NF-κB signal pathways. The microarray assay was also used
to unveil the potential target genes of bufalin.

Results and Discussion: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bufalin enhanced PKC-induced CO-2 and IL-8
expression at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Bufalin may target to MAPK as well as
NF-κB pathways to regulate PKC-induced cellular inflammation by enhancing MAPK
phosphorylation and nuclear NF-κB translocation to perform its roles in inflammation.
Bufalin can regulate many more novels genes, other than inflammation-related ones.
Our findings indeed expand our knowledge of if and how bufalin contributes to the
3

inflammatory process in a cellular scope. Future work in animal model should further
the whole picture of bufalin in a whole body, so as to provide valued information and
options for bufalin to human health.
Keywords: Bufalin, Inflammation, Signal transduction

4

壹、前言
一ヽ中藥研發之重用性
自90年代開始，預防醫學在世界醫學中逐漸受到重視，由治療醫學模
式慢慢轉向預防醫學。由於人類之高齡化，對於各種老人病或慢性疾病的
處置理皆有不同程度的困境，於是另類的自然療法遂成為大眾所期盼嚮
往。近年來中草藥的市場蓬勃發展主要是因為現代人崇尚自然養生，同時
由於西藥經常會引起一些副作用或毒性，另外長期服用西藥也可能造成抗
藥性之窘境，使得大眾對化學合成藥物的食用開始產生疑慮，也因此急欲
尋求回歸符合天然之中藥物治療方式。各種中藥的療效也許已廣為熟知，
但若能透過現代科學的研究分析，將有助於以科學知識或機轉來解析各種
中藥劑的成分以瞭解其如何能發揮醫療效用。所以當務之急是藉結合當代
各種生理學ヽ細胞生物學ヽ以及生物化學ヽ分子生物學等的研究模式來有
效釐清中藥的作用機轉及其標的分子或基因，如此不僅能更進一步提昇中
藥的療效，增進對中藥作用機轉的瞭解，也可能進一步瞭解並免除中藥干
擾或對正常生理功能的不當影響。
二、蟾蜍靈的相關研究
傳統中藥在亞洲地區的廣泛使用，提供了治療疾病的另一種新興的選
擇。中藥中的蟾酥，一種常用的傳統中藥，係由中華大蟾蜍(Bufo bufo
gargarizans Gentor)或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ctus Schneider)的耳後腺及皮
膚腺所分泌的白色漿液經乾燥而成。蟾酥的主要成分包含有：1.具心臟活性
之類固醇 (cardioactive sterols)；2.不具心臟活性之類固醇 (noncardioactive
sterols)；3.兒茶酚胺 (catecholamines)；4.吲哚烷基胺(indolealkylamines)。蟾
酥在中醫上被用於治療心力衰竭、過敏、發炎等疾病。除此之外，蟾酥對
於癌症的治療在中醫也有悠久的歷史，其機轉可能是：1.增強免疫力；2.抑
制血管新生；3.直接毒殺腫瘤細胞。被報導可治療的癌症如胃癌、食道癌、
肝癌、乳癌、子宮頸癌、淋巴癌及白血病等。因蟾酥的成分複雜，所也可
能相對的造成心律不整，心室期外縮以及心傳導阻滯等不適症狀
(Abdel-Rahman et al., 2010)。
中藥的成分組成複雜，經常除了含有具療效的成分外，也常含有可能
對細胞或個體造成毒害的其他成分(Dasgupta, 2003)。事實上即有文獻報
導，曾有人施打含蟾酥的蟾蜍萃取物，卻因而中毒喪命(Kostakis and Byard,
2009)。所以，若能將中草藥作徹底的成分解析，萃取出或以化學合成其具
有治療效果的成分即可能免除毒害成分所造成的危害，並且能進一步以更
科學的方式來探索此具療效之成分其相關作用機轉為何，甚而設計出效益
更強且更安全的藥劑。而蟾酥亦然，曾有文獻探討並推測蟾酥至少包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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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種以上的化學成分及 4 種以上的相關代謝產物(Xiaa et al., 2010)。另有一
研究報導從 80 毫克蟾酥中可分別粹取出 7.5 毫克的 cinobufotalin，8 毫克蟾
蜍靈(bufalin)，14 毫克的 cinobufagin 以及 9.5 毫克的 resibufogenin。由此推
算，所以蟾蜍靈可能約可佔十分之一(Xin et al., 2010)。雖然只有十分之一，
但卻有許多文獻指出蟾酥被發現在心臟的作用、免疫系統作用以及在癌細
胞的毒殺效用等等特性，蟾蜍靈經常能顯現同樣，甚至更強的效果，且有
別於成分複雜的蟾酥，蟾蜍靈的作用機轉也漸漸有一些探討及推斷(Qi et al.,
2010)。蟾蜍靈因為結構已知，所以更能以化學合成來獲取極高純度的藥劑，
進而以此單一成分在較單純的細胞培養系統進行實驗，將有利於釐清蟾蜍
靈的確實作用機制及標的分子。所以本計畫決定率先採用具蟾酥效果，但
成分單純的單一分子蟾蜍靈，以科學的方式來探索中藥蟾酥在細胞發炎反
應可能扮演的供功能及角色。而任何在細胞系統所能獲取的資訊勢必能替
未來的組織或動物實驗奠立研究根基。由此可知，對蟾酥中的單一成分深
入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及迫切性。
三ヽ發炎反應在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
發炎反應對於人體的免疫系統相當重要。於外在或是內在的環境分子
刺激下，發炎反應會開啟防禦系統抵抗這些可能造成人體危害的刺激
(Hanada and Yoshimura, 2002)。急性發炎反應為短時間內，藉由影響先天性
免疫或體液免疫達到保護細胞免於受到傷害的結果，因此對生物體提供了
治療的功能。在急性發炎反應中，白血球藉血液循環抵達周邊組織，最開
始經常會有多形核顆粒球細胞(polymorphonuclear granulocytes)，緊接著是單
核細胞(monocyte)，且會於組織中分化成巨噬細胞(macrophage)。且經常會
伴隨組織中的肥大細胞(mast cell)與巨噬細胞藉由細胞的去顆粒作用與釋放
許多發炎物質。這些發炎物質包含生物活性胺、細胞激素、趨化激素與脂
溶性介質等，如前列腺素會藉由活化發炎細胞進入進而導致水腫的產生
(Serhan and Savill, 2005)。然而假若發炎反應持續一段長時間並轉化成慢性
發炎時，則會對人體造成很大的損害(Aggarwal et al, 2006)。目前慢性發炎
反應的診斷與指標尚未完全明瞭，然而卻已知發炎前趨細胞激素、趨化激
素、細胞黏著分子與發炎反應相關酵素等物質均被報導參與在慢性發炎反
應中，並與許多疾病的形成關係密切，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關
節炎、阿茲海默症以及自體免疫疾病等等(Lawrence and Gilroy, 2007)。
四ヽ第二型環氧化酵素的生理功能
環氧化酵素又被稱為是前列腺素G/H合成酶，其功能為調控當細胞膜經
磷脂酶A2作用後釋放出花生四烯酸並生合成各種不同前列腺素的速率決定
步驟(Funk, 2001)。環氧化酵素實質上控制著兩個步驟，首先，兩個氧分子
會轉移至花生四烯酸並形成一過渡的不穩定結構，稱為前列腺素G2，緊接
6

著，前列腺素G2會進而裂解為前列腺素H2，而前列腺素H2則是一前驅物，
經由特定的合成酶進一步可轉換成前列腺素、前列環素、或血栓素(Cha et al.,
2006)。環氧化酵素有兩種異構型，分別為會持續於組織表現的環氧化酵素
一型以及受誘導下才表現的環氧化酵素二型(Xie et al., 1991)。此兩型實質上
扮演著相同的酵素功能，但環氧化酵素一型的持續表現主要是主導製造一
定基礎量的前列腺素，以維持組織功能的恆定(Greenhough et al., 2009)。而
環氧化酵素二型在刺激下才會被誘發表現，這些刺激包含有介白素-1形
(IL-1.、腫瘤壞死因子(TNF.或生長因子等(Chun and Surh, 2004)，這些分子
的表現都經常會在發炎反應的活化下被誘發。環氧化酵素活性作用下的終
產物，前列腺素在西元1930年於人類精液被發現及分離出來。前列腺素有
不同種類，已知的有PGD2、PGE2、PGF2、PGI2。前列腺素是由PGH2經組
織中各專一性的合成酵素所產生的下游產物：例如PGE合成酶(PGES)合成
PGE2；PGI合成酶 (PGIS)合成PGI2；PGD合成酶 (PGDS)合成PGD2以及PGF
合成酶 (PGFS)合成PGF2。以往的諸多研究已經證明各種發炎引發物可引起
第二型環氧化酵素的轉錄與轉譯，進而調控前列腺素的生成來參與發炎反
應的進行。因此第二型環氧化酵素長久以來一直被公認在發炎反應中扮演
著極重要的角色。
五、介白素第八的生理角色
也被稱為CXC類趨化素配體八的介白素第八是負責發炎過程中嗜中性
白血球聚集及活化的前發炎物質CXC類趨化物(Iwabe et al., 1998)。嗜中性
白血球可製造各種產物，如脂質分子(LTB4、PAF、TXA2、LTA4)，細胞激
素(IL-1、IL-6、IL-8、TNF-、TGF等)，蛋白 酶 (elastase、collagenase、MMP-9)，
殺菌物質(lactoferrin、lysozyme)，活性氧中間產物及一氧化氮 (NO)。關於
急性和慢性發炎的研究均發現介白素第八為主要的媒介物來促成嗜中性球
活化並進而調控的發炎反應的進行(Waugh and Wilson, 2008)。許多其他研究
也推測嗜中性球會透過內生性的介白素第八被招募到感染的部位進一步將
侵入的微生物消滅。除此之外，將脂多醣體(lipopolysaccharide)透過胸腔內
注射到兔子體內會引起嚴重的嗜中性球浸潤，然而，給予了抗介白素第八
的抗體會降低嗜中性球浸潤的現象(Mukaida, 2000)。另外，在不同的細胞
中，經由不同種類的病毒與病毒相關物質所造成的宿主感染也明顯的會活
化調控產生介白素第八的機制(Mukaida, 2000)。這些文獻均強烈的支持介白
素第八在宿主發炎反應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細胞在正常的情形
下，介白素第八分泌量基本上是很低的，直到細胞受到不同刺激物的刺激
即會大量製造釋放進而參與發炎反應(Lee et al., 1997)。
六、蛋白質激酶 C (Protein Kinase C, PKC)家族所參與訊息傳遞在發炎反應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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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激酶C家族的成員是屬於絲胺酸/蘇胺酸激酶類，其經常大量表
現在細胞內以負責維持人體的健康。PKC的成員已經被證實能轉變由許多
細胞膜接受器活化所引起之細胞膜磷酯質的釋放所引起之訊息傳真，因而
在多元的細胞功能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Newton, 2010)。事實上，各種細胞
表面的接受器藉由被匹配的專一性促效劑活化，已經被證實會造成PKC的
活化進而去傳遞訊息來調控各種細胞功能。多細胞的生物體已發展成高效
率，且藉由接受器所媒介的細胞訊息連結元件，來整合及協調免疫反應的
許多功能以及在許多訊息傳遞路徑中去參與由刺激物直到引發細胞發炎反
應間的訊息傳遞，而蛋白激 酶C即是會引發各種發炎反應參與者的重要角色
(Rozengurt, 2007)。事實上，有絲分裂的促效劑用來刺激蛋白激酶C的途徑，
時常會導致一些細胞中下游的反應，例如促進細胞質中蛋白的磷酸化以及
調節細胞核中的轉錄因子(Chen, 2006)。蛋白激酶C對於發炎的重要性已經
被廣泛認知於心肌細胞的發炎反應當中，並且發現蛋白激 酶
C可能會作用在
激酶IKK複合物上，促使轉錄因子NF-B活化與其後的心臟發炎反應產生
(Trushin et al., 2003)。另外也有研究指出轉錄因子NF-B與AP-1的活性會經由
蛋白激酶C的途徑所活化之ERK1/2與JNK來達成(Li et al., 2000)。
七、研究動機
本計畫所使用的藥物蟾蜍靈 (bufalin)則是屬於蟾酥中具心臟活性之類
固醇。它是一種類似毛地黃的分子，已經被發現有許多的生物活性，例如
增加心血管張力、局部麻醉、血壓刺激、呼吸和抗腫瘤的活性。關於蟾蜍
靈能抗腫瘤一詞，過去已被證實確實能有效的抑制腫瘤的生長，在血癌和
前列腺癌中，蟾蜍靈曾被報導能夠藉由誘發這些癌細胞之細胞凋亡和細胞
週期的停滯進而抑制腫瘤的效果(Jing, et al., 1994; Yeh, et al., 2003)。另外，
蟾酥中作用於心臟的固醇類被報導可能可藉由抑制 T 細胞的活性來達成抗
發炎反應的效果(Ma et al., 2009)，然而屬與此類蟾蜍靈在發炎反應的相關領
域目前尚未有任何清楚報告。另外，蛋白激酶 C 的訊息途徑已被報導會參
與在第二型環氧化酵素(Wu and Wiltbank, 2002)與介白素第八(Zeineh et al.,
2003)的表現當中。因此，利用活化蛋白激 酶C 的途徑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模
式來研究發炎反應相關的調節。所以，我們利用蛋白激酶 C 的活化劑，
12-O-tetradecanoyl-phorbol-13-acetate (TPA)於我們的細胞培養系統中，來研
究蟾蜍靈在發炎反應的功能性與其可能的作用標的分子。我們率先驗證了
兩個相當重要的發炎反應因子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探討:(1)蟾
蜍靈究竟能夠增強或減弱 TPA 所誘發的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蛋白的表現和
PGE2 的釋放；(2)蟾蜍靈如何影響 TPA 所媒介的介白素第八蛋白的表現和釋
放。我們亦利用 RT-PCR 進一步檢測蟾蜍靈對於 TPA 所誘發第二型環氧化
酵素和介白素第八之傳訊核醣核酸的影響，並更進一步探討蟾蜍 靈對 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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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誘發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之啟動子(Promoter)的調控。另外，
我們也進一步探究蟾蜍靈是作用在那些已知 TPA 所誘發的訊息路徑中，進
而達成其調控發炎反應的角色。因此，也運用了已知可能參與的訊息傳遞
分 子 的 專 一 性 抑 制 劑 ： MAPK (p38:SB203580, JNK:SP600125, ERK:
PD98059)，以及 NF-B(Parthenolide)進一步檢測；也利用生化方法來驗證蟾
蜍靈是否能作用在此些重要的訊息路徑(p38, ERK, JNK, NF-B)上。同時，蟾
蜍靈的基因體作用(Genomic effect)也被探討。我們利用生物晶片分析(DNA
microarray)來大規模探討蟾蜍靈在細胞中所可能作用的所有標的基因。除了
蒐集大量的基因表現資料之外。因為我們很可能從中發掘蟾蜍靈所作用的
新穎(Novel)的標的分子，從而提供對於治療發炎相關病症的重要資訊，並
提供將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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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材料
本計畫所使用蟾酥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蟾蜍靈(bufalin)為購自Sigma
公司(B0261; St. Louis, MO, USA)的純物質以利做更明確的研究。
二、細胞株及培養方法
兩 種 人 類 乳 癌 細 胞 株 MDA-MB231 ， MCF-7 ， 及 人 類 巨 噬 細 胞 株
THP-1 ， 皆 購 自 新 竹 食 品 工 業 發 展 研 究 所 之 菌 種 保 存 及 開 發 中 心 。
MDA-MB231，MCF-7及H184B5F5/M10細胞株培養於Dulbecco’s Modified
Eagle’s Medium (Gibco Laboratories, Grand Island, NY, USA )培養基；THP-1
則培養於RPMI1640培養基 (Gibco)。培養基皆含10%胎牛血清，100 μg/mL
青黴素(Sigma)及100 IU/mL鏈黴素(Sigma)。培養環境為37℃，5% CO2及95%
大氣之培養箱。每二至三天 更換一次培養基，每週進行兩次繼代培養。
三ヽ以西方墨點法偵測細胞內的蛋白質表現
細胞經藥物處理(控制組，TPA (20 ng/mL)，蟾蜍靈(1 M)，TPA+蟾蜍靈
(1，0.1，0.01，0.001 M)適當的時間後，以一倍 PBS 清洗培養細胞三次，將
處理過的細胞收集並萃取其細胞之總量蛋白。以常規式的西方墨點分析，
以各種專一性的抗體來檢視特定基因的蛋白表現，例如第二型環氧化酶酵
素、介白素第八。
四ヽ利用酶聯免疫法測量前列腺素 E2 及介白素第八
為測定各種不同細胞激素及前列腺素 E2 及介白素第八分泌至培養液中
的含量，將細胞植入 24 孔盤中，接著將細胞經藥物處理 12 以及 24 小時後，
收集細胞的上清液，並且利用酶聯免疫法試劑盒(R&D Systems)，依據製造
商的說明進行實驗來分析其中前列腺素 E2 及介白素第八的含量。
五、以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偵測各種基因的傳訊核醣核酸
細胞經藥物處理細胞經藥物處理適當的時間後，以一倍 PBS 清洗培養
細胞三次，並依據廠商的操作手冊，將刮勺刮下並被異硫氰酸酯類的 TRI
試劑溶液作用，並萃取細胞內的全部細胞的 RNA。將收集妥的核醣核酸樣
本溶解在焦碳酸二乙酯處理過的水中並保存在攝氏負八十度低溫中。以兩
步驟的半定量反轉錄鏈聚合酶鏈反應方式來測量細胞中特定基因的傳訊核
醣核酸之表現量。
六ヽ確認參與 TPA 和蟾蜍靈所調節的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及介白素第八表現
的訊息傳遞路徑
為了闡明在乳癌細胞株中 TPA 與蟾蜍靈究竟是藉何種訊息傳遞路徑達
成其調控發炎分子的表現，我們使用一系列的化學抑制劑(p38 抑制劑
SB203580; JNK 抑制劑 SP600125; ERK 抑制劑 PD98059; NF-B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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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henolide)來評估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的蛋白表現情形。除此
之外，由不同的專一性抗體，抗磷酸化 p38 的抗體，抗磷酸化 JNK 的抗體
和抗磷酸化 ERK 的抗體來瞭解不管是否有蟾蜍 靈的存在下，透過 TPA 所活
化的 MAPKs 的磷酸化來確認蟾蜍靈對 MAPKs 的作用。另外在不論是否有
蟾蜍靈的存在，測定由 TPA 所調控的 NF-B 路徑：NF-B 的組成單位 p65 在
細胞核和細胞質的分布情形，來釐清蟾蜍 靈是否會影響由TPA 所誘發 NF-B
路徑的啟動。
七ヽ研究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及介白素第八基因之轉錄調控
對於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基因，我們也初步探討其啟動子
的研究。探討TPA及蟾蜍靈是否直接或是間接調控第二型環氧化酵素或介白
素第八之基因轉錄(Cheng et al, 2008)。
八ヽ微陣列分析
將 MB231 細胞培養於 10 公分的培養皿中 24 小時後，依照下列組別處
理 12 小時：(a)對照組為無血清的培養基；(b) 20 ng/mL TPA；(c) 0.1 M 蟾
蜍靈；(d)同時加入 20 ng/mL TPA 與 0.1 M 蟾蜍靈。萃取核醣核酸樣本後將
其反轉錄成互補核醣核酸，然後進行標定實驗，再與 Affymetrix chips
(Affymetrix 公司的 U133 PLUS 2.0 全基因體晶片)進行雜交。微陣列及基因
表現的實驗結果經由國立陽明大學基因體中心的初步分析，此將有助於了
解哪些特定基因可以受蟾蜍靈的影響。其結果也將驗證我們在前面實驗中
所得到的結論，例由 TPA 所誘導的第二型環氧酵素與介白素第八的表現。
九ヽ統計方法
在所有細胞實驗中，每個實驗至少重複三至六次。實驗值利用平均值±
平均標準差來呈現。兩組間比較則使用學生-t 檢定或使用單因子變異分析以
及 Dunnett 檢定來處理多組間的比較。在所有統計結果中，P < 0.05 被視為
有統計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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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ヽ在人類乳癌細胞(MDA-MB231)，驗證 TPA 經由 PKC 路徑誘發第二型
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之表現
為研究蟾蜍靈在發炎反應過程中的影響，我們使用已經被證明能夠有
效引起發炎反應的蛋白激 酶 C (PKC)的活化劑 TPA，來監測兩個主要的發炎
物質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的表現。為評估在 MB231 細胞 TPA 能
藉由 PKC 路徑誘發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之表現，PKC 專一性抑
制劑 bisindolylmaleimide (BIM) I 預先處理 MB231 細胞後一小時，再以 TPA
刺激細胞 24 小時，藉由常規的西方墨點法來檢視細胞的第二型環氧化酵素
和介白素第八蛋白質的表現。如圖一所示，TPA 的確有效誘發第二型環氧
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的表現，且此現象會被 PKC 抑制劑 BIM I 有效抑制(圖
一 A、一 B)，印證 TPA 的確藉 PKC 路徑誘發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
第八。
二ヽ在人類乳癌細胞(MDA-MB231)及巨噬細胞(THP-1)中，蟾蜍 靈對於TPA
所誘發的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表現之影響
在人類乳癌細胞株 MB231 和 MCF-7 中，在有蟾蜍 靈(1，0.1，0.01，0.001
M)的存在下，給予 TPA (20 ng/mL)的刺激 24 小時，來檢視細胞的第二型環
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蛋白質的表現。我們發現在 MB231 細胞，TPA 能促
進第二型環氧酵素與介白素第八的表現(圖二)；在同時加入 1 或 0.1 M 的蟾
蜍靈，TPA 所誘發第二型環氧酵素與介白素第八的表現有更為顯著的增加
(圖二 A、二 B)。在另一乳癌細胞株 MCF-7 也有類似的結果(結果未呈現)。
同時我們亦利用酶聯免疫法測量分析了蟾蜍靈對 TPA 所引發前列腺素 E2
與介白素第八的釋放。蟾蜍靈對 TPA 所引發前列腺素 E2 與介白素第八的釋
放皆有提昇的效果(圖三 A、三 B)。
另外，巨噬細胞在免疫系統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也初步評估了
蟾蜍靈對 TPA 及脂多醣體(Lipopolysaccharide)在人類巨噬細胞中所誘發之
發炎反應的影響，檢測了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的表現。我們發
現在 THP-1 細胞中，0.1 或 0.01 M 的蟾蜍靈能提昇 TPA 及脂多醣體所誘發
第二型環氧酵素的表現(圖四)，但對 TPA 及脂多醣體所誘發介白素第八的
表現則無明顯效果(圖五)。
三ヽ蟾蜍靈對於由 TPA 所誘發的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傳訊核醣
核酸及基因轉錄表現之影響
為了進一步確認蟾蜍靈是否能藉由調控轉錄層級進而影響 TPA 所引起
第二型環氧酵素與介白素第八的表現，我們利用 RT-PCR 方法檢測第二型環
氧酵素與介白素第八傳訊核醣核酸的表現。發現在 TPA (20 ng/mL)處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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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後，第二型環氧酵素傳訊核醣核酸的表現有顯著上升，且當同時加入
TPA 和蟾蜍靈(1，0.1 M)後，則會更提升第二型環氧酵素傳訊核醣核酸的表
現(圖六 A)。然而 TPA 單獨處理似乎並不會影響介白素第八傳訊核醣核酸
的表現(圖六 B)。但是若同時處理 1、0.1 或 0.01 M 蟾蜍靈則會顯著刺激介
白素第八傳訊核醣核酸的表現(圖六 B)。為進一步明瞭 TPA 和蟾蜍靈對第二
型環氧化酵素和介白素第八基因轉錄的作用，將人類第二型環氧酵素與介
白素第八基因的啟動子序列擇殖且接有報導基因的質體送入細胞後，再給
予 TPA (20 ng/mL)、蟾蜍 靈(1 M)、或是兩者同時給予，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
檢測報導基因(luciferase)的表現活性，發現 TPA 的確能活化第二型環氧酵素
與介白素第八基因的啟動子；然而蟾蜍靈非但未有引發啟動子活性卻反而
抑制了 TPA 對第二型環氧酵素與介白素第八基因的啟動子的活化效果(圖七
A、七 B)。
四ヽ探索 TPA 及蟾蜍靈可能藉何種訊息傳遞路徑來調節第二型環氧化酵素
及介白素第八之表現
使用一系列的化學抑制劑(SB203580、SP600125、PD98059)率先來評
估 TPA 及蟾蜍靈是否藉 MAPK 傳遞路徑來調節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及介白素
第八蛋白的表現。結果顯示 TPA 似乎可藉 JNK 及 ERK 來調節第二型環氧
化酵素蛋白的表現(圖八)；且蟾蜍靈似乎最可能藉 p38 路徑來提昇 TPA 所
誘發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蛋白的表現 (圖八)。另一方面，TPA 似乎可藉 p38、
JNK 及 ERK 來調節介白素第八蛋白的表現(圖九)；而 p38、JNK、ERK 似
乎皆參與了蟾蜍靈提昇 TPA 所誘發介白素第八蛋白的表現(圖九)。
五ヽ探討 TPA 及蟾蜍靈所引發 MAPK 訊息傳遞路徑分子活化(磷酸化)之影
響
為進一步明白 TPA 和蟾蜍靈所引發訊息傳遞路徑的可能作用標的，我
們首先以生化方法檢視 TPA 及蟾蜍靈的效用，結果顯示 TPA 及蟾蜍靈皆能
在 15 分鐘內乃至 120 分鐘皆誘發 MAPK 中之 p38 蛋白的磷酸化(圖十 A、
十 B)。另外我們亦檢驗了 TPA 和蟾蜍靈對 MAPK 之 ERK 及 JNK 的作用。
我們發現 TPA 和蟾蜍靈在 15 分鐘內皆能引發 ERK 和 JNK 的磷酸化(圖十
一、十二)。
六ヽ探討 TPA 及蟾蜍靈所引發 NF-B 訊息傳遞路徑之影響
利用 NF-B 的化學抑制劑 Parthenolide 來評估 TPA 及蟾蜍靈是否藉 NF-B
傳遞路徑來調節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及介白素第八蛋白的表現。結果顯示
TPA 似乎並未藉由 NF-B 來誘導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蛋白的表現(圖十三 A)；
然而 TPA 似乎藉由 NF-B 來誘導介白素第八蛋白的表現(圖十三 B)。有趣的
是 Parthenolide 似乎能抑制蟾蜍靈對 TPA 所誘導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蛋白表現
的提升效果(圖十三 A)，此暗示蟾蜍靈可能 NF-B 路徑來提昇 TPA 所誘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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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型環氧化酵素蛋白的表現。於是我們進一步以生化方法檢視 TPA 及蟾蜍
靈對 NF-B 的 p65 單元由細胞質轉移至細胞核的作用，初步結果顯示除了
TPA 能引發 p65 單元由細胞質轉移至細胞核(圖十四)，蟾蜍 靈亦能引起類似
效果(圖十五)。
七ヽ利用生物晶片分析 TPA 及蟾蜍靈在乳癌細胞之標的基因
為系統性探討 TPA 及蟾蜍靈在乳癌細胞 MB231 之標的基因群，核醣核
酸樣本經反轉錄成互補核醣核酸，利用微陣列偵測基因表現，初步分析結
果如表一所示，TPA 單獨於 MB231 細胞能誘導表現的基因有 230 個，而抑
制表現的基因有 256 個；蟾蜍靈單獨在 MB231 細胞能誘導表現的基因有
1672 個，而抑制表現的基因也有 2768 個；對於 TPA 單獨於 MB231 細胞所
誘發表現的基因中有 36 個會為蟾蜍靈進一步激發其表現；對於 TPA 單獨於
MB231 細胞所抑制表現的基因中有 13 個會為蟾蜍靈進一步壓抑其表現。另
外由於去磷酸酶 (phosphatase)也被報導經常參與在發炎反應中(Haagenson
and Wu, 2010)，所以我們也進一步分析並發現蟾蜍靈單獨作用能誘導表現
的去磷酸酶基因有 8 個，而抑制其表現的也有 10 個。最後我們也更深入解
析了蟾蜍靈對 TPA 所誘導的基因中(如表二)，能進一步激發其表現且已廣
為認知的基因有 27 個(如表三)。

14

肆、討論
臨床上，傳統中藥對癌症的治療雖已有廣泛應用，其中，常用的傳統
中藥蟾酥本做為強心劑、提升血壓或局部麻醉的功用，然而近年來研究發
現蟾酥的主要活化成分之一蟾蜍靈對許多癌細胞具毒殺效用(Qi et al.,
2011)。蟾酥中作用於心臟的固醇類被報導可能可藉由抑制 T 細胞的活性來
達成抗發炎反應的效果(Ma et al., 2009)。然而屬與此類的蟾蜍靈對發炎反應
的角色定位卻從未有著墨。本計畫明確證實在乳癌細胞株，蟾蜍靈能增強
蛋白質激酶 C 所引發的第二型環氧化酵素及白細胞介素第八的傳訊核醣核
酸與蛋白質表現，且蟾蜍靈可能依作用於有絲分裂活化蛋白質激 酶及 NF-B
訊息分子上來調控蛋白質激酶 C 所誘發的細胞發炎反應。同時我們亦發現
蟾蜍靈能調控許多除了發炎有關外之其他新穎的基因群。
發炎反應對於人體的免疫系統相當重要，負責開啟防禦系統來抵抗可
能造成人體危害的各種刺激(Hanada and Yoshimura, 2002)。短期急性發炎能
夠修復、重建受損的組織，但過度及長期的慢性發炎卻有可能衍發許多慢
性疾病，例如癌症即是一例(Lawrence and Gilroy, 2007)。在癌化的過程中經
常會藉調節許多轉錄因子，如 NF-B 進而影響促發炎因子 (pro-inflammatory
factor)，例如腫瘤壞死因子(TNF-)、介白素-1、-6、-8 (interleukin, IL-1、IL-6、
IL-8) 、 趨 化 素 (chemokine) 或 是 環 氧 化 酵 素 、 誘 導 型 一 氧 化 氮 合 成
酶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等，進而調控癌細胞增生、存活、轉移
與腫瘤周邊組織血管新生的能力 (Aggarwal et al., 2006; Coussens and Werb,
2002; Marx, 2004)。由此說明了發炎反應在癌症形成的過程中為不可或缺的
重要參與者，因而科學家廣泛探討如何調控發炎反應所產生的因子達到減
緩癌症惡化的作用自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在我們的中率先發現蟾蜍靈都能夠顯著的增加 TPA 所媒介的兩個已知
的重要發炎物質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與介白素第八的傳訊核醣核酸與蛋白表
現(圖二、圖六)，同時也同步促進 PGE2 與介白素第八的釋放(圖三)，另外
在生物晶片分析方面也有同樣的結果(表三)，表示蟾蜍靈皆能在基因之傳訊
核醣核酸與蛋白的層面藉由 PKC 路徑加劇乳癌細胞株的發炎反應。但是在
啟動子活性調節中卻發現蟾蜍靈卻抑制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與介白素第八於
轉錄基因的階段(圖七)，推測在基因轉錄出來後，蟾蜍靈也許可藉由後轉錄
修飾調控，如增加傳訊核醣核酸的穩定性造成傳訊核醣核酸與蛋白表現提
升。
在許多研究中，報導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與其下游產物 PGE2 會促成癌
細胞的增生 (Sobolewski et al., 2010)。另外，先前研究也曾報導蟾蜍靈在高
濃度下(>10 M)可以有效殺死前列腺癌細胞珠(Yu et al., 2008)；但是也曾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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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過高濃度的蟾蜍靈會造成心律不整、呼吸困難甚至可能導致昏迷的副
作用 (Panesar, 1992)。因此本研究，希望著重在對細胞毒殺能力小並且對宿
主沒有明顯副作用的容許較低濃度下來探討蟾蜍靈於乳癌細胞中發炎反應
的影響。我們的前驅實驗中已得知蟾蜍靈於 1 M 至 1 nM 的濃度範圍內處理
細胞，皆不會影響細胞的存活率(結果未呈現)，並且也發現僅在 100 nM 的
濃度下蟾蜍靈更能夠顯著提升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與介白素第八的蛋白表
現，因此之後即利用這個濃度探討蟾蜍靈在乳癌細胞中對於發炎反應所扮
演的角色。
在外在或是內在的環境分子刺激下，身體的免疫防禦系統會啟動發炎
反應，一開始會有多形核顆粒球白細胞藉血液循環抵達周邊組織，緊接著
為單核球細胞於組織中分化成巨噬細胞，以消滅有害的外來物，進而保護
細胞免於受到傷害(Hanada and Yoshimura, 2002)。過去曾經報導過人類單核
球細胞株(THP-1)中發現蟾蜍靈能夠透過活化 PKC 與 MAPK 之 ERK 路徑產
生一些發炎物質，例如腫瘤壞死因子與介白素一，來促使細胞分化成巨噬
細胞 (Kurosawa et al., 2000)。本研究也發現蟾蜍靈能夠提升由 TPA 及 LPS
所調控的第二型環氧酵素的蛋白表現(圖四)，推測也許蟾蜍靈可以產生一些
發炎物質調控單核球細胞的分化，不利於癌細胞的生長。
過去許多研究已經指出 MAPK 訊息傳遞對於癌症的發展過程為重要的
調控者之一 (Dhillon et al., 2007)。本研究中分別用蟾蜍靈與 TPA 單獨刺激
細胞下都能夠磷酸化 p38、JNK、和 ERK(圖十、十一、十二)；另外在處理
MAPK 的抑制劑則能夠顯著減少蟾蜍靈所導致 TPA 媒介的第二型環氧化酵
素與介白素第八蛋白的表現，其中 p38 抑制劑的降低情形比 ERK 與 JNK 抑
制劑顯著(圖八、九)，顯示 MAPK 中 p38 對於蟾蜍靈在乳癌細胞影響發炎
反應的調控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此外，在很多報導中提出癌化的過程中能
夠調節 NF-B 影響發炎物質介白素第八與環氧化酵素調控癌細胞增生、存
活、轉移與腫瘤周邊組織血管新生的能力 (Aggarwal et al., 2006; Coussens
and Werb, 2002; Marx, 2004)。而我們的結果中也發現利用 NF-B 抑制劑能夠
降低蟾蜍靈所強化 TPA 引起的第二型環氧化酵素的表現(圖十三)，但卻不
影響介白素第八，推測介白素第八會被 MAPK 調控但並不受到 NF-B 的影
響。另外，我們也初步觀察到單獨處理蟾蜍靈與 TPA 能夠提高 NF-B 的細
胞核轉移(圖十四、十五)。因此在分子機制中我們發現了蟾蜍靈可能可透過
磷酸化 MAPK 與活化 NF-B 藉由增加第二型環氧化酵素與介白素第八來加
劇乳癌細胞發炎反應的現象，此蟾蜍靈所增強的發炎反應究是有利或有害
於細胞生理以及是 MAPK 與 NF-B 之間的關聯性則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先前亦有研究發現 MAPK 的負調控者 MAP kinase phosphatase 1
(MKP1，或稱 dual-specificity protein phosphatase 1，DUSP1)能夠去磷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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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K 而使其活性下降，參與在部分對抗乳癌藥物，如 tamoxifen 有阻抗性
的乳癌調控中。因此，在對抗乳癌藥物沒有顯著治療效果的乳癌患者中，
能夠藉由調控 MKP1 的路徑做使用藥物的標靶治療，增加乳癌的化學治療
效果(Haagenson and Wu, 2010)。而在我們的基因晶片分析中也發現蟾蜍靈
能夠影響許多 phosphatase 傳訊核醣核酸的表現(表二)，例如 MKP1 就在其
中。所以或許當蟾蜍靈與其他抗乳癌藥物一起使用，有可能會影響抗癌藥
物本身的治療效果。在 2011 年確實有學者提出類似這樣的報導，研究中指
出被做為癌症治療的標靶-腫瘤壞死因子相關死亡誘導受體(TNF-related
apoptosis- inducing ligand ， TRAIL)必 須 在 蟾 蜍 靈 幫 助 下 才 能 夠 造 成 對
TRAIL 有阻抗性的乳癌細胞的死亡(Dong et al., 2011)。而我們的研究發現，
即使蟾蜍靈於低濃度無法直接造成乳癌細胞死亡，但也許能夠藉由對
MAPK、MKP1 與 NF-B 的調控，加劇乳癌細胞的發炎反應，在沒有明顯副
作用的情況下輔助抗癌藥物達到增加治療乳癌的效率。目前我們的研究結
果驗證了蟾蜍靈參與在發炎反應，但距離以適當的發炎反應轉為對治療有
利的方向，還有些研究需再努力。未來，希望能夠更進一步探討蟾蜍靈在
動物模式中其癌細胞與免疫系統中發炎反應的效應評估，進而在此方面提
供更明確詳實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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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臨床上，傳統中藥對癌症的治療已有廣泛應用，近年來許多研究發現
蟾酥的主要活化成分之一蟾蜍靈對許多癌細胞具毒殺效用，然而蟾蜍靈在
發炎反應的相關領域目前尚未有任何明確探討。因此本研究計畫率先探索
蟾蜍靈在細胞層級發炎反應的角色，並發現蟾蜍 靈對蛋白激酶 C 所引發之
細胞發炎反應有強化效果，我們也闡明蟾蜍靈作用分子階層可在蛋白及傳
訊核醣核酸的表現，而蟾蜍 靈可能是藉調控 MAPK 及 NF-κB 的活化的機制
來展現其在細胞發炎反應的角色；我們也解讀了蛋白激酶 C 和蟾蜍靈在細
胞內可能之標的基因，其中除發炎相關基因外尚有許多其他新穎基因。綜
合我們的發現，不僅建立以結合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生化學、免疫
學等來研究中藥科學，更奠定未來進一步深化瞭解蟾蜍靈對人體健康之貢
獻的良好基礎。對中藥的食用必須考量已經過科學驗證並遵循專業醫療人
員之囑咐來食用才能在安全的前提下發揮最大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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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圖一、在 MB231 細胞中，TPA 藉 PKC 路徑調控的第二型環氧酵素和介白
素第八的蛋白表現。接種在培養盤之 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先
給予 Protein kinase C (PKC )專一性抑制劑 bisindolylmaleimide I (BIM)
前處理一小時，再給予 TPA (20 ng/mL)，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利用
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的第二型環氧酵素和介白素第八的蛋白表
現。每個值代表了三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
與控制組相比較；#p < 0.05:與給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較。

圖二、在 MB231 細胞中，蟾蜍靈提升由 TPA 所調控的第二型環氧酵素和介
白素第八的蛋白表現。接種在培養盤之 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
給予 TPA (20 ng/mL)或是同時給予不同濃度的蟾蜍靈(1, 0.1, 0.01,
0.001 M)，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的第二
型環氧酵素和介白素第八的蛋白表現。每個值代表了五次實驗的平
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與控制組相比較；#p < 0.05:與給
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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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在 MB231 細胞中，蟾蜍靈提升由 TPA 所調控前列腺素 E2 和介
白素第八的釋放。接種在培養盤 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給
予 TPA (20 ng/mL)或是同時給予不同濃度的蟾蜍靈(1, 0.1, 0.01,
0.001 M)，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利用酶聯免疫法測量分析和
介白素第八的蛋白表現。每個值代表了三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
值的標準差。*p < 0.05：與控制組相比較；#p < 0.05:與給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較。

圖四、在 THP-1 細胞中，蟾蜍靈提升由 TPA 及 LPS 所調控的第二型環氧酵
素的蛋白表現。THP-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給予 TPA (20 ng/mL)或是
同時給予不同濃度的蟾蜍靈(1, 0.1, 0.01 µM)，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
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的第二型環氧酵素的蛋白表現。每個值
代表了三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與控制組相
比較；#p < 0.05:與給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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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在 THP-1 細胞中，蟾蜍靈並未提升由 TPA 或 LPS 所調控介白素
第八的蛋白表現。THP-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給予 TPA (20 ng/mL)
或是同時給予不同濃度的蟾蜍靈(1, 0.1, 0.01 µM)，經 24 小時的培
養後，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介白素第八的蛋白表現。每個
值代表了三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與控制
組相比較。

圖六、蟾蜍靈對於由 TPA 所誘導的第二型環氧酵素和介白素第八傳訊核
醣核酸表現的影響。接種在培養盤之 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
給予 TPA (20 ng/mL)或是同時給予不同濃度的蟾蜍靈(1, 0.1, 0.01,
0.001 µM)，經 12 小時的培養後，使用試劑萃取出細胞的核醣核
酸，經由反轉錄成為互補核醣核酸後再利用聚合酵素連鎖反應測
量第二型環氧酵素和介白素第八的傳訊核醣核酸表現。每個值代
表了五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與控制組相
比較；#p < 0.05：與給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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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探討 TPA 及蟾蜍靈對於第二型環氧酵素和介白素基因之第八啟動子
活性的調節。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將載有人類第二型環氧酵
素或介白素第八啟動子的報導質體送入細胞後，再給予 TPA (20
ng/mL)、蟾蜍靈(1 µM)、或是兩者同時給予，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
使用試劑萃取出細胞的蛋白質，檢測報導基因(luciferase)的表現活
性。每個值代表了三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
與控制組相比較；#p < 0.05：與給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較。

圖八、探討 TPA 及蟾蜍靈是否藉由 MAPK 訊息傳遞路徑誘導第二型環氧酵
素的表現。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先給予使用一系列 MAPK 的
化學抑制劑處理一小時後再給予 TPA(20 ng/mL)或是同時給予蟾蜍靈
(100 nM)，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內介白
素第八的表現。每個值代表了四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
*p < 0.05：與控制組相比較；#p < 0.05：與給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
較；&p < 0.05：與同時給予 TPA 及蟾蜍靈的組別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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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探討 TPA 及蟾蜍靈是否藉由 MAPK 訊息傳遞路徑誘導介白素第八的
表現。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先給予使用一系列 MAPK 的化學
抑制劑處理一小時後再給予 TPA(20 ng/mL)或是同時給予蟾蜍靈(100
nM)，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內介白素第
八的表現。每個值代表了四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與控制組相比較；#p < 0.05：與給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較；
&p < 0.05：與同時給予 TPA 及蟾蜍靈的組別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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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TPA 與蟾蜍靈對 p38 蛋白磷酸化的影響。接種在培養盤之 MB231 細
胞經隔夜培養後，給予 TPA (20 ng/mL)或蟾蜍靈(100 nM)，經 5、15、
30、60 或 120 分鐘後，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內 p38 蛋白磷酸
化的現象。每個值代表了三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與控制組相比較。

圖十一、TPA 與蟾蜍靈對 ERK 蛋白磷酸化的影響。接種在培養盤之 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給予 TPA (20 ng/mL)或蟾蜍靈(100 nM)，經 5、
15、30、60 或 120 分鐘後，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內 ERK 蛋
白磷酸化的現象。每個值代表了五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
差。*p < 0.05：與控制組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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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TPA 與蟾蜍靈對 JNK 蛋白磷酸化的影響。接種在培養盤之 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給予 TPA (20 ng/mL)或蟾蜍靈(100 nM)，經 5、
15、30、60 或 120 分鐘後，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內 JNK 蛋
白磷酸化的現象。每個值代表了五次實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
差。*p < 0.05：與控制組相比較

圖十三、探討 TPA 及蟾蜍靈是否藉由 NF-κB 訊息傳遞路徑誘導誘第二型環
氧酵素及介白素第八的表現。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先給予
NFκB 的抑制劑 Parthenolide (5, 1 µM)處理一小時後再給予 TPA(20
ng/mL)或是同時給予蟾蜍靈(100 nM)，經 24 小時的培養後，利用
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內介白素第八的表現。每個值代表了四次實
驗的平均值±平均值的標準差。*p < 0.05：與控制組相比較；#p <
0.05：與給予 TPA 刺激的組別相比較；& p < 0.05：與同時給予 TPA
及蟾蜍靈的組別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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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TPA 所引發 NF-κB 細胞核轉移。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給
予 TPA(20 ng/mL )經 1, 3, 6 小時後進行細胞核及細胞質蛋白分
離，再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細胞核內(左圖)或細胞質內(右
圖)NF-κB 之 p65 單元的表現量。所呈現代表兩次初步實驗的結果。

圖十五、蟾蜍靈所引發 NF-κB 細胞核轉移。MB231 細胞經隔夜培養後，給
予蟾蜍靈(100 nM )經 1, 3, 6 小時)後進行細胞核及細胞質蛋白分
離，再利用西方式墨點法檢測細胞細胞核內(左圖)或細胞質內(右
圖)NF-κB 之 p65 次單元的表現量。所呈現代表兩次初步實驗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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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微陣列分析(Gene expression array for TPA- and Bufalin-regulated genes
in MDA-MB231 cells)
------------------------------------------------------------------------------------------------Treatments
Number of genes changed
(a) TPA-mediated upregulation ...............................................230
(b) TPA-mediated downregulation .........................................256
(c) Bufalin-mediated upregulation.........................................1672
(d) Bufalin-mediated downregulation.....................................2768
(e) Bufalin promotion on TPA-upregulation …….….…..........36
(f) Bufalin-attenuation on TPA-downregulation ……..............13
------------------------------------------------------------------------------------------------Gene expression array was performed with RNAs isolated from MDA-MB231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after treatment with, TPA, Bufalin or in combination
for 12 hours. Data were normalized to identify the relative changes in expression
for each gene. Upregulation or downregulation of genes were defined with a
relative fold change > 2 or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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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微陣列分析(Gene expression array for TPA- and Bufalin-regulated
phosphatase genes in MDA-MB231 cells)
----------------------------------------------------------------------------------------------Treatments
Number of phosphatase genes changed
(a) Bufalin-mediated upregulation................................................. ......8
(b) Bufalin-mediated downregulation............................................ ....10
(c) Bufalin promotion on TPA-regulation ………..…………..... .......2
(d) Bufalin-attenuation on TPA-regulation ………....................... ......7
------------------------------------------------------------------------------------------------Gene expression array was performed with RNAs isolated from MDA-MB231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after treatment with, TPA, Bufalin or in combination
for 12 hours. Data were normalized to identify the relative changes in expression
for each gene. Upregulation or downregulation of genes were defined with a
relative fold change > 2 or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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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微陣列分析(Gene expression array for TPA-induced genes being further
enhanced by Bufalin in MDA-MB231 cells)
---------------------------------------------------------------------------------------------Prostaglandin-endoperoxide synthase 2
Jun B proto-oncogene
Early growth response 1
Tribbles homolog 1 (Drosophila)
Peptidase inhibitor 3, skin-derived
Regulator of G-protein signaling 4
Serpin peptidase inhibitor, clade B (ovalbumin), member 2
Amphiregulin
Early growth response 2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2
Chemokine ligand 20
Matrix metallopeptidase 3
Arylacetamide deacetylase
Hyaluronan synthase 2
Interleukin 24
Chemokine ligand 3
FBJ murine osteo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2
Interleukin 1, alpha
Phospholipase A2, group IVA
Inhibin, beta A
Chromosome 3 open reading frame 52
Solute carrier family 35, member F5
Zinc finger protein 335
Hypothetical protein FLJ36031
Chondroitin sulfate N-acetylgalactosaminyltransferase 2
RGM domain family, member B
------------------------------------------------------------------------------------------------Gene expression array was performed with RNAs isolated from MDA-MB231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after treatment with, TPA, Bufalin or in combination
for 12 hours. Data were normalized to identify the relative changes in expression
for each gene. Upregulation or downregulation of genes were defined with a
relative fold change > 2 or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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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馬兜鈴酸腎鉦腎炎模型評估綠茶
(+)-catechin 的藥效
陳世銘、許光陽
臺北醫學大學

摘

要

研究目的：
近年來發生許多馬兜鈴酸腎病變 (aristolochic acid nephropathy, AAN)的案
例，其原因是誤用含馬兜鈴酸的植物。腎臟受損部位侷限於近曲小管，有明顯的
細胞浸潤、腎小管萎縮，以及間質纖維化的情形。本研究藉由長期投予純系小鼠
低劑量 aristolochic acid (AA) 成功誘發與人類 AAN 相似的腎炎，並評估綠茶
(green tea, GT)、(+)-catechin (CAT)對 AAN 的改善效果。

研究方法：
純系小鼠 C3H/He (6weeks, males) 連續 56 天飲水給予 3.0 μg/mL AA，之後
停藥恢復正常飲用水觀察 14 天；對照組在實驗期間投予正常飲用水。藥效評估
實驗依前述方法給予 56 天 AA 後，連續 14 天經口投予 GT 75, 150, 300 mg/kg，
CAT 25, 50, 100 mg/kg 對 照 組 則 給 予 蒸 餾 水 。 測 定 尿 蛋 白 ，
N-acetyl-beta-D-glucosaminidase (NAG) 與 血 中 尿 素 氮 (blood urea nitrogen,
BUN)，來評估小鼠腎功能；腎組織使用 PAS 染色觀察病理組織改變，並進行免
疫螢光染色，包括：巨噬細胞，乙型轉型生長因子(TGF-β)，基質金屬蛋白分解
酶(MMP-9)，甲型腫瘤壞死因子(TNF-α)，以辨識損傷部位之特異性抗原。

結果與討論：
實驗結果顯示，藉由飲用水連續給予 56 天 AA 會造成尿蛋白、NAG、BUN
及血糖值輕微上昇；腎組織鏡檢發現腎小管萎縮、間質有細胞浸潤和纖維化的情
形，免疫螢光染色發現腎小管間質巨噬細胞浸潤、TGF-β、TNF-α 沉積明顯增加，
MMP-9 也有些許沉積，此外，腎臟受損的情形在停止投予 AA 後不但沒有恢復，
反而惡化。在投予 GT 150 mg/kg，CAT 50 mg/kg 之尿蛋白(GT 150 mg/kg 除外)、
NAG、BUN、血糖值都有降低；組織學觀察發現腎小管萎縮、間質細胞浸潤和纖
維化的情形皆有緩解，皆會改善 AAN 病人腎臟功能。
關鍵詞：馬兜鈴酸腎病變、綠茶、(+)-catechin、巨噬細胞、乙型轉型生長因子、
基質金屬蛋白分解酶、甲型腫瘤壞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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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reen Tea and (+)-Catechin on
Aristolochic Acid-induced Nephropathy in
Inbred Mice
Shih-Ming Chen, Kuang-Yang Hsu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Aim:
Many cases about aristolochic acid nephropathy (AAN)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recent years. The reason is that people mistaken the herb that contains aristolochic acid
(AA). AAN is a unique type of nephropathy,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extensive cell
infiltration, tubular atrophy, and interstitial fibrosis. We established a chronic
interstitial fibrosis model of AAN in inbred mice and investigated the efficacy of green
tea (GT), (+)-catechin (CAT) on AAN.

Method:
AA was dissolved in distilled water (3μg/mL) and as drinking water ad libitum to
C3H/He mice (6 weeks, male) for 56 days, the control group was administered to
distilled water.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they were administered orally with GT (75,
150, 300 mg/kg), CAT (25, 50, 100 mg/kg) once daily for 14 days. The control group
was administered to distilled water.
Urinary protein (UP), urinary N-acetyl-beta-D-glucosaminidase (NAG),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blood glucose were determined. Renal tissues were served to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PAS stain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The antibodies,
including murine F4/80 macrophage, TGF-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MMP-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TNF-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were chosen to
recognize the specific antigens, which deposited in injury sites.

Results & Discussion:
All animals treated with AA developed increased in UP, NAG, BUN, and blood
glucose. In the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we observed tubular atrophy, interstitial
infiltration and fibrosis in the typical AAN. In th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 assay,
macrophage, TGF-β, MMP-9, and TNF-α were localized in the renal tissue. After
discontinuation of AA, renal function did not improve.
The amount of urinary protein, NAG, BUN, and blood sugar were decreased in the
GT 150 mg/kg, CAT 50 mg/kg -treated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except for the UP of GT 150 mg/kg ). In the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we observed
the alleviation in all treatment groups. The staining intensity of macrophage, TGF-β,
TNF-α were decreased in all groups, and MMP-9 in the interstitium was significantly
2

increased.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therapeutics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can
improve the renal function of AAN patients.
Keywords: Aristolochic acid nephropathy (AAN), green tea, (+)-catechin ,
macrophage, TGF-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MMP-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TNF-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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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1 年比利時的年輕婦女服用含有中草藥成分的減肥藥後發生腎衰
竭，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些減肥藥含有馬兜鈴酸的成分 1。馬兜鈴酸是一種很
強的腎毒性物質，並且具有致突變能力。馬兜鈴酸腎病變是一種快速進行
性間質性腎炎，它的特徵是早期嚴重的貧血，輕微的腎小管性蛋白尿。腎
臟組織切片顯示不正常的廣泛性間質纖維化，合併腎小管萎縮，約半數的
病例日後會發生泌尿道上皮惡性腫瘤。馬兜鈴酸腎病變除了比利時有 100
多位病患外，在歐洲、美國、亞洲也陸續有案例發生，截至目前為止總共
約 300 多位病患被報導 2，因為在東方社會中使用生藥的情形非常普遍，預
期未來可能會發現更多相同的案例報告，所以我們希望進一步了解這個疾
病，並設法找出對馬兜鈴酸腎病的病人有幫助之藥物。目前臨床上只有回
顧性、非隨機分配的小型研究和少數的案例報告，指出類固醇可以延緩腎
臟持續惡化的情形，但是長期服用類固醇會產生可預期且不可避免的藥物
副作用。
本研究利用與人類馬兜鈴酸腎病變相似的動物實驗模型，針對腎毒性
來解析其致病機轉及病理組織形態，並探討其毒性和巨噬細胞，乙型轉型
生長因子(TGF-β)，基質金屬蛋白分解 酶(MMP-9)，甲型腫瘤壞死因子(TNF-α)
之間的關係，同時以綠茶及其成分(+)-catechin 治療馬兜鈴酸引起的腎病
變，期待能夠開發較安全的治療藥物，以進一步延緩馬兜鈴酸腎病病人腎
臟功能的惡化。
一、馬兜鈴酸腎病變(Aristolochic acid nephropathy, AAN)
1991 年，Vanherweghem 等人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附近，發現兩
名年輕婦女服用某診所的減肥中草藥後，發生快速進行性纖維化間質
性腎炎。經調查後又發現另外七名女性病例，年齡皆小於 50 歲，近乎
末期腎衰竭，她們都在同一家診所服用相同的減肥藥。這間診所在過
去 15 年已開始給予減肥藥，但並無發生藥害的問題，直到 1990 年 5
月改變處方，加入生藥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和粉防己 (Stephania
tetrandra)，就陸續發生腎衰竭的例子，推測這些病例和這兩種生藥有
關，因而早期稱此疾病為中草藥腎病變 (Chinese herb nephropathy,
CHN)1。進一步分析同時期一起輸入比利時的粉防己，發現 12 個產品
中有 10 個含有馬兜鈴酸 (Aristolochic acid, AA)，所以在比利時流通的
粉 防 己 可 能 混 入 含 有 AA 具 有 腎 毒 性 的 廣 防 己 (Aristolochia
fangchi)3，而且之後在 CHN 病患的腎臟組織中檢測到 AA 和 DNA 烷
化的加成物 (AA-DNA adducts)，顯示 AA 是造成此腎病的罪魁禍首，
故有學者建議將原本的 CHN 更名為馬兜鈴酸腎病變 (Aristoloch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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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ropathy, AAN)4。
二、馬兜鈴酸的結構與生理特性
AA 是馬兜鈴科(Aristolochiaceae)植物所含的共同成分，包含以
10-nitrophenanthrene-1-acid 為基本骨架的混合物，主要是馬兜鈴酸 I
(Aristolochic acid I, AAI)和馬兜鈴酸 II (Aristolochic acid II, AAII) (圖
一)。除了這兩種主要組成，馬兜鈴科還含有幾種衍生物，大多數是
aristolactams，少部分是 AAIII、AAIIIa、AAIV、AAIVa。AAI 的沸點
(boiling point, B.P.) 為 275-278℃ ， 裂 解 溫 度 (onset temperature of
decomposition)為 281-286℃；而 AAII 的沸點為 270-273℃，裂解溫度
為 270-272℃，因為沸點和裂解溫度很高，一般生藥煎煮方式並不會使
其分解。
AA 的化學結構和其毒性之間有相關性，經過分析顯示，環的結
構、側鏈、以及官能基的位置都是決定毒性強弱的重要因素。在 AA
的化學結構當中，nitro (-NO2) group 以及位於 R 的 methoxy (-OCH3)
group 是使 AAI 有最強毒性的重要官能基 5。
Aristolochic acid I, II 的化學結構式
O

COOH
NO2

O

aristolochic acid I (AAI): R=OCH3
R

aristolochic acid II (AAII): R=H

三、病理特徵
腎臟體積對稱性萎縮，主要是近曲腎小管 S3 部位的結構和功能受
損。病人腎臟切片的病理特徵是廣泛的腎間質纖維化，合併腎小管萎
縮及空洞化，近曲腎小管 S3 部位上皮細胞有皰(blebs)形成，伴隨刷狀
邊緣(brush border)消失，間質有細胞浸潤的情形，病變以皮質表層最為
明顯，越往皮質深層病變越輕，入球及出球小動脈內膜有纖維化及不
規則增厚，與腎小管相比，腎絲球相對所受影響較小 6-8。
四、致病機轉
目前 AAN 致病機轉仍不清楚，推測可能原因如下：(1) AA 可能有
直接的細胞毒殺作用，導致腎小管損害以及後續的非細胞性的間質性
纖維化 9，(2) AA 和 DNA 烷化的加成物 (AA-DNA adducts) 可能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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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變而導致 AAN 相關的惡性腫瘤以及纖維化的過程 10, 11，(3) 細胞內
鈣離子濃度升高可能是 AAI 誘發細胞凋零的原因之一 12，(4) AA 使腎
小管增厚而使管腔狹窄引起缺血，最後導致腎小管萎縮 13，(5)腎小管
間質蓄積免疫細胞，活化免疫導致纖維化 14。
五、馬兜鈴酸的慢性腎毒性
Cosyns et al.9 (2001)研究指出長期腹腔注射 New Zealand White
(NZW)成兔 0.1mg/kg/day AA 17 至 21 個月，一週 5 次，除了造成泌尿
道上皮非典型分化及泌尿道移形上皮細胞癌，也造成所有成兔少量單
核球細胞浸潤到腎間質，腎間質纖維化。由組織切片可看到腎損傷先
發生在腎元表面近曲小管直行端 S3 部位，更嚴重時會損傷到近曲小管
迴旋端 S1, S2 區、腎元深層。此研究首次證明慢性投予 AA 會造成腎
間質纖維化，但因實驗投予 AA 的時間過長而喪失實用性。
Zheng et al.17(2001)在大鼠腹腔注射 5mg/kg/day AA 共 16 週，在第
16 週犧牲時發現 BUN、Scr 明顯升高，病理損傷主要為近曲小管上皮
細胞腫大，部分壞死。在第 24 週時出現部份腎小管萎縮、腎間質纖維
化。
Debelle et al.18 (2002)利用高劑量 AA 和脫水大鼠來加速腎間質損
傷，成功設計了短期大鼠實驗模型，他們分別使用低劑量 1mg/kg 和高
劑量 10 mg/kg AA 皮下注射大鼠 35 天，在第 10, 35 天評估其腎功能。
由實驗結果顯示，高劑量 10mg/kg AA(相當於 AAN 病人的 30 倍)在 35
天內會引起腎臟纖維化和腎衰竭。
六、綠茶(Green tea)的藥效研究
茶葉富含多酚類，可做為抗氧化劑 21-34 ，其機轉為：(1)抑制
redox-sensitive 轉錄因子，如：NF-κB、activator protein-1(AP-1)。 (2)
抑制”pro-oxidant”酵素，如：nitric oxide synthase (NOS)、lipoxygenases、
cyclooxygenases (COX)、xanthine oxidase。nitric oxide (NO.)會與 O2-迅
速反應形成 ONOO-，破壞 DNA 和蛋白質。(3)誘導 phase II 和抗氧化
酵素，如：glutathione S-transferases,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36。In vivo
研究顯示服用綠茶萃取物可增加血清中 SOD 的活性，以及 catalase 的
表現 37, 38。此外茶葉的多酚類會增加 p53 的量 39，p53 是抑癌基因，可
調節細胞週期停止和細胞凋零，而保護細胞免於 DNA 損壞，並且可降
低致癌基因的刺激以及維持細胞還原能力 40。有動物實驗研究顯示綠
茶含 catechin，可當作抗腫瘤藥物，以及因使用抗癌藥而造成免疫不全
的免疫調節劑。8-hydroxydeoxyguanidine (8-OHdG)是氧化自由基造成
DNA 損壞的產物，且為氧化壓力相關致癌性的生化指標。綠茶會減少
8-OHdG 的生成，顯示綠茶會抑制 DNA 損壞，減少突變和致癌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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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物實驗方面，Yokozawa et al. 41 (1999)先連續 40 天餵食大鼠含
10 或 20 mg/kg/day green tea tannin 飲用水，再靜脈注射 cisplatin 單一劑
量 6mg/kg，結果喝 green tea tannin 的組別相較於對照組有減少血中
BUN、尿蛋白以及尿糖，腎臟有較少的損傷。而且腎臟組織的 catalase
活性增加，malondialdehyde 的量減少，顯示 green tea tannin 可減少氧
化壓力，對腎功能有助益。
Metz et al. 42 (2000)給予大鼠 azoxymethane 來誘發大腸癌，再每日
經飲用水餵食 green tea extracts (0.02%, wt/vol)，投予六週後可減少大腸
腫瘤生成的病灶數目(aberrant crypts)，而且可明顯專一的減少 COX-2
活性。由此實驗顯示，green tea extracts 有 chemopreventive 和抗發炎的
特性。
Sabu et al. 43 (2002)利用 alloxan 使大鼠誘發 DM，再經口投予 green
tea polyphenols (GTP) 50 或 100 mg/kg/day，GTP 100 mg/kg/day 的組別
在 15 天後可明顯降低血糖，增加 SOD，而 GTP 50 和 100 mg/kg/day
兩組均可減少 ALP, GPT, 血中 BUN, creatinine 來改善肝腎功能。
Shi et al. 44 (2004)利用 cyclosporine A (CsA)使大鼠引起慢性腎毒
性，並經口投予 tea polypheonls 80 mg/kg/day 來治療，經過 28 天後，
治療組的 creatinine clearance 相較於單獨投予 CsA 的對照組明顯增加，
而且在腎組織方面可顯著的減少腎小管損傷及腎間質纖維化，由免疫
螢光染色發現治療組 TGF-β1 的表現有降低的趨勢。
本實驗期望藉由綠茶的抗氧化力來減少腎臟自由基、TGF-β，以及
抑制 DNA 損壞，進而改善 AAN 病人的腎臟損傷與泌尿道上皮細胞癌
的發生。
七、(+)-Catechin
綠 茶 的 抗 氧 化 作 用 主 要 來 自 catechins35 ， 兒 茶 素 屬 於 多 酚 類
(polyphenols)中生物黃酮(flavanoids)的一種，廣泛分布於茶、可可豆、
紅酒中 45 ，它是種類最多且相關研究最豐富的一種物質 21-34,46 。
(+)-catechin 是 兒 茶 素 其 中 之 一 ， 其 它 還 包 括 (-)-epicatechin 、
(-)-epigallocatechin、(-)-epicatechin gallate、(-)-epigallocatechin gallate47
(如圖九)。
(+)-catechin 是強力的抗氧化劑，能夠有效的清除多種自由基 48，
有研究顯示(+)-catechin 可以螯合過渡金屬離子 49，抑制脂質過氧化 50,
51
，抗突變 52、抗發炎 53 等作用。
活性氧化物質和血小板被視為與心血管疾病有關。Blache et al.54
(2002)對大鼠預防性腹膜注射(+)-catechin 10 mg/kg 3 天，再以鐵離子造
成氧化自由基刺激血小板過度活化，實驗結果發現(+)-catechin 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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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壓力，抑制血小板的過度活化，對血管產生保護作用。
Chander et al.55 (2003)設計出橫紋肌溶解症(rhabdomyolysis)引起肌
紅蛋白尿的急性腎衰竭動物實驗模型，先經口投予大鼠(+)-catechin 40
mg/kg 四天，一天兩次，在第五天時肌肉注射 50%甘油引起急性腎衰
竭，第六天犧牲來觀察其腎功能以及腎臟的氧化壓力。實驗結果發現，
(+)-catechin 因為本身具有抗氧化力，可以減少肌紅蛋白對腎臟組織造
成毒性，增加內生性抗氧化物質，如 GSH、glutathione reductase、
catalase、SOD 的量，明顯改善 Scr, BUN, urea clearance。
口服(+)-catechin 可以有效清除 UVB 產生的自由基。Jeon et al.
56
(2003)餵食小鼠 2% (+)-catechin 兩週或四週，再接受 UVB 照射，實
驗結果顯示(+)-catechin 治療的組別在 UVB 照射後相較於對照組可快
速增加 SOD, catalase, glutathione peroxidase。
在 Huang, Q. et al.57(2005)微小膠質細胞(microglia)的研究中指出，
投予(+)-catechin 後可降低因致氧化物質 tert-butylhydroperoxide 而增加
的 OH，也可以阻斷因氧化壓力而引起的 NF-κB 活化，進而增加細胞
的存活率。
八、各種兒茶素(Catechin)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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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實驗動物
實驗動物 C3H/He 六週齡雄性小鼠購自財團法人國家實驗動物
中心，實驗動物進駐於台北醫學大學實驗動物中心代養，以一般小
鼠飼料 (福壽牌，台灣) 飼養，供其自由攝食及充足的飲水，代養
在室溫約 21℃、相對溼度約 70~80% 的環境，動物房內維持 12 小
時明暗自動光照。
二、實驗設計
實驗開始前，每隻小鼠的每日平均飲水量約為 3.5mL。將
aristolochic acid sodium salt (AAI: AAII = 63:31) (Sigma Inc., USA)
溶於蒸餾水 (distilled water, d.w.) 當作小鼠之飲用水，劑量為 3.0
μg/mL (0.5mg/kg/day)，連續投予 56 天後恢復正常飲用水觀察兩週，
對照組在實驗期間給予正常飲用水。為了瞭解 AAN 和正常小鼠的
病生理狀態，實驗第 56 天, 70 天，分別犧牲各組 10 隻動物，實驗
組及對照組動物每組各 20 隻，共 40 隻。
三、實驗設計流程

C3H/He mice male, n=10 / group
d.w. (p.o.)
AA/d.w. 3μg/mL, d.w. (p.o.)

0

7

14

21

28

35

42

49

56

63

70

Urine
collection

sacrifice sacrifice
AA: Aristolochic acid sodium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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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尿液收集
採尿時小鼠皆禁食，只提供飲用水。在小鼠餵食 AA 前 1 天及
餵食 AA 之後每週，皆使用特製的新陳代謝器 (常盤化學株式会社,
日本) 收集小鼠 12 小時的尿液，測定尿蛋白、NAG 含量，來評估
其腎臟功能。
五、動物犧牲法、血液及組織切片製作
實驗第 56, 70 天先在小鼠尾靜脈採血，經乙醚麻醉再從其心臟採
全血，血液在室溫下靜置 2 小時後，以 4ºC, 3000 rpm，經 15 分鐘離心
取得血清，進一步作 BUN 之腎功能血清生化學的分析。
小鼠犧牲後採其腎臟，用 0.9 % NS 潤濕以保持腎臟的新鮮。取
下腎臟被膜後，其左腎經 10% 中性福馬林液 (buffered neutral
formalin solution) (Sigma Inc., USA) 固 定 ， 以 石 蠟 包 埋
(paraffin-embedded) 製作切片 (section)，使用 Periodoic Acid Schiff’s
(PAS) 染色觀察腎臟病理組織學型態。而右腎橫切 (cross section)
後以乾冰 CO2(s)冷凍法製作冷凍切片 (frozen section)，利用 CO2(s)
急速冷凍的低溫 (-78ºC) 將 blocks 凝固成硬塊，以便薄切。使用迴
轉式冷凍切片機 (Bright cryostat™) 將組織薄切成 4-5μm，以便進
行免疫螢光染色分析。
六、尿蛋白、NAG 含量測定
根據 Bradford method59，使用 Bio-Rad protein assay kit (Bio-Rad Inc.,
USA) 以 bovine serum albumin (BSA) 作 檢 量 線 ， 選 用 FLUOstar
OPTIMA (BMG Labtech Inc., Germany) 以 O.D. (optical density) 595 nm
測其吸光度，以偵測尿蛋白含量。
利用 methylumbelliferyl N-acetyl-β-D-glucosaminide (簡 4-MU-NAG)
作 為 NAG 的 substrate ， 使 尿 液 中 NAG 酵 素 與 其 作 用 而 產 生
methylumbelliferone (4-MU)，因為 4-MU 會發出螢光，所以藉由 4-MU
所產生的螢光作為判斷的標準 60,61。以 4-MU 作檢量線，選用 FLUOstar
OPTIMA (BMG Labtech Inc., Germany) 以 螢 光 (exitation= 370 nm,
emission= 460 nm)偵測，定量 NAG 濃度。
七、血清中 BUN 的含量測定
血清中 BUN 含量測定是利用 Beckman blood urea nitrogen kit，使
用儀器 DcX 600 來測定。
八、血液中血糖值的含量測定
液中血糖值選擇 SureStep™ Test Strips (Lifescan Inc., USA) 測定：
先利用 glucose oxidase 將血液中的糖份反應為 gluconic acid 和 hydrogen
peroxide，再利用 peroxidase 使 hydrogen peroxide 和染劑呈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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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Step™ Plus (Lifescan Inc., USA) 偵測血糖值。
九、Periodoic Acid Schiff’s (PAS) stain 組織染色
將製作好的左腎石蠟包埋切片 (4-5μm) 先行脫蠟，水洗 10~20
秒，浸泡於 0.5%過碘酸溶液 (periodic acid, HIO4) 約 5 至 10 分鐘。經
蒸餾水水洗 3 次後，以 Schiff 氏試液染色 10 至 15 分鐘，之後直接移
至新鮮配製的亞硫酸氫鈉溶液 (sodium bisulfite, NaHSO3)，transfer 三
次，每次 3 分鐘，流水漂洗 3 至 5 分鐘。
對比染色選用蘇木紫液(hematoxylin stain solution) (武藤化學株式
會社, 日本)進行組織核染色，流水漂洗至標本呈藍色，依序以 70% 乙
醇 (ethanol)、95% 乙醇 (Sigma Inc., USA)、99.5% 乙醇 (absolute
ethanol) (Sigma Inc., USA)、二甲苯 (Xylene) (Sigma Inc., USA)等逐一脫
水，最後以 Entellan (Merck Inc., Germany) 封入劑 (mounting medium)
封蓋，以供鏡檢觀察。
十、組織損傷程度的量化
腎組織利用鏡檢組織照相法，使用光學顯微鏡(OPTIMA G-330)
200 倍(目鏡 × 物鏡: 10X × 20X)與數位相機(Nikon Coolpix 4500)隨機
找 20 個不重複的部位觀察腎小管與間質的傷害，包括腎小管上皮細胞
萎縮(tubular atrophy)、間質細胞浸潤 (cell infiltration)、間質纖維化
(interstitial fibrosis)，經由組織量化的方式評估，以 0-4 點分 4 階段計分，
總和為腎小管間質部分之 Tubulointerstitial histological score (TIHS)，然
後算出每一組的平均值。
十一、免疫螢光染色 (Immunofluorescence)
將新鮮的冷凍切片回溫 (室溫 25ºC)，以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pH 7.4) 濕潤後，以 10% normal rabbit serum 處理，將選定之
特異性一次抗體 F4/80 (Serotec Inc., USA), TGF-β, MMP-9, TNF-α
(Santa Cruz Inc., USA) 以 PBS 適當稀釋分別加在各組織上，同切片
之另一組織僅加入 PBS 當作陰性對照 (negative control)，反應後再
以 PBS 連續清洗 3 次。於避光環境下分別加入二次抗體 Tetramethyl
Rhodamine Isothiocyanate (TRITC)-labeled goat anti-rat IgG, rabbit
anti-goat IgG, rabbit anti-goat IgG (Santa Cruz Inc., USA)，染色後用
PBS 連續清洗 3 次，風乾，最後以 90 % glycerol 封蓋，使用共軛焦
雷射掃描式顯微鏡 Olympus FV500 (Tokyo, Japan)，以氦氖綠雷射為
光源，設定激發光 543 nm、發射光 585nm，觀察組織中 Macrophage
浸潤與 TGF-β, MMP-9 的沉積情形，所得影像以 FluoView 軟體分析
Olympus version 4.0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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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統計方法
數據以 mean+ SD 表示，實驗之尿蛋白、NAG 含量與血清中
BUN、血糖值的結果採用 Mann-Whitney U test 方法統計。
十三、綠茶濃縮劑在 AAN 之藥效評估
(一)實驗動物：如前所述
(二)實驗藥物
綠茶(台灣南投縣產春茶，購自茶葉股份有限公司)茶葉置於
圓底燒瓶中，加入 90℃蒸餾水(1:5, wt/vol)，置放於水浴槽加熱
迴流 10 分鐘，反覆操作三次，收集三次濾液合併後過濾，以減
壓濃縮機濃縮後，以冷凍乾燥，即為綠茶濃縮劑 42。
(三)實驗設計
將 AA 溶於 d.w.當作小鼠之飲用水，劑量為 3.0 μg/mL
(0.5mg/kg/day)，連續投予 8 週後恢復正常飲水，並經口投予
0.1mL 綠茶濃縮劑 (Extract of green tea, 以下簡稱 GT) 75, 150,
300 mg/kg，持續投藥 14 天，對照組投予等量 d.w.。為了觀察綠
茶濃縮劑對 AAN 的治療效果，給予治療藥物後 14 天犧牲各組
的動物，實驗組及對照組動物每組各 10 隻，共 40 隻。
(四)實驗方法
上述實驗方法如前所述
測定方法:
尿液收集
動物犧牲法、血液及組織切片製作
尿蛋白、NAG 含量測定
血清中 BUN
血液中血糖值的含量測定
PAS 組織染色
組織損傷程度的量化
免疫螢光染色
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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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設計流程
C3H/He mice male, n=10 / group
GT 75, 150, 300 mg/kg
& d.w. (p.o.)
AA/d.w. 3μg/mL, d.w. (p.o.)

0

7

14

21

28

35

42

49

56

63

70

Urine
collection

sacrifice
AA: Aristolochic acid sodium salt
GT: green tea

十四、(+)-catechin 在 AAN 之藥效評估
(一)實驗動物：如前所述
(二)實驗藥物：(+)-catechin 購自 Sigma (USA)。
(三)實驗設計
將 AA 溶於 d.w.當作小鼠之飲用水，劑量為 3.0 μg/mL
(0.5mg/kg/day)，連續投予 8 週後恢復正常飲水，並經口投予
0.1mL (+)-catechin，(以下簡稱 CAT ) 25, 50, 100 mg/kg，持續投
藥 14 天，對照組投予等量 d.w.。為了觀察(+)-catechin 對 AAN
的治療效果，給予治療藥物後 14 天犧牲各組的動物，實驗組及
對照組動物每組各 10 隻，共 4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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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設計流程
C3H/He mice male, n=10 / group
CAT 25, 50, 100 mg/kg
& d.w. (p.o.)
AA/d.w. 3μg/mL, d.w.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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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Aristolochic acid sodium salt
CAT: (+)-catechin

(五)實驗方法
血清中 cholesterol：
血清中 cholesterol 選擇 CHOD-PAP 方法測定：cholesterol 與
esterase 反應，以 500 nm 測其吸光度，儀器使用 Roche COBAS
MIRA Plus。
(六)下述實驗方法如前所述
測定方法
尿液收集
動物犧牲法、血液及組織切片製作
尿蛋白、NAG 含量測定
血清中 BUN
血液中血糖值的含量測定
PAS 組織染色
15

組織損傷程度的量化
免疫螢光染色
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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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慢性 AAN 在純系小鼠的確立
(一)尿蛋白、NAG 含量分析
實驗開始前，實驗組和投予 d.w.之對照組的小鼠 24 小時尿蛋
白含量分別為 2.00±0.26 mg/day；2.02±0.26 mg/day，兩組間在統
計學上沒有差異。連續投予 56 天 AA 的小鼠在給藥後 14, 21, 28, 35,
42, 49, 56 天之尿蛋白含量都有增加的趨勢，尿蛋白上升的情形在
停藥後仍然持續，實驗第 63, 70 天之尿蛋白 (3.66±0.34** mg/day ;
3.89±0.32** mg/day) 與對照組相較 (1.92±0.10 mg/day ; 2.03±0.16
mg/day)，在統計學上皆有顯著的意義 (**P < 0.01) (如圖一)。
投予 AA 後小鼠尿液中的 NAG 含量緩慢上升，第 42 天和
對照組達到統計學上的差異 (1.73±0.24* U/L vs 1.48±0.05
U/L) ， 實 驗 第 63, 70 天 實 驗 組 的 NAG 仍 然 持 續 上 升
(1.83±0.33* U/L ; 1.82±0.28* U/L) 與對照組相較 (1.47±0.17
U/L; 1.53±0.08 U/L)，在統計學上皆有顯著的意義 (*P < 0.05)
(如圖二)。
(二)血清中 BUN 分析
小鼠連續投予 56 天 AA 犧牲所取得血清之 BUN 值
(23.11±1.93* mg/dL) 相較於對照組 (21.53±1.11 mg/dL) 有顯
著統計學上的意義；實驗組在實驗第 70 天 (25.18±1.54**
mg/dL) 之 BUN 值相較於對照組 (22.95±1.31 mg/dL) 有統計
學上顯著的意義 (*P < 0.05, **P < 0.01) (如表一)。
(三)血液中血糖分析
投予 56 天 AA 犧牲所取得血糖值 (125.40±7.30* mg/dL) 相較
於對照組 (114.60±2.41 mg/dL) 有顯著統計學上的意義；實驗組在
實驗第 70 天 (139.13±5.41** mg/dL) 之血糖值相較於對照組
(116.83±6.11 mg/dL) 有統計學上顯著的意義 (**P < 0.01) (如表
二)。
(四)組織病理 PAS 染色
組織以 PAS 染色在光學顯微鏡 200 倍下觀察腎組織病理的
變化 (如圖三)。在連續 56 天投予 AA 的腎臟組織切片，發現
腎絲球正常，腎小管間質有顯著的細胞浸潤、萎縮 (atropy) 及
間質性纖維化(interstitial fibrosis)，這些腎小管間質損傷的情形
在停止給藥後，不但不能恢復，反而有加重的情形。
(五)組織損傷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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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下觀察 PAS 染色組織，依病理組織損傷程度量化表予
以計分。經量化後發現，實驗組之組織損傷程度在實驗第 56 天
(6.90±1.78*)，70 天 (7.60±1.19*) 相對正常小鼠 (1.73±0.25) 有統
計學上顯著的意義 (*P < 0.05) (如圖四)。
(六)免疫螢光染色
1.巨噬細胞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利用共軛焦雷射掃描式顯微鏡觀察
腎組織巨噬細胞浸潤情形。正常腎組織並無浸潤，連續給予 56
天 AA，可發現腎間質和腎小管受損部位有明顯紅色呈色，此顯
示巨噬細胞浸潤於損傷部位。巨噬細胞浸潤的情形在停止給予
AA 後不但沒有減緩，反而增加 (如圖五、六)。
2.TGF-β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觀察腎組織 TGF-β 沉積情形。正常
腎組織並無沉積，在給予 56 天 AA 的組別，可發現腎間質
和腎小管部位有明顯紅色呈色，顯示 TGF-β 沉積於此損傷部
位。停止給予 AA 後 14 天，沉積的情形不但沒有減緩，反
而有更多的 TGF-β 沉積於腎間質和腎小管 (如圖五、六)。
3.MMP-9
觀察腎組織中 MMP-9 沉積情形，發現正常腎組織並無呈
色，隨著實驗時間點的不同，沉積的程度略有不同。在給予 56
天 AA 的組別中，發現腎間質有些許紅色呈色，表示 MMP-9 蓄
積於此損傷部位。停止給予 AA 後 14 天，沉積的情形有輕微增
加的趨勢 (如圖五、六)。
4.TNF-α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觀察腎組織 TNF-α 沉積情形。正常
腎組織並無沉積，在給予 56 天 AA 的組別，可發現腎間質
和腎小管部位有明顯紅色呈色，顯示 TNF-α 蓄積於此損傷部
位。停止給予 AA 後 14 天，蓄積的情形不但沒有減緩，反
而有更多的 TNF-α 蓄積於腎間質和腎小管 (如圖五、六)。

二、綠茶濃縮劑對慢性 AAN 的藥效評估
(一)尿蛋白、NAG 含量分析
投予 GT 7 天，實驗組中 75 mg/kg 組 (3.63±0.59 mg/day), 150
mg/kg 組 (3.55±0.61 mg/day), 300 mg/kg 組 (3.58±1.13 mg/day) 之
24 小時尿蛋白含量減少，相較於 AAN 對照組 (3.66±0.34 m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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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意義。而在給予治療藥物 14 天後，150 mg/kg
(4.68±0.33* mg/day), 300 mg/kg (4.90±0.63* mg/day) 尿蛋白含量
皆增加，與對照組 (3.89±0.32 mg/day) 相較有統計學上顯著的意
義 (*P < 0.05)。(如圖七)。
投予 GT 75 mg/kg (1.52±0.18 U/L), 150 mg/kg (1.31±0.13**
U/L), 300 mg/kg (1.32±0.11** U/L), 7 天後尿中 NAG 含量和對
照組 (1.83±0.33 U/L) 相較有降低的趨勢。而在治療 14 天後，
75 mg/kg (1.36±0.09** U/L), 150 mg/kg (1.31±0.19** U/L) 與
300 mg/kg (1.45±0.04** U/L)組皆可降低尿中 NAG 含量，與對
照組 (1.82±0.28 U/L)相較有統計學上顯著的意義 (**P < 0.01)
(如圖八)。
(二)血清中 BUN 分析
連續投予 14 天 GT 150 mg/kg (23.29±1.80* mg /dL)會降低血
清中 BUN 值，相較於 AAN 對照組(25.18±1.54 mg/dL)有統計學上
的意義(*P < 0.05)，但投予 75 mg/kg (24.57±1.72 mg/dL), 300 mg/kg
(24.20±0.84 mg/dL)的組別則沒有明顯的改善 (如表三)。
(三)血液中血糖分析
在 AAN 小鼠投予 14 天 GT 治療之實驗組中，發現 75 mg/kg
組(129.8±7.92 mg/dL), 150 mg/kg 組(122.8±6.06** mg/dL), 300
mg/kg 組(125.00±7.97** mg/dL)的血糖值和對照組(139.13±5.41
mg/dL)相較皆有降血糖的效果，其中 150 mg/kg (122.8±6.06**
mg/dL), 300 mg/kg (125.00±7.97** mg/dL) 和 對 照 組
(139.13±5.41 mg/dL)相較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P < 0.01) (如
表四)。
(四)組織病理 PAS 染色
光學顯微鏡 200 倍下觀察投予 GT 小鼠腎組織病理的變化 (如
圖九)，在對照組(A)與連續 14 天投予 GT (75 mg/kg, 150 mg/kg, 300
mg/kg) 的病理組織圖(B, C, D)。在 GT 150 mg/kg 組中，可發現腎
小管和間質細胞浸潤和纖維化的情形相較於對照組明顯減緩，腎
小管的傷害也相對減弱。
(五)組織損傷量化分析
經 PAS 染色之組織在顯微鏡下觀察，依病理組織損傷程度量
化表予以計分。經量化結果發現，組織損傷程度在綠茶濃縮劑 150
mg/kg (5.30±0.84*)，有減輕的趨勢，相較於對照組 (7.60±1.19) 有
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5)。而 75 mg/kg (6.33±1.04), 300 mg/kg
(6.30±0.67) 相較於對照組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如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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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免疫螢光染色
1. 巨噬細胞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利用共軛焦雷射掃描式顯微鏡觀察
腎組織巨噬細胞浸潤情形。AAN 對照組之腎組織 (A) 與不同劑
量 GT (75 mg/kg, 150 mg/kg, 300 mg/kg) 治療 14 天的浸潤程度
有差異 (B,C,D)。相較於對照組，在 150 mg/kg 的組別可發現腎
小管和腎間質部位之紅色呈色減少，此顯示給予 GT 150 mg/kg
可減少巨噬細胞浸潤 (如圖十一、十二)。
2. TGF-β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利用共軛焦雷射掃描式顯微鏡觀察
腎組織細胞激素 TGF-β 沉積情形。AAN 對照組之腎組織 (A) 與
不同劑量綠茶濃縮劑 (75 mg/kg, 150 mg/kg, 300 mg/kg) 治療 14
天 TGF-β 的沉積程度不同 (B,C,D)。相較於對照組，在 150 mg/kg
的組別可發現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之紅色呈色減少，此顯示給
予 GT 150 mg/kg 可減少 TGF-β 蓄積 (如圖十一、十二)。
3. MMP-9
觀察腎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在 MMP-9 的沉積，隨著綠茶的
投予劑量不同，其在組織沉積程度略有不同。相較於對照組，
150 mg/kg 的組別在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的紅色呈色有增加的
情形，即表示給予 GT 150 mg/kg 可增加 MMP-9 的沉積 (如圖
十一、十二)。
4. TNF-α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觀察腎組織 TNF-α 沉積情形。AAN
對照組之腎組織(A) 與不同劑量 GT (75 mg/kg, 150 mg/kg,
300 mg/kg) 治療 14 天 TNF-α 的沉積程度不同 (B, C, D)。相
較於對照組，在 150 mg/kg 的組別可發現腎小管和腎間質部
位之紅色呈色減少，此顯示給予綠茶 150 mg/kg 可減少
TNF-α 蓄積 (如圖十一、十二)。
三、(+)-catechin 對慢性 AAN 之藥效評估
(一)尿蛋白、NAG 含量分析
投予(+)-catechin 7 天，實驗組中 25 mg/kg 組(3.48±0.68
mg/day), 50 mg/kg 組 (3.11±0.60 mg/day), 100 mg/kg 組
(3.66±0.58 mg/day)之 24 小時尿蛋白，相較於 AAN 對照組
(3.66±0.34 mg/day)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而在給予治療
藥物 14 天後，25 mg/kg 組 (3.28±0.57 mg/day), 50 mg/kg 組
(2.47±0.18** mg/day), 100 mg/kg 組(3.74±0.40 mg/day)皆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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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蛋白含量，其中 50 mg/kg 組(2.47±0.18** mg/day)與對照組
(3.89±0.32 mg/day)相 較 有 統 計 學 上 的 顯 著 意 義 (**P < 0.01)
(如圖十三)。
投 予 (+)-catechin 50 mg/kg (1.59±0.24 U/L), 100 mg/kg
(1.76±0.24 U/L)，7 天後尿中 NAG 含量和對照組(1.83±0.33 U/L)
相較有降低的趨勢。而在治療 14 天後，25 mg/kg (1.78±0.25
U/L), 50 mg/kg (1.55±0.29* U/L)可降低尿中 NAG 含量，只有
50 mg/kg 的組別與對照組(1.82±0.28 U/L)相較有統計學上的
顯著意義(*P < 0.05) (如圖十四)。
(二)血清中 BUN 分析
連續投予 14 天(+)-catechin 50 mg/kg (20.64±1.69** mg /dL)
會降低血清中 BUN 值，相較於 AAN 對照組 (25.18±1.54 mg/dL)
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但 25 mg/kg (25.14±1.86 mg/dL), 100 mg/kg
(23.14±2.27 mg/dL)則沒有明顯改變血清中 BUN 值(如表五)。
(三)血液中血糖分析
在 AAN 小鼠投予 14 天(+)-catechin 治療之實驗組中，發現
25 mg/kg (127.00±5.57** mg/dL), 50 mg/kg (117.67±6.96** mg/dL),
100 mg/kg (128.00±7.93** mg/dL) 組 的 血 糖 值 和 對 照 組
(139.13±5.41 mg/dL)相較皆有降低血糖的效果，而且有統計上顯著
的差異 (**P < 0.01) (如表六)。
(四)組織病理 PAS 染色
光學顯微鏡 200 倍下觀察投予(+)-catechin 小鼠腎組織病理的
變化(如圖十五)，在對照組 (A)與連續 14 天投予(+)-catechin (25
mg/kg, 50 mg/kg, 100 mg/kg)的病理組織圖(B,C,D)。在(+)-catechin
50 mg/kg 組中，可發現腎小管和間質細胞浸潤和纖維化的情形相
較於對照組明顯減緩，腎小管的傷害也相對減弱。
(五)組織損傷量化分析
經 PAS 染色之組織在顯微鏡下觀察，依病理組織損傷程度量
化表予以計分。經量化結果發現，組織損傷程度在(+)-catechin 50
mg/kg (4.75±0.96*), 100 mg/kg (6.63±0.85) 有減輕的趨勢，只有
(+)-兒茶素 50 mg/kg 的組別相較於對照組 (7.60±1.19) 有統計學上
的意義 (*P < 0.05) (如圖十六)。
(六)免疫螢光染色
1. 巨噬細胞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利用共軛焦雷射掃描式顯微鏡觀察
腎組織巨噬細胞浸潤情形。AAN 對照組之腎組織 (A) 與不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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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catechin (25 mg/kg, 50 mg/kg, 100 mg/kg) 治療 14 天浸潤
有程度上的差異(B,C,D)。相較於對照組，在給予(+)-catechin 治
療的組別可發現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之紅色呈色減少，此顯示
給予(+)-catechin 50 mg/kg 可減少巨噬細胞浸潤(如圖十七、十
八)。
2. TGF-β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利用共軛焦雷射掃描式顯微鏡觀察
腎組織化學激素 TGF-β 沉積情形。AAN 對照組之腎組織 (A) 與
不同劑量(+)-catechin (25 mg/kg, 50 mg/kg, 100 mg/kg) 治療 14
天 TGF-β 的沉積程度不同(B, C, D)。相較於對照組，在 50 mg/kg
的組別可發現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之紅色呈色減少，此顯示給
予(+)-catechin 50 mg/kg 可減少 TGF-β 蓄積(如圖十七、十八)。
3. MMP-9
觀 察 腎 組 織 以 免 疫 螢 光 染 色 在 MMP-9 的 沉 積 ， 隨 著
(+)-catechin 的投予劑量不同，其在組織沉積程度略有不同。相
較於對照組，50 mg/kg 的組別在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的紅色呈
色有增加的情形，即表示給予(+)-catechin 50 mg/kg 可增加
MMP-9 的沉積 (如圖十七、十八)。
4. TNF-α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觀察腎組織 TNF-α 沉積情形。AAN 對
照組之腎組織 (A) 與不同劑量(+)-catechin (25 mg/kg, 50 mg/kg,
100 mg/kg) 治療 14 天 TNF-α 的沉積程度不同 (B,C,D)。相較於
對照組，在 50 mg/kg 的組別可發現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之紅色
呈色減少，此顯示給予(+)-catechin 50 mg/kg 可減少 TNF-α 蓄積
(如圖十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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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選擇小鼠品系方面是根據 Sato et al.16 (2004) 發現，腹腔注射或口服給
予 C3H/He 小鼠 2.5 mg/kg AA 後的腎臟損傷情形與 AAN 患者的病理特徵最
相似，故本實驗選用 C3H/He 小鼠作為實驗動物。本研究為了模擬臨床上
AAN 病人長期服用 AA 造成的慢性腎損傷，參考 Mengs15 (1987) 雄性小鼠
經口投予 AA 的 LD50 55.9 mg/kg 的百分之一劑量 0.5 mg/kg 當做本實驗的
投予劑量，並配合小鼠的飲水習慣，固定濃度讓小鼠長期飲用。
一、綠茶濃縮劑對慢性 AAN 的藥效評估
本實驗投予綠茶濃縮劑作為治療藥物，劑量範圍的選定是參考
Yokozawa et al.41 (1999)、Metz et al.42 (2000)、Sabu et al.43 (2002) 的有
效總累積劑量，換算成投予 14 天，每日所需投予的約略值。
本實驗發現，連續 14 天經口投予綠茶濃縮劑 75, 150, 300 mg/kg
皆可明顯降低尿中 NAG 含量。在尿蛋白方面，Yokozawa et al.41 (1999)
連續 40 天餵食大鼠含 20 mg/kg/day green tea tannin 的飲用水，只可輕
微減少尿蛋白，但與對照組相較無統計上的差異，此與本實驗投予綠
茶濃縮劑 75 mg/kg 與對照組相較無統計上差異的結果相似。Yokozawa
et al.62 (2003) 在餵食 arginine 的大鼠身上，連續 30 天投予 green tea
polyphenol 100 mg/kg 可有效減少蛋白尿，但本實驗發現給予綠茶濃縮
劑 150, 300 mg/kg 尿蛋白反而增加。Perico et al.63 (2005) 指出，腎臟受
損時，完整的腎元數目逐漸減少，造成腎絲球過濾率持續的減少，腎
臟為因應此困境，剩下的腎元會變的高張，減少腎動脈的阻力，過度
增加腎血流，最後造成大分子蛋白質也被濾過，產生蛋白尿。而低分
子量蛋白，如：microglobulin, retinol-binding protein 在正常生理狀況下
會被腎絲球濾過，在近曲小管被再吸收，如果腎小管受損，再吸收功
能被破壞，則低分子量蛋白尿會增加。本實驗中綠茶濃縮劑 150, 300
mg/kg 使尿蛋白含量上升，推測綠茶可能含有某些成分會增加腎絲球的
血流量，使得腎絲球增加大分子蛋白質的濾過，或是抑制腎小管再吸
收低分子量尿蛋白，因而惡化尿蛋白的情形，但目前關於此部分的研
究不多，無法引證，希望留待以後來研究探討。
經口投予綠茶濃縮劑 150 mg/kg 可以降低血清中 BUN，150, 300
mg/kg 可降低血糖值，此與 Yokozawa et al.41 (1999) 餵食大鼠 20
mg/kg/day green tea tannin 40 天與 Yokozawa et al.68 (2003) 連續 30 天投
予大鼠 green tea polyphenol 100 mg/kg 均可降低血中 BUN、 Sabu et al.43
(2002) 投予 green tea polyphenol 100 mg/kg/day 15 天可明顯減少
BUN、血糖的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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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et al.44 (2004)經口投予 tea polyphenols 80 mg/kg/day 來治療
cyclosporine A 引起大鼠慢性腎毒性，其結果在腎組織方面可顯著的減
少腎小管損傷及腎間質纖維化，由免疫螢光染色發現 TGF-β1 的表現
降低。在本實驗腎組織鏡檢，也發現投予綠茶濃縮劑 150 mg/kg 可減低
腎小管損傷、間質細胞浸潤和纖維化，免疫螢光染色顯示巨噬細胞浸
潤情形減少，TGF-β1、TNF-α 接著降低，MMP-9 的沉積增加。
根據本實驗的結果，推測綠茶濃縮劑減少腎臟損傷的機制是：綠
茶本身具有抗氧化力，可以減少腎臟自由基的破壞，減緩巨噬細胞浸
潤、降低 TGF-β1、TNF-α 的表現，增加 MMP-9 的表現，進而達到
改善腎間質纖維化。
二、(+)-catechin 對慢性 AAN 的藥效評估
本實驗投予(+)-catechin 作為治療藥物，劑量範圍的選定是根據前
一個實驗綠茶濃縮劑對慢性 AAN 的藥效評估所得的結果：綠茶濃縮劑
150 mg/kg 為最佳劑量，並參考 Metz et al.42 (2000) 文獻指出兒茶素佔
綠茶濃縮劑約 30%，換算出兒茶素含量後取約略值。此外還參考 Siegers
et al.64 (1982) 投予大鼠(+)-catechin 的有效劑量，再加以修正。
連續 14 天經口投予(+)-catechin 25, 50, 100 mg/kg，結果顯示
(+)-catechin 50 mg/kg 可以有效降低小鼠尿蛋白以及尿中 NAG 含量。
本實驗投予(+)-catechin 50 mg/kg 明顯減少血中 BUN，此與 Chander
et al.55 (2003) 觀察到(+)-catechin 因為本身具有抗氧化力，增加內生性
抗氧化物質（GSH、glutathione reductase、catalase、SOD）的量，明顯
改善 BUN 的結果相似。在血糖值方面，投予(+)-catechin 25, 50, 100
mg/kg 均可以有效降低血糖，目前關於(+)-catechin 對糖類代謝的研究
不多，無法引證本實驗中(+)-catechin 對血糖值的影響，此部分可以留
待以後的研究探討。
腎組織鏡檢觀察發現(+)-catechin 50 mg/kg 可以減低腎小管受
損、間質細胞浸潤和纖維化，免疫螢光染色亦發現巨噬細胞浸潤減少，
TGF-β、TNF-α 沉積降低，MMP-9 接著情形增加，因為(+)-catechin 屬
於多酚類，本身是強力的抗氧化劑，能夠有效的清除多種自由基，在
Huang et al.57（2005）研究中指出，投予(+)-catechin 後可降低 OH·，也
可以阻斷因氧化壓力而引起的 NF-κB 活化，進而增加細胞的存活率。
故推測(+)-catechin 可抑制 NF-κB 活化，進而減少單核球趨化蛋白、
巨噬細胞以及促進纖維化作用的細胞激素(cytokines)，如 TGF-β的表
現，來減低腎組織損傷 19,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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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實驗發現連續 56 天飲用水給予 C3H/He 小鼠 AA/d.w. 3 μg/mL，會造
成小鼠尿蛋白、NAG、BUN、血糖值上升，腎組織鏡檢發現腎小管萎縮、
腎小管間質有嚴重細胞浸潤和纖維化的情形；免疫螢光染色發現腎小管間
質有大量 Macrophage，TGF-β、TNF-α 表現，MMP-9 也有些許表現，腎臟
受損的情形在停止投予 AA 後不但沒有恢復，反而惡化，說明 AAN 是一種
不可逆腎臟疾病。
經口投予綠茶濃縮劑 150 mg/kg 可降低小鼠 NAG、BUN、血糖值，腎
組織鏡檢觀察亦有顯著改善，免疫螢光染色發現 Macrophage、TGF-β、TNF-α
表現減少，MMP-9 表現增加。由實驗發現，綠茶濃縮劑 150 mg/kg 能減輕
AAN 小鼠腎臟纖維化情形。
經口投予(+)-catechin 50 mg/kg,可降低小鼠尿蛋白、NAG、BUN、血糖
值，腎組織鏡檢觀察亦有顯著改善，免疫螢光染色發現 Macrophage、TGF-β、
TNF-α 表 現 減 少 ， MMP-9 表 現 增加 。 綜 合 上述 ， 使 用 綠 茶 濃縮 劑 及
(+)-catechin 皆會改善 AAN 病人腎臟功能。未來可以考慮延長實驗藥物期
間，以更近一步探討其療效與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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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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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實驗期間之尿蛋白含量分析
Fig.1 Urinary protein excretion of experimental (●) and normal (▽) group.
Treatment of AA ●)(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urinary
protein from day 14.
*P < 0.05, **P < 0.01 vs. the norma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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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實驗期間之 NAG 含量分析
Fig.2 Urinary NAG activity of experimental (●) and normal (▽) group.
Treatment of AA (●)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urinary NAG
on day 42, 49, 56, 63, 70.
*P < 0.05 vs. the norma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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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三、實驗期間之腎組織病理變化情形
Fig.3 Light microscopy findings of renal tissue of normal mice (A), treated with
3μg /mL AA for 56 days (B), discontinue AA for 14 days (C). The mice
treated with 3μg/mL AA groups show moderate tubulointerstitial damage,
such as cell infiltration into interstitium, tubular cell atrophy and
interstitial fibrosis. (PAS stain, x 200)
p.s. : tubular atrophy, : cell infiltration, : interstitial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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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實驗期間之組織損傷量化分析
Fig.4 Tubulointerstitial histological score (TIHS) of experimental and normal
group. Treatment of A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issue damage on day 56,
70.
a
Day 56: treated with 3μg /mL AA for 56 days
b
Day 70:treated with 3μg /mL AA for 56 days and discontinue for 14 days
*P < 0.05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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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實驗期間腎組織之免疫螢光染色變化情形
Fig.5 Confocal images of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tubular interstitium of normal mice, treated with 3μg /mL AA for
56 days (Day 56), discontinue AA for 14 days (Day 70). The red color demonstrating the presence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and TNF-α in the injury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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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實驗期間腎組織之免疫螢光染色半定量分析
Fig.6 Semi-quantification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TNF-α of
experimental and normal group.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F.I.)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and TNF-α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on day 56, 70.
*P < 0.05, **P < 0.01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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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綠茶濃縮劑在此腎炎模型之尿蛋白含量分析
Fig.7 Urinary protein excretion of green tea (GT) treatment groups. Treated with
150 mg/kg () and 300mg/kg () of G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urinary protein on day 70.
*P < 0.05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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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綠茶濃縮劑在此腎炎模型之 NAG 含量分析。
Fig.8 Urinary NAG excretion of green tea (GT) treatment groups on day 63 and
70. Treated with 150, 300 mg/kg of G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NAG on day 63. Treated with 75, 150, 300 mg/kg of G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NAG on day 70.
**P < 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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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綠茶濃縮劑在此腎炎模型之腎組織病理變化情形
Fig.9 Light microscopy findings of renal tissue of control group (A) and others
treated with 75 mg/kg, 150 mg/kg, and 300 mg/kg of GT (B, C, D),
respectively. The 150 mg/kg of GT group demonstrated the amelioration
of tubulointerstitial damage, such as cell infiltration into interstitium,
tubular cell atrophy and interstitial fibrosis. (PAS stain, x 200)
p.s. : tubular atrophy, : cell infiltration, : interstitial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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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綠茶濃縮劑之組織損傷量化分析
Fig.10 Tubulointerstitial histological score (TIHS) for GT treatment groups.
Treated with 150 mg/kg of G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issue damage on
day 70.
**P < 0.01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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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綠茶濃縮劑在此腎炎模型之免疫螢光染色變化情形
Fig.11 Confocal images of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tubular interstitium of control group and others treated with 75
mg/kg, 150 mg/kg, and 300 mg/kg of Green tea (GT), respectively. The red color demonstrating the presence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and TNF-α in the injury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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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綠茶濃縮劑在此腎炎模型之免疫螢光染色半定量分析
Fig.12 Semi-quantification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TNF-α of control
and green tea (GT) treatment groups.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F.I.) of
macrophage, TGF-β, TNF-α in the interstitium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all treatment groups, especially in the GT 150
mg/kg-treate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F.I.of
MMP-9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ll treatment groups, and
especially in the GT 150 mg/kg-treated group.
*P<0.05, **P < 0.01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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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catechin 在此腎炎模型之尿蛋白含量分析
Fig.13 Urinary protein excretion of (+)-catechin (CAT) treatment groups.
Treated with 50 mg/kg () of CA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urinary protein on day 70.
**P < 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43

2.5

Control
CAT 25 mg/kg
CAT 50 mg/kg
CAT 100 mg/kg

NAG activity (U/L)

2.0

*

1.5

1.0

0.5

0.0

Day 63

Day 70

Laboratory day (day)

圖十四、(+)-catechin 在此腎炎模型之 NAG 含量分析
Fig.14 Urinary NAG excretion of (+)-catechin (CAT) treatment groups on day
63 and 70. Treated with 50 mg/kg of CA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NAG on day 70.
*P < 0.05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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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catechin 在此腎炎模型之腎組織病理變化情形
Fig.15 Light microscopy findings of renal tissue of control group (A) and others
treated with 25 mg/kg, 50 mg/kg, and 100 mg/kg of (+)-catechin (CAT)
(B, C, D), respectively. The 50 mg/kg of CAT group demonstrated the
amelioration of tubulointerstitial damage, such as cell infiltration into
interstitium, tubular cell atrophy and interstitial fibrosis. (PAS stain, x
200)
p.s. : tubular atrophy, : cell infiltration, : interstitial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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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catechin 之組織損傷量化分析
Fig.16 Tubulointerstitial histological score (TIHS) for (+)-catechin (CAT)
treatment groups. Treated with 50 mg/kg of CA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issue damage on day 70.
*P < 0.05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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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catechin 在此腎炎模型之免疫螢光染色變化情形
Fig.17 Confocal images of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tubular interstitium of control group and others treated with 25
mg/kg, 50 mg/kg, and 100 mg/kg of CAT, respectively. The red color demonstrating the presence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and TNF-α in the injury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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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catechin 在此腎炎模型之免疫螢光染色半定量分析
Fig.18 Semi-quantification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TNF-α of control
and (+)-catechin (CAT) treatment groups.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F.I.)macrophage, TGF-β, TNF-α in the interstitium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all treatment groups, especially in the CAT 50
mg/kg-treate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F.I.of
MMP-9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ll treatment groups, especially in
the CAT 50 mg/kg-treated group.
*P<0.05, **P<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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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實驗第 56, 70 天之 BUN 值
BUN (mg/dL)

Treatment
(n= 10/ group)

Day 56a

Day 70b

AA 3μg/mL

23.11±1.93*

25.18±1.54**

Normal

21.53.±1.11

22.95±1.31

a

Day 56: treated with 3μg /mL AA for 56 days

Day 70: treated with 3μg /mL AA for 56 days and discontinue for 14 days
*P < 0.05, **P < 0.01 vs. the norma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b

表二、實驗第 56, 70 天之血糖值
Blood glucose (mg/dL)

Treatment
(n= 10/ group)

Day 56a

Day 70b

AA 3μg/mL

125.40±7.30*

139.13±5.41**

Normal

114.60±2.41

116.83±6.11

a

Day 56: treated with 3μg /mL AA for 56 days

Day 70: treated with 3μg /mL AA for 56 days and discontinue for 14 days
*P < 0.05, **P < 0.01 vs. the norma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b

表三、綠茶濃縮劑在此腎炎模型之 BUN 值
Treatment
(n=10/ group)
Control

BUN (mg/dL)
25.18±1.54

GT 75 mg/kg

24.57±1.72

GT 150 mg/kg

23.29±1.80*

GT 300 mg/kg

24.20±0.84

*P < 0.05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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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綠茶濃縮劑在此腎炎模型之血糖值
Treatment
(n=10/ group)
Control

Blood glucose (mg/dL)
139.13±5.41

GT 75 mg/kg

129.80±7.92

GT 150 mg/kg

122.80±6.06**

GT 300 mg/kg

125.00±7.97**

**P < 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表五、(+)-catechin 在此腎炎模型之 BUN 值
Treatment
(n=10/ group)
Control

BUN (mg/dL)
25.18±1.54

CAT 25 mg/kg

25.14±1.86

CAT 50 mg/kg

20.64±1.69**

CAT 100 mg/kg

23.14±2.27

**P < 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表六、(+)-catechin 在此腎炎模型之血糖值。
Treatment
(n=10/ group)
Control

Blood glucose (mg/dL)
139.13±5.41

CAT 25 mg/kg

127.00±5.57**

CAT 50 mg/kg

117.67±6.96**

CAT 100 mg/kg

128.00±7.93**

**P < 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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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尿蛋白、NAG 含量分析
AAN 小 鼠 投 予 各 種 治 療 藥 物 之 實 驗 組 中 ， pravastatin (P)
(2.47±0.39** mg/day), CAT+P (2.55±0.40** mg/day) 在治療 7 天後 24 小
時尿蛋白含量減少，相較於 AAN 對照組 (3.66±0.34 mg/day) 有統計學
上的顯著意義。連續投予 14 天治療藥物後，CAT 50 mg/kg (2.47±0.18**
mg/day), P (2.21±0.25** mg/day), CAT+P (2.16±0.28** mg/day) 組的 24
小時尿蛋白含量減少，相較於對照組 (3.89±0.32 mg/day) 有統計學上
的顯著意義 (**P < 0.01)。由此發現，給予 CAT 50 mg/kg , P, CAT+P 都
可以降低 AAN 的尿蛋白含量，其中以 CAT+P 降低尿蛋白的效果最好
(如圖十九)。
投予治療藥物之實驗組中，CAT 50 mg/kg (1.59±0.24 U/L), P
(1.73±0.12 U/L), CAT+P (1.54±0.21 U/L) 組在 7 天後尿中 NAG 含量和
對照組 (1.83±0.33 U/L) 相較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而在治療 14
天後，CAT 50 mg/kg (1.55±0.29* U/L), P (1.42±0.22* U/L), CAT+P
(1.30±0.30* U/L) 組皆可降低尿中 NAG 含量，和對照組 (1.82±0.28 U/L)
相較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 (*P < 0.05) (如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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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各種治療藥物在此腎炎模型之尿蛋白含量分析
Fig.19 Urinary protein excretion of treatment groups. Treated with pravastatin (P)
() and CAT+P ()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urinary
protein on day 63. Treated with CAT 50 mg/kg (▼), pravastatin (P) ()
and CAT+P ()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urinary protein
on day 70.
**P < 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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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各種治療藥物在此腎炎模型之 NAG 含量分析
Fig.20 Urinary NAG excretion of treatment groups. Treated with CAT 50 mg/kg,
P and CAT+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excretion of urinary NAG on
day 70.
*P < 0.05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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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清中 BUN 分析
AAN 小鼠投予治療藥物 14 天的 BUN 值在 CAT 50 mg/kg 組
(20.64±1.69** mg/dL), P 組 (21.33±2.94* mg/dL), CAT+P 組
(22.75±1.89* mg/dL)都有降低的情形，相較於對照組(25.18±1.54 mg/dL)
有統計學上的意義。(*P < 0.05, ** P < 0.01) (如表七)。
表七、各種治療藥物在此腎炎模型之 BUN 值
Treatment
BUN (mg/dL)
(n=10/ group)
Control
25.18±1.54
CAT 50 mg/kg

20.64±1.69**

P

21.33±2.94*

CAT+P

22.75±1.89*

*P < 0.05, **P < 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三、血液中血糖分析
在 投 予 各 種 治 療 藥 物 之 實 驗 組 中 ， CAT 50 mg/kg 組
(117.67±6.96** mg/dL), P 組 (107.00±16.33**mg/dL), CAT+P 組
(115.40±7.70** mg/dL)在給藥 14 天後，血糖值有降低的情形，相較於
對照組 (139.13±5.41 mg/dL)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1) (如表八)
表八、各種治療藥物在此腎炎模型之血糖值
Treatment
Blood glucose (mg/dL)
(n=10/ group)
Control
139.13±5.41
CAT 50 mg/kg

117.67±6.96**

P

107.00±16.33**

CAT+P

115.40±7.70**

**P < 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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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血液中 cholesterol 分析
AAN 小鼠投予各種治療藥物之實驗組中， CAT 50 mg/kg 組
(134.72±5.63 mg/dL), P 組(134.90±5.53 mg/dL), CAT+P 組(131.33±4.93
mg/dL)在給藥 14 天後，cholesterol 值相較於對照組(134.76±7.53 mg/dL)
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如表九)。
表九、各種治療藥物在此腎炎模型之 cholesterol 值
Treatment
Cholesterol (mg/dL)
(n=10/ group)
Control
134.76±7.53
CAT 50 mg/kg

134.72±5.63

P

134.90±5.53

CAT+P

131.3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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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病理 PAS 染色
光學顯微鏡 200 倍下觀察到小鼠之腎組織病理的變化(圖二十
一)，AAN 對照組(A), 連續投予 14 天 CAT 50 mg/kg, P, CAT+P (B, C, D)
的病理組織圖。在 CAT 50 mg/kg, P, CAT+P (B, C, D)的組織圖中，可發
現腎小管只有輕微的萎縮，而間質細胞浸潤和纖維化的傷害明顯改善。
(A)

(B)

(C)

(D)

圖二十一、各種治療藥物在此腎炎模型之腎組織病理變化情形
Fig.21 Light microscopy findings of renal tissue of control group (A) and others
treated with CAT 50 mg/kg (B), P (C), CAT+P (D). The CAT 50 mg/kg
(B), P (C), CAT+P (D)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ell infiltration into
interstitium, tubular cell atrophy and interstitial fibrosis. (PAS stain, x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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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ulointerstitial histological score (TIHS)

六、組織損傷量化分析
經 PAS 染色之組織在顯微鏡下觀察，依病理組織損傷程度量化表
予 以 計 分 。 經 量 化 結 果 發 現 ， 組 織 損 傷 程 度 在 CAT 50 mg/kg
(4.75±0.96*), P (4.33±0.76*), CAT+P (4.13±0.75*) 都有減輕的趨勢，相
較於對照組 (7.60±1.19) 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5) (如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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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各種治療藥物之組織損傷量化分析
Fig.22 Tubulointerstitial histological score (TIHS) of treatment groups. Treated
with CAT 50 mg/kg (CAT 50), P, CAT+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issue
damage.
*P < 0.05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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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免疫螢光染色
(一)巨噬細胞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利用共軛焦雷射掃描式顯微鏡觀察腎
組織巨噬細胞浸潤情形。AAN 對照組之腎組織 (A) 與治療藥物在
14 天後浸潤程度有差異 (B,C,D)。相較於對照組，在給予 CAT 50
mg/kg, P, CAT+P 治療的組別可發現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之紅色呈
色減少，此顯示給予 CAT 50 mg/kg, P, CAT+P 可減少巨噬細胞浸
潤 (如圖二十三、二十四)。
(二) TGF-β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利用共軛焦雷射掃描式顯微鏡觀察腎
組織化學激素 TGF-β 沉積情形。AAN 對照組之腎組織 (A) 與治
療藥物在 14 天 TGF-β 的沉積程度不同 (B,C,D)。相較於對照組，
在給予 CAT 50 mg/kg, P, CAT+P 治療的組別可發現腎小管和腎間
質部位之紅色呈色減少，此顯示給予 CAT 50 mg/kg, P, CAT+P 治
療可減少 TGF-β 蓄積 (如圖二十三、二十四)。
(三) MMP-9
觀察腎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在 MMP-9 的沉積，隨著治療藥物
不同，其在組織沉積程度略有不同。相較於對照組，給予 CAT 50
mg/kg, P, CAT+P 治療的組別在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的紅色呈色有
增加的情形，即表示給予 CAT 50 mg/kg, P, CAT+P 治療可增加
MMP-9 的沉積 (如圖二十三、二十四)。
(四) TNF-α
組織以免疫螢光染色觀察腎組織 TNF-α 沉積情形。AAN 對照
組之腎組織 (A) 與治療藥物 在 14 天 TNF-α 的沉積程度不同
(B,C,D)。相較於對照組，給予 CAT 50 mg/kg, P, CAT+P 治療的組
別可發現腎小管和腎間質部位之紅色呈色減少，此顯示給予 CAT
50 mg/kg, P, CAT+P 治療可減少 TNF-α 蓄積 (如二十三、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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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各種治療藥物在此腎炎模型之免疫螢光染色變化情形
Fig.23 Confocal images of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tubular interstitium of control group and others treated with CAT
50 mg/kg, P and C+P, respectively. The red color demonstrating the presence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and
TNF-α in the injury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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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各種治療藥物在此腎炎模型之免疫螢光染色半定量分析
Fig.24 Semi-quantification of macrophage, TGF-β, MMP-9, TNF-α of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F.I.) of macrophage,
TGF-β, TNF-α in the interstitium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all
treatment groups.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MMP-9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ll treatment groups.
*P<0.05, **P<0.01 vs. the control group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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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茶提煉物-EGCG」補充治療合併高血脂
的第二型糖尿病病人之療效評估(2-1)
許中華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林森中醫院區

摘

要

第二型糖尿病(Type II D.M.)，在臨床上頗為常見，因糖尿病及其併發症是造
成國人死亡之十大死因之一；因糖尿病而求診另類療法或傳統中醫藥頗為普遍，
然而國內相關之研究尚未有較具嚴謹之臨床評估報告。根據美國及一些先進國家
所作之研究，65%成年人會尋求另類或補充療法；台大王德榮教授所作之研究，
80% 曾 服 用 過 中 藥 或 草 藥 以 控 制 血 糖 。 許 多 動 物 試 驗 顯 示 以 EGCG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為主的綠茶提煉物，具有改善胰島素阻抗性及降低膽固
醇及三酸甘油脂。本研究亦計畫藉由雙盲、隨機、對照方式進行初步臨床實驗，
來探討綠茶提煉物是否具有治療改善第二型糖尿病人之胰島素阻抗性之療效。此
外也要進一步分析綠茶提煉物與相關荷爾蒙及其他因子之關連，以進ㄧ步探討其
可能機轉。
目前(November, 2011)試驗已收案 62 位受試者，其中已有 28 位完成全程試驗
及結案問卷訪談，並已取得後測血液檢驗報告（實驗組(R 組)12 人、對照組(S 組)16
人）
，針對此 28 位受試者進行初步的統計分析，目前各項血液生化數值及生活品
質問卷分數可能因樣本數尚小，而無看見顯著統計意義，但在實驗組(R 組)的 BMI,
HbA1c, Triglyceride 有些微下降趨勢，另外在實驗組(R 組)的 HDL 也有上升的趨
勢，可望在結案達更大樣本數時看見統計上的差異。
關鍵詞：第二型糖尿病、高血脂、綠茶萃取物、EG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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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reen tea extract on type 2
diabetes with hyperlipidemia(2-1)
Chung-Hua Hsu
LCM Branch, Taipei City Hospital

ABSTRACT
Type II diabetes mellitus (Type II DM) is a high prevalence disease in clinics, and
its complication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ten top death causes in Taiwan. It is common
for type II DM patients to look for 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hich is currently lack of well designed,
restricted clinical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ports, 65% adults
in the U.S.A. would seek for CAM for all kinds of health problems. Further more, Dr.
Wang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80% of Taiwanese DM
patients used TCM drugs or folk herb drugs to control blood sugar level. There were
reports of animal studies showed that green tea extract, EGCG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have effects of lowering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s level and improve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green tea extract on insulin resistance improvement and related hormone peptides by a
double-blinded, randomized an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Up to date (November, 2011), we’ve enrolled 62 subjects and there are 28 of 62
subjects have completed the full study and interview of the life quality questionnaires,
the lab data of the 28 subjects are also available (EGCG extract (R) group n=12,
control(S) group n=16 ).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of 28 subjec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ab data and quality of life, which might due to the small
sample size. However, we can observe that BMI, HbA1c and triglyceride slightly
decreased, and HDL slightly increased in EGCG extract group. We hope that there
would b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enrolling more subjects.
Keywords: Type II DM, EGCG,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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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背景
(一) 政策或法令依據
1. 生物科技是政府鼓勵發展之項目
2. 綠茶或茶葉是台灣重要之傳統農業之ㄧ，台灣氣候適合種植，
農業委員會茶葉改良場也鼓勵相關研究
(二) 許多動物試驗顯示以 EGCG(Epigallocatechin Gallate)為主的綠茶提
煉物，具有改善胰島素阻抗性及降低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
(三) 另類醫學在國際間發展迅速，許多相關臨床研究也進行中，在台
灣雖然中醫藥研究已經進行許多年，然而較具符合現代方法學之
臨床研究，還不是很多，相信透過本研究，可以訓練更多中醫或
中西結合臨床研究更多之人才。預計可以訓練 3-6 位中醫藥臨床研
究人員。
(四) 國內外相關之文獻探討。
1. 綠茶提煉物對於治療第二型糖尿病及血脂肪改善有許多文獻報
導，根據文獻 顯示，主要有效成分是 EGCG，如計畫書中 P16
參考文獻之 3(Kao YH) 4.(Wolfram S)等，都顯示綠茶提煉物改
善第二型糖尿病及血脂肪。
2. 有許多報導喝綠茶對身體有益，但缺乏本土嚴謹之臨床研究
3. 陽明大學傳醫所蔡東湖教授之研究團隊，已經在 EGCG 動物模
型之藥物動力 學取的許多相關經驗，也發表許多論文。今年一
位博士研究生以本 sample 作為人體藥物動力學之研究，計畫主
持人是其共同指導老師之ㄧ。
4. 綠茶及 EGCG 是具有潛力之研究，中央研究廖述宗院士及許多
學者已經做了許多相關研究。
5. 中央大學高永旭教授，也有許多動物研究，顯示 EGCG 具有相
關之療效。
6. 農委會茶葉改良場，經多年努力，已經能夠由綠茶茶葉純化
EGCG 相關技術本研究所用之 Samples 就是由該單位提供。
7. 綠茶提煉物之相關研究，具本土性，值得做長期之探討。
二、現況
(一) 糖尿病（D.M.）
，在臨床上頗為常見，因糖尿病及其併發症是造成
國人死亡之十大死因之一，因糖尿病而求診另類療法或傳統中醫
藥頗為普遍，然而國內相關之研究 尚未有較具嚴謹之臨床評估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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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糖尿病（D.M.）或高血脂患者，有許多人會尋求中草藥、另類療
法及天然食品補充治療，雖然有許多相關之療效被報導，但是相
關研究或報導大都缺乏嚴謹之研究設計或僅僅是個案報導。
(三) 2006 國科會補助計畫，探討綠茶提煉物治療肥胖之療效分析，計
劃已完成(double-blind placebo randomized trial)，本計劃通過本院
IRB，並 registered in NIH 之 clinical trial gov.發現綠茶提煉(EGCG)
具有改善胰島素阻抗性、降低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之功效，其論
文已經被 Clinical Nutrition 國際著名期刊接受刊登中。
(四) 本研究團小組之前以研究顯示，在所有服用者不良反應觀察，很
安全且副作用低。
(五)許多動物及細胞研究都顯示，EGCG 具有相關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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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的
本計劃所要達成之總目標
(一) 探討「綠茶提煉物-EGCG」是否可以改善胰島素阻抗性。
(二) 探討「綠茶提煉物-EGCG」是否可以改善高血脂。
(三) 探討「綠茶提煉物-EGCG」是否影響相關荷爾蒙之關係。
(四) 建立中醫及另類補充醫學符合現代化研究模式
(五) 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

圖 1-2、計畫目標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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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場所：
本研究對象以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一般內科、家醫科、中
醫科、等門診之病人為主，本計畫將收集 92 位第二型糖尿病患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期限：100 年 01 月 0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三、病人分組：分為 2 組
四、治療時間：16 週
五、試驗設計：雙盲、隨機、對照方式進行本試驗
六、隨機分配方法：將利用統計軟體產生一組隨機亂數表，用來決定依時
間先後次序進入試驗之受試者，被隨機分為 2 組：綠茶提煉物 A 組(500
mg, tid,A 組)、及對照 B 組(cellulose, 500mg)，每天 3 次飯後(TID PC)
服用 16 週。
七、主要療效指標及其評估方法(Primary endpoint)（評估方法在第 8 點）
療效指標：空腹三酸甘油脂、空腹膽固醇、HDL、LDL 在第 16 週與
基準點之變化百分比
八、次要療效指標及其評估方法(Secondary endpoint)
療效指標：空腹血糖、HbA1C 及相關賀爾蒙與蛋白質如 leptin、
adiponectin、ghrelin、fasting insulin resistance、APOB、APOA1
在第 16 週與基準點之變化百分比
**評估方法：All measurements will do after an overnight fast using
standardized methods and were perform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and after 16 weeks of treatment.
Height is measured with a wall-mounted stadiometer to
the nearest 0.1 cm, weight is measured on a calibrated
balance beam scale to the nearest 0.1 kg, and BMI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BMI = body weight
(BW) / height (kg/m2). We simultaneously collected the
demographic data and fasting laboratory data such as
blood sugar, creatinine, aminotransferases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s alanine, uric acid, and plasma
lipoproteins (triglyceride, cholesterol, HDL-cholesterol
(HDL) and LDL-cholesterol (LDL)).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for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fasting
glucose (mmol/l) × fasting insulin (UI/l)/22.5】 is used as
insulin
resistance
measurement
(25-26).
All
6

measurements will make at 0800-0900 after an overnight
fast using standardized methods. A sample of whole
blood was drawn and centrifuged at 4°C, and a 1-ml
aliquot of serum was rapidly frozen (-80°C) for
subsequent hormone analysis. The plasma adiponectin
concentration will be measured by a radioimmunoassay
kit (Linco Research, Inc., St. Charles, MO, USA). This
kit employs the double-antibody/ polyethylene glycol
technique using 125I-lableled adiponectin and a
multispecies adiponectin rabbit antiserium. Plasma
insulin levels will be measured using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radioimmunoassay (Linco Research, Inc., St.
Charles, MO, USA). Plasma ghrelin levels will be
measured
with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radioimmunoassay (Linco Research, Inc., St. Charles,
MO, USA), using 125I-lableled ghrelin as a tracer. The
detection limitation for the assay will be 10 ng/ml.
九、安全性指標
(一) 不良反應事件(adverse event)
(二) 生命徵象檢查(vital signs)包括血壓、脈搏及體重
(三) 身體檢查
(四) 室驗室檢查數值包括一般血液、生化、尿液
評估方法：每次回診時，監測生命徵象，遇有特殊狀況，以電話與工
作人員聯繫；實驗前後監測肝、腎功能
十、研究對象之納入條件
(一) 年齡 20 至 60 歲
(二) 第二型糖尿病病患>1 年，且接受穩定（total daily dose 未變更 > 3
個月）的血糖藥物治療，5.7%<HbA1C<10.0%，130mg/dl<空腹血
糖<200 mg/dl
(三) 空腹三酸甘油脂≧150mg/dl 或 空腹 LDL≧100mg/dl
(四) 18kg/m2<BMI<30 kg/m2
(五) 意識清楚且能自由活動為志願參與試驗計劃並完成簽署同意書
十一、 排除條件
(一) 肝功能異常 GPT 大於 80mg/dl
(二) 腎功能異常(serum creatinine)大於 1.8mg/dl 以上
(三) 懷孕、半年內預定懷孕者及授乳婦女(pregnancy test (u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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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胰島素控制血糖之 T2DM 病人
(五) 6 個月內有嚴重合併症如心肌梗塞、腦中風、嚴重外傷、重大手
術者；其他特殊疾病經醫師評估不適合加入者
(六) 對接受治療順從性不佳者經醫師評估不適合加入者
受試者在納入試驗後，使用刺激素島素分泌口服藥物者，使用
藥物的量及種類在試驗期間不應改變，除非遇有特殊狀況。
十二、 實驗設計：這是以雙盲、隨機、對照方式進行本試驗進行的初步臨
床實驗，所有符合本臨床試驗之納入/排除標準之患者，
經試驗前講習說明後，被隨機分為 2 組：綠茶提煉物 A
組（500 mg, tid,A 組）
、及對照 B 組(cellulose 500 mg, tid)。
一天 3 次飯後服用。除非中途退出，否則應接受為期 16
週綠茶提煉物或 cellulose 之治療。擬觀察治療期間之療
效指標：空腹血糖血色素、血糖，腰圍、臀圍、腰臀比、
肥胖指數、空腹三酸甘油脂、空腹膽固醇值及相關賀爾
蒙與蛋白質如 leptin、adiponectin、ghrelin、fasting insulin
resistance、APOB、APOA1 等。於試驗開始及第 16 週返
診時作空腹糖化血色素(HbA1c)、空腹血糖(FPG)、空腹
三酸甘油脂、空腹膽固醇、空腹胰島素阻抗性之檢測；
接受生活品質評估及安全性指標：一般生命徵象檢查（血
壓、脈搏）
。於試驗期間將監測不良反應事件，若有任何
狀況將盡快通知相關人員並處理。
十三、 不良事件反應
在試驗期間有任何不良事件反應，將視評估其嚴重度，並專案討論是
否立刻停止並離開/退出試驗，且將追蹤探討其原因。
十四、 退出條件
(一) 試驗期間，不遵守醫囑者（drug compliance < 60%，或不願意返
診）
(二) 試驗期間，懷孕者
(三) 試驗期間，發生重大疾病或住院不適合繼續參加者
(四) 試驗期間，因故更改用藥，經醫師評估不適合繼續參加者
(五) 試驗期間，受試者自願離開/退出
(六) 其他經醫師評估不適合繼續參加者
(七) 受試者 lost of follow up or death
十五、 資料之統計分析
(一) 樣本數估算及檢定力
1. 根據 95、96 年的研究資料，以 TG 改善狀況為依據，兩組改
8

善平均差異之標準差 SD=3.5%，試驗前後改善兩組平均差異
為 2.4%，以雙邊 α=0.05, β=0.2,powder=0.8 推估，Each arm n=
2【(1.96+0.84)3.5/2.4】2 n=2*16=32
預估 64 位可評受試者可達 80% 檢定力（雙邊 α=0.05）。
2. 64 位可評之受試者，考慮有 30%受試者退出臨床試驗，預估
共約 92 位受試者參與試驗。
(二) 資料分析母群體
被隨機指派之受試者(intent-to-treat population)
(三) 隨機分配
利 用 RA 統 計 軟 體 產 生 一 組 隨 機 表 (permuted-block
randomization method)，用來決定依時間先後次序進入試驗之受
試者，應接受何者處理組別。
(四) 一般統計方法
1. 所有個別主要療效統計檢定將以雙邊(two-sides)，及顯著水準
為 0.05 之方式執行，如探討三項或二項主要療效統計，則採
用多重檢定的 α 調整。
2. 所有信賴區間為 95%信賴區間，療效指標的主要母體分析為
intent-to-treat population
(五) 基本資料分析方法
針對連續變量，將使用來進行 Student t test 來檢定組間之變
化組間比較，針對類別變量，使用或 Chi Square test 來進行組間
比較。
(六) 療效指標分析方法
Student t test 或 Chi Square test 來檢定組間之變化。
(七) 意圖治療(ITT)之定義
ITT (Intent to treat population)，至少服用一次劑量試驗藥物
之受試者。
十六、 其他
(一) 招募個案方式為由門診或資料中選出合適者，通知他們來參加。
(二) 發放及服用綠茶提煉物方式為：二組 samples 外形完全相，以
code 編碼，並於獨立空間貯存，受試者做完基本資料之後(CASE
REPORT FORM)，給予受試者藥物。服用方式為三餐飯後半小
時服用，連續 16 週。
(三) 由 2006 年以綠茶提煉物治療肥胖婦女之國科會計畫，500mg tid
之劑量用藥受試者在服用之後並無任何不適，故此次試驗組劑
量建立為 500mg 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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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並於受試者回診時會詢問及紀錄其剩餘藥物量及服用情形，並
將其紀錄在 CASE REPORT FORM 中
(五) 評估生活品質為每次回診時填寫 SF12 問卷
(六) 抽血方式及時間為：
1. 受試者在納入試驗前及結束試驗後各抽血一次以比較服用
「綠茶提煉物-EGCG」之前後變化。
2. 請受試者在抽血前一晚空腹，並於第二天早上依約定間前來
抽血。
3. 檢體存放於-80OC 冷凍保存，最後再一併送檢。
十七、 藥劑之製備、儲存與運送
(一) 綠茶提煉物由農委會茶葉改良場提煉並提供。
1. 2005-2007 農委會茶葉改良場 陳英玲博士，經多年之技術已
經可以完全純化
2. 拜會農委會茶葉改良場林木連場長與陳英玲博士，並參觀純
化步驟。

圖 2-1、參觀農委會茶葉改良

(二) 委由民間公司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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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組含 57.94% EGCG (80.83% 兒茶素, Tatal catechines)。
2. S 組安慰劑以 cellulose 成分做成。
3. 所有樣品經食品工業研究所及工研院分析，無論農藥殘留、
重金屬含量及塑化劑含量等都符合標準。（附表）
4. 相關圖示如下：

圖 2-2、藥劑樣本

圖 2-3、樣本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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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研究流程

圖 2-4、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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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收案狀況
截至 2011/10/31，本研究計畫已收案且符合研究對象之納入及排除條件
的受試者有 62 位，已達本研究計畫期末收案人數 60 位的標準。其中有四
位受試者因故退出研究計畫。
A1 陳 OO，於參與計畫的第二個月，因服用多種西藥，不想再多吃藥
物，所以退出計畫。
A43 林 OO，於參與計畫的第三個月，因工作調往他處，不便前來回診，
所以退出計畫。
A46 陳 OO，於參與計畫的第二個月，因服用多種中西藥，不想再多吃
藥物，所以退出計畫。
A49 黃 OO，於參與計畫的第二個月，因服用多種中西藥，不想再多吃
藥物，所以退出計畫。
截至 2011/10/31，本研究計畫 62 位受試者，已完成 16 週計畫的有 28
位，其中 R 組 12 人，S 組 16 人。
R 組 12 人中，女性 8 位、男性 4 位，皆為第二型糖尿病病人。
S 組 16 人中，女性 8 位、男性 8 位，皆為第二型糖尿病病人。
本團隊目前先將 28 位已完成之受試者資料跑統計分析，因為樣本數較
少，兩組尚無顯著標準，但在改善胰島素阻抗性、HbA1C、膽固醇、LDL、
HDL 的項目中，有改善的趨勢，待所有受試者完成計畫之後，將得以有相
當的數據做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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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圖表

圖 3-1、研究對象納入及排除條件表

圖 3-2、收案狀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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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據統計表：

圖 3-3、檢驗數據統計表 1

圖 3-4、檢驗數據統計表 2
1. 實驗組(R Group)的 HbA1c 前後下降了 0.08，有下降的趨勢
2. 實驗組(R Group)的 TG 前後下降了 10.09，有下降的趨勢
3. 實驗組(R Group)的 HDL 前後上升的 2.6，有改善的趨勢
15

肆、討論
一、因目前完成計畫的樣本數較少，初步統計分析結果無顯著標準，但指
標項目有改善的趨勢，待所有受試者完成計畫後，再將所有數據詳細
統計分析。
二、目前本研究計畫已收案 62 位，完成 28 位，本團隊將會繼續增加收案
人數，使計畫得以有相當的數據做出成果。
三、目前受試者皆無重大不良副作用情況產生，另有 4 位受試者，因服藥
種類過多，或因工作繁忙等私人因素，中途退出計畫。
四、我們希望未來能延續此計畫，研究「綠茶提煉物-EGCG」對於補充治
療合併高血脂的肥胖婦女是否有顯著之療效評估的計畫。

伍、結論與建議
結論
今年參與計畫的受試者服用「綠茶提煉物-EGCG」以來，有改善降低
胰島素阻抗性、HbA1C、膽固醇、LDL 的趨勢，我們將持續觀察 Bio-Markers
及 BMI、肥胖以及相關賀爾蒙與蛋白質 leptin、adiponectin、ghrelin、fasting
insulin resistance、APOB、APOA1 等指標。計劃期間受試者服藥狀況良好，
目前並無重大不良副作用產生，我們將會繼續增加收案人數，使計畫得以
有相當的數據做出成果。待所有送檢之後測檢體檢驗報告完成後，我們就
可以再進一步地去詳細評估、研究。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0-RD-014 提供
經費贊助，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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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應用於保健食品開發之安全性研究
劉崇喜
大仁科技大學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計畫利用臺灣產生薑(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刺五加(Acanthopanax
senticosus)及薏苡(Coix lachryma-jobi L.)三種藥材組成有效抑制脂肪細胞增生之
最適配方，期能日後應用於「不易形成體脂肪功能」之健康食品安全性劑量的參
考。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分 別 測 定 藥 材 臺 灣 產 生 薑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 、 刺 五 加
(Acanthopanax senticosus)及薏苡(Coix lachryma-jobi L.)進行重金屬和農藥殘留並
檢測藥材指標成份含量。並以不同炮炙方法及溶媒萃取進行最佳配方比例篩選製
造成膠囊劑型。本研究運用 3T3-L1 細胞針對研究中不同藥材比例配方探討脂肪
細胞增生及分化率測定之影響，將待測中草藥膠囊劑型進行健康食品法所規範之
安全性測試：急性毒性試驗、28 天餵食毒性試驗及基因毒性試驗。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使用之待測中藥材無農藥殘留而重金屬含量都在合格範圍內。由指標
成分含量的變化結果顯示臺灣生薑炮炙後的生薑[6]-薑辣醇([6]-gingerol)含量比
生薑少，而大陸乾薑文火炮炙後能提升[6]-薑辣醇含量。醋炙臺灣產或是大陸產
之刺五加其紫丁香苷(syringin)含量皆明顯增加，但刺五加苷(eletheroside)含量減
低。刺五加、生薑、紅薏仁的炮製品以 8:1:1 的比例混合並不會抑制 3T3-L1 細胞
的增生，但抑制胞內脂質蓄積的效果最佳。將此複合物投與 BALB/cByJNarl 雄
性小鼠進行急性毒性試驗，其半數致死劑量(LD50)皆大於 5 g/kg，顯示此藥材及
其炮製品之口服急性毒性甚低，連續餵食 28 天生化分析與病理切片結果皆屬正
常，基因毒性試驗、微核試驗及沙門菌回復突變試驗檢測結果亦無任何突變現象。
關鍵詞：生薑、刺五加、薏苡、安全性、基因毒性

Number: CCMP100-RD-017

Safety Evaluation on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Health Food Development
Shorong-Shii Liou
Tajen University

ABSTRACT
Aims:
The aim of the study wer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escription composed of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Acanthopanax senticosus and Coix lachryma-jobi L. for
body weight control. These tests will provide referencing data for the setting up of
safety dosages that will later be used in subsequent experiments on the efficacy of
health food products aimed at controlling of adipocyte formation.

Method:
In addition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active compounds, the heavy metal and
chemicals present on the tree targeted herbs were estimated. The inhibition of
prescription on growth and differentiation of 3T3-L1 preadipocytes was estimated. The
experimental tests on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ested prescriptions were also
conducted, including acute and subchronic (28 days) toxicity tests, as well as genetic
toxicity test.

Results & Discussion:
There was no insecticides exists in the tested herbs, in addition, the metal contents
in the tested herbs were under qualified scope. The content of [6]-gingerol on the
soft-fire proceed Z officinale cultured in Taiwan was lower than that from the raw herb.
However, the content of [6]-gingerol in Z officinale cultured in China was increased
after processing with gentle heat. The contents of syringin in A senticosus cultured in
Taiwan or China were reduced after vinegar-processing; in contrast, the contents of
eletheroside in both vinegar-proceeded products were elevated as compared to their
raw material. The prescription composed of the proceeding products with Z officinale,
A senticosus and C lachryma-jobi at the ratio of 8:1:1 pose the best ability to inhibit
lipid accumulation in 3T3-L1 adipocyte without cytotoxicity. In the acute toxicity test,
the targeted prescription did not produce any toxic signs or deaths; the 50% lethal dose
must be higher than 5 g/kg. Neither subchronic toxicity nor genetic toxic effects was
observed in the targeted prescription. Hence, the prescription composed of the
proceeding products with Z officinale, A senticosus and C lachryma-jobi at the ratio of
1

8:1:1 is with the capac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applied for lowering body
fat formation, or plasma lipids regulation.
Keywords: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Coix lachryma-jobi
L, safety, genetic 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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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化學合成藥劑如抗生素之大量使用，以及對於疾病之治療所引發
之副作用，使得天然的藥用植物再度逐漸地受到世人的研究與重視，尤其
在近年來生活水準提高，一般民眾也逐漸注重身體之保健與養生，使得保
健食品的市場活絡及研究藥用植物之風氣日益盛 行，
「中草藥」因而又再度
引發世人的普遍重視。而目前在免疫系統、腦血管、過敏性鼻炎、糖尿病
等疾病方面的治療，在中醫的治療效果較佳，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積
極投入中草藥之研發，發展中草藥保健植物也成為一股世界潮 流[1]。
臺灣地區境內之地形多樣，氣候更涵蓋溫帶、亞熱帶及熱帶等三帶，
植物種原極為豐富，據調查指出臺灣之維管束植物種類屬於自生種類為
4480 餘種，外來植物種類為 2500 餘種，合計約 7000 餘種，其中約有 2000
種以上之植物為先人及原住民作為保健、藥用及醫療之用。由於環境的過
度開發、人為破壞及野生採集等因素，許多珍貴之植物資源亦瀕臨絕種之
危機，為保存珍貴之自然植物資源，除了積極從事復育的工作外，亦必須
選擇重要的本土植物種類，進行栽培及大量繁殖之研究，以確保植物種原
永續存在。藥用及保健植物是臺灣目前最具發展潛力的生技產業之一，故
如何篩選具發展潛力之保健植物，建立繁殖栽培體系、提升保健植物之附
加價值，開發利用多元化之保健產品為當前重要之課題[2]。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05 年公布的資料顯示，全球約有十六億成
年人體重過重，而至少有四億人為成年肥胖者，意即身體質量指數(BMI,
Body MassIndex)大於或等於 30kg/m2[3]。糖尿病的全球盛行率在 2000 年時
估計為 2.8%，而預估在 2030 年時達到 4.4%[4]。2009 年臺灣國民營養調查
更顯示肥胖或過重的成年男性高達約 51%，成年女性則逾 36%，統計資料
突顯了肥胖問題的嚴重性，成為未來公共衛生領域的重要議題。許多研究
指出，肥胖或體重過重易引起代謝異常，產生高血壓、高血糖、血脂異常，
甚至胰島素抗性等現象[5]，統稱為代謝症候群[6]，同時也是心血管疾病和
某些癌症的高危險因子[7]。
生薑(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為薑科植物(Zingiberaceac)主要分佈於
亞熱帶，約 45 屬 700 多種。具有豐富的藥用、香料、調味等植物資源。其
中已有多種活性物質由薑科植物分離出，如薑屬植物之生薑，除了可烹飪
調理外，常被使用於鎮吐、鎮咳、鎮痛、去痰、消毒、解熱等方面，亦可
幫助消化、吸收、治療腸胃不適、緩和反胃感，抗動暈作用。其中所含的
成分[6]-gingerol 具有清除自由基、抗血小板凝集、抗發炎甚至於抗腫瘤等
活性[8,9]，口服薑八星期後對於膽固醇並無降低，但是使用 0.5 %生薑加 2 %
大蒜四星期血清內總膽固醇及血糖明顯的降低，血糖降反映在兔子口服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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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純粹取品也得到相同降低效果[10]，肝臟生合成膽酸過程主要的
酶
cholesterol-7α-hydroxylase 可被薑所抑制，膽固醇加速分解成膽酸後排出，
在 apolipoprotein E-deficient 小鼠薑的乙醇抽取品 10 星期明顯的對於血栓病
肇具有改善作用，實驗中本項結果為低密度脂蛋白明顯絳低有關[11]，
Tanabe 認為降膽固醇作用可能和薑的內容物（E）-8β,17-epoxylabed-12-ene15,16-dial 有關[12]，高血脂的大鼠預防組給 2%薑及治療組 5%薑，初步的
數據顯示 glutathione 升高了，而血漿中脂肪過氧物減少了，薑 1%抗氧化作
用和 Vit C 相同[13]。
刺 五 加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屬 五 加 科 (Araliaceae) ， 生 藥 名 為
Acanthopanax senticosu，植物學名為 Eleutherococcus senticosus（Ruper.et
Maxim.）Maxim.，又名五加蔘，俗名西伯利亞人蔘(Siberian Ginseng）。生
長在大陸東北、日本北海道及俄國西伯利亞，其中主要以中國黑龍江、吉
林、陝西等地為主要產區，藥效部份為乾燥的根及莖[14]。刺五加自古即被
視為補氣藥，味辛、微苦、性溫、補中、益精、壯筋骨、強意志，久服輕
身耐勞[15]，益氣健脾，補腎安神。主治脾腎陽虛，體虛乏力，食慾不振，
腰膝酸痛，失眠多夢[16]。漢代《神農本草經》，將刺五加列為上品藥。上
品乃指無毒，久服可以輕身、延年益壽而無害[17]。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
稱：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對刺五加做了很高的讚譽[18]。黑龍江
省中醫研究院指出，刺五加是一種良好的扶正固本藥，具有與人蔘相似的
療效[18]。刺五加含有豐富的配醣體（Glycosides）
、維他命、礦物質、多醣
類、超氧化歧化酵素複合物等多種有效成份，
「配醣體」是導致刺五加獨特
的生物體機能活性化現象的主角，中國大陸從刺五加根莖和根中分離到七
種配醣體（刺五加苷，Elentheroside）有 A、B、C、D、E、F、G 七種，其
比例為 8：30：10： 12：24：2：1，根部含刺五加苷約 0.6‐0.9％，莖部約
0.6‐1.5％，刺五加苷 A 為胡蘿蔔苷（Daucosterol），人 參中也含這類成份
[19]。在人體內能促進膽固醇的排泄，可防治血液中膽固醇含 量過高症。刺
五加苷 B 為紫丁香苷（syringin），是 刺五加的主要強壯成份，有促性線、
抗輻射、抗疲勞等作用，具有與人參皂素相似的生理活性。刺五加根中分
離提取到芝麻脂素(Sesamin），這成份具有止咳、袪痰效果，也有抗結核桿
菌的作用[20]或是抗其他細菌的作用[21]。刺五加可抑制自由基，具有抗氧
化作用，可增強人體免疫 力、防止老化及促進健康。薏苡(Coix lachryma-jobi
L.)屬禾本科(Poaceae)植物是藥食兼用的食物，自古以來一直是供作中藥材
和食補的材料薏苡為本省山野間零星栽培之小作物，臺灣目前主要集中在
中部彰化縣二林鎮、台中縣大雅鄉及南投縣草屯鎮…等地，每 年栽培約200
公頃左右，由於其保健功效漸被肯定，其栽種面積可望逐 年增加[22]。薏苡
具有調節血脂生理機能，攝食含 15%薏苡殼及 15%薏苡麩皮組的自發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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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大鼠 (Spontaneous hypertension rats, SHR)，其血漿中 HDL-C 濃度會顯
著性上升，動脈粥狀硬化指標(Atherosclerotic index , AI)下降，而麩皮組亦
可降低血漿中 TG 濃度[23]。另其等亦以 SHR 餵食 30%及 60%的精白薏苡
或薏苡茶，結果發現精白薏苡組可以顯著降低血漿 TC 和 TG，精白薏苡組
及薏苡茶組的血漿 α-lipoprotein 濃度上升，而 β-lipoprotein 濃度下降。60%
的精白薏苡組可增加糞便膽固醇排出量。同樣作者再以
Sprague-Dawley(SD)，SHR 及 Wistar Kyoto 三種不同品系大鼠，探討高膽
固醇飲食下，半精白(semipolished) 薏苡及添加薏苡膳食纖維的降血脂效
果，結果顯示，不論哪種品系的老鼠，半精白薏苡組皆會降低血漿 TC、TG
濃度及 AI 值，降低肝臟 TC 含量，升高 HDL-C 並減少膽固醇的吸收。而含
薏苡膳食纖維組則使血漿 TG 濃度下降，肝臟 TC、TG 含量下降[23]。個體
如攝入過多能量或能量消耗減少，會造成淨正能量平衡，個體若無法完全
將過多的能量儲存在脂肪組織，這些能量將以脂肪酸的型式儲存在非脂肪
組織，主要為骨骼肌及肝臟，造成這些組織器官過多脂肪酸的堆積。過多
的脂肪酸將對肌肉、肝臟及脂肪組織產生毒性作用，造成細胞本身能量代
謝途徑改變，導致這些組織不再利用葡萄糖做為能量來源，也就是產生胰
島素抗性，使得血液中葡萄糖濃度上升，進而促使胰臟細胞分泌更多胰
島素；漸漸地，胰臟細胞功能衰竭以致分泌不足，最後發展為第 2 型糖尿
病。目前有許多研究發現代謝症候群與過氧化體增殖劑活化受體
(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s; PPARs)基因的調節有相關。當特
有的配體(ligands) (如游離脂肪酸、fibrates 或 thiazolidinedione (TZD))刺激
PPARs 時，可以藉由活化與脂質代謝相關的酵素，例如脂蛋白脂解酵素
(lipoprotein lipase)，加速游離脂肪酸的吸收及脂肪的合成以達致降低血脂的
效果[24]；此外，PPAR 也被認為是脂肪細胞的分化過程的重要角色[25]。
目前臨床所使用 TZDs 類的藥物，例如 pioglitazone (Actos®) 和 rosiglitazone
(Avandia®)等，乃是藉由活化 PPAR 來增強病人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代
謝症候群便得以改善，因此又名「胰島素增敏劑(insulin sensitizer)」[26]。
但是，目前有許多活化 PPAR 基因化合物之降血脂及降血糖藥物，往往也
伴隨一些副作用，例如：最先使用的 troglitazone 具有肝毒性[27]，由此可
知，預防或治療代謝症候群藥物的研發乃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本計畫
所使用中藥材大多是生藥，其中不少藥材必須經過特殊的炮製處理，才能
更符合治療需要，充分發揮藥效。因此，按照不同的藥性和治療要求而有
多種炮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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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臺灣產中草藥(生薑、刺五加、薏苡)之收購
本計畫選用中草藥為臺灣農民所栽種，生薑栽種於南投縣由「名間鄉
農會輔導」所栽種，刺五加栽種於南投縣魚池鄉，薏苡栽種於南投縣草屯
鎮，並收集中國大陸生薑、刺五加、薏苡進行重金屬及農藥殘留檢驗和成
份分析並比較兩者之相異性。
二、重金屬及農藥殘留檢驗
(一)農藥殘留檢驗
氣相層析質譜儀條件：
層析管溫度設定為初溫 150℃，維持 2 分鐘，溫度上升速率
4℃/min，終溫 280℃，維持 15 分鐘。注射器溫度為 250 °C。注
射量為 1 μL。移動相氣體為氮氣，流速為 1 mL/min。
(二)重金屬檢驗
配製金屬標準溶液：取各金屬標準原液(1000 ppm) 10ml 分別
以去離子水稀釋後，以 1%硝酸稀釋成不同濃度為 0.02 ppm、0.05
ppm、0.1 ppm、0.5 ppm 及 1.0ppm 以 1%硝酸稀釋成一系列不同
濃度之標準溶液，以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ICP-OES)檢測 1%硝酸
空白溶液做歸零動作後，於預混系統內，標準溶液需經霧化器，
霧化成小水滴進入混合腔與燃料及氧化用氣體混合後，帶入感應
電漿所測得之放射光譜 連續測試三次，以 5 種不同濃度的之標準
溶液作分析，以所得的吸收率對濃度作圖，得一直線，由此直線
即得線性回歸係數。
三、炮製及萃取法
將生薑、刺五加及薏苡三種藥材分別進行不同炮製方法,將炮製後
藥材以不同比例與溶媒進行減壓濃縮萃取最終可得到中草藥萃取物。
(一)生薑：將原藥材洗淨、潤透後切後片或塊進行乾燥製成乾薑，進一
步將乾薑與河砂以武火炒製，不斷翻動，炒至鼓起使表面呈
現棕褐色，取出，篩去砂，晾乾。
(二)刺五加：先將原藥材洗淨切製後，加入一定量米醋拌勻，稍悶潤後
待醋被吸盡後，至於炒製容器內，用文火炒製後取出藥材
晾乾。
(三)薏苡：將原藥材洗淨，置於炒製容器內，用文火加熱，炒製表面微
黃色。
四、成份分析
(一)生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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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最佳生薑品種當為製程原料來源，作為日後GMP藥廠生
產流程評估產品依據。
利用高壓相層析法(HPLC)，針對[6]-薑辣醇([6]-gingerol)含量
進行分析。
[6]-薑辣醇([6]-gingerol)
1. Column：Hypersil ODS, 5μm, (4.6 ID×250 mm)
2. Mobile phase：Methanol:H2O=40：60
3. UV Detection：282 nm
4. Flow rate：1 ml/min
5. Inject volume：10 μl
(二)刺五加
選擇最佳刺五加品種當為製程原料來源，作為日後GMP藥廠
生產流程評估產品依據。
利用高壓相層析法(HPLC)，針對紫丁香苷（syringin）和刺五
加苷(eletheroside)含量進行分析。
HPLC分析條件如下：
1.紫丁香苷（syringin）
(1)Column：Hypersil ODS, 5μm, (4.6 ID×250 mm)
(2)Mobile phase：Methanol:H2O=28：72
(3)UV Detection：270 nm
(4)Flow rate：1 ml/min
(5)Inject volume：5 μl
2.刺五加苷(eletheroside)
(1)Column：Hypersil ODS, 5μm, (4.6 ID×250 mm)
(2)Mobile phase： H2O：Acetonitrile=86：14
(3)UV Detection：222nm
(4)Flow rate：1 ml/min
(5)Inject volume：5μl
五、脂肪細胞增生及分化率測定
(一)3T3-L1脂肪細胞分化
將細胞培養於基礎培養基 (90% DMEM、10% FBS、1%
penicillin-streptomycin antibiotic) 中，待細胞生長佈滿細胞培養盤
後 再 培 養 兩 天 ， 加 入 0.5μM dexamethasone 、 0.5mM
isobutymethylxanthine、10 μg/mL insulin 誘導分化。三天後更換為
含有 10 μg/mL insulin 的基礎培養基再培養三天，之後更換為基礎
培養基。分化誘導第九天，可觀察到大部分的細胞型態以由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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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轉變為圓形，且細胞中有累積油滴的現象。
(二)脂肪細胞增生率之測定
結晶紫主要染色於細胞膜上，用於分析貼附型細胞的生長。
細胞以結晶紫溶液染色後靜置30 min，再以清水稍浸泡洗去多餘染
劑，待自然風乾後，以2% SDS (wt/vol) 溶液溶解細胞膜上的結晶
紫，測量600 nm 吸光值。吸光值愈高表示well中的細胞存活量，
即代表細胞之存活率。
細胞以7.5 x 103 cells/well 之密度種於24-well 培養盤內，培養24
小時後，以不同濃度之monascin 與ankaflavin 處理，培養於37℃
培養箱中，於24、48 小時後進行結晶紫染色分析 (crystal violet
staining assay)。
(三)脂肪細胞分化率之測定
1. TG含量測定
合成TG油滴是脂肪細胞分化之晚期指標，因此細胞中的TG
含量與蛋白質濃度之比值 (TG/protein) 常用於判斷分化效率。
將 3T3-L1前 脂 肪細胞 以 1x104 cells/mL/well 之 密 度 種 於
24-well 培養盤中，依照前述步驟誘導分化，並於分化同時添加
不同濃度的monascin 與ankaflavin 於培養基中共同處理，於分
化第九天收集細胞進行分析。
移除培養基後，以PBS 潤洗兩次，將培養盤置於 - 80℃ 一
小時，37℃解凍20分鐘後，加入0.3 mL去離子水收集細胞液，
以超音波低溫震盪30分鐘，保存於 - 20℃待測。
利用市售套組分析TG含量(TR213, Randox Inc., Antrim,
UK)，蛋白質濃度以Bradford法測定。
2. Oil-red O染色
將3T3-L1前脂肪細胞以4 x 104 cell/mL/well之密度接種於
12孔細胞培養盤中，依照上述方式誘導分化，於分化的同時將
不同濃度的monascin 與ankaflavin添加於培養基中共同處理，分
化後第九天進行染色。
將培養基移除後以PBS 潤洗兩次，加入10% 中性福馬林固
定細胞一小時，去除福馬林之後以二次去離子水潤洗數次，將
oil-red O稀釋液加至孔盤染色30 min，最後以二次去離子水潤洗
數次去除多於染劑。於顯微鏡下觀察照相，比較各處理下分化
程度之差異。
六、安全性試驗
(一)口服急性毒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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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試驗是指受試動物在一次大劑量(或短時間內多次
給予)給藥後所產生的毒性反應死亡情況。受試物質的毒性大小一
般用一半致死劑量(LD50)來表示，LD50是指試驗動物在一次大劑
量(或短時間內多次給予)給藥後引起動物死亡一半的劑量。LD50
可提供受試物質長期投予劑量選擇的參考。
(二)28天連續餵食毒性試驗：
使用6 週齡Wistar雄鼠，分成四組，每組12 隻，每天一次分
別經口投予試驗物質或去離子水。
投藥期間每天觀察動物兩次，每週稱體重一次，於投藥終了
前以代謝籠收集24 小時尿液作尿液分析。投藥終了，經一晚禁食
後，在腹腔注射pentobarbital 30 mg/kg 麻醉下，由腹腔動脈採血，
供血液學及血清生化學檢查。取出臟器如腦、心臟、肺臟、肝臟、
脾臟、腎臟、胃、腸、睪丸等等浸於10%中性福馬林溶液，以供病
理切片檢查用。主要臟器如心臟、肝臟、脾臟、腎臟、睪丸於浸
泡中性福馬林溶液前稱重。
1.血液學檢查
使用全自動血液分析儀(Sysmex F-800, Japan)，檢測項目含
紅血球計數、血紅素、血球容積、平均紅血球容積(MCV)， 平
均紅血球血紅素濃度(MCHC)，平均紅血球血紅素量(MCH)、血
小板計數、白血球計數及分類。
2.血清生化學檢查
使用生化自動分析儀(Ciba-corning 550，USA) 測定，檢測
項目包含血漿三酸甘油酯(TG)、總膽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數值、葡萄糖、
血中尿素氮(BUN)、肌酸苷、麩氨酸草乙酸轉氨(AST)、麩氨酸
丙氨基轉氨(ALT)。
3.尿液分析
使 用 尿 液 檢 驗 試 紙 (Ames reagent strips for urinalysis;
N-multistix SG-L; Japan)，測定酸鹼度、比重、蛋白質、尿膽素
原、膽紅素、尿糖。
(1) 基因毒性試驗：
突變是指生物遺傳物質發生了改變，生物遺傳物質主要
是DNA，因此突變也可以說是DNA 結構發生改變。突變可
分為自然突變及誘發突變。自然突變為天然的，原因不明。
誘發突變是由於受到化學或物理或生物因素的誘發產生。誘
發突變依DNA 損傷的程度可分為基因突變和染色體損傷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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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基因突變僅涉及一個或數個鹼基對的損傷。染色體損傷
可在顯微鏡下看到改變，DNA 的損傷較大。此試驗結果可
用於預測試驗物質的致癌性。本計畫將參照健康食品安全性
評估方法所列的方法進行三種試驗。
A.沙門菌回復突變試驗(Ames test)
依照Maron 及Ames 進行沙門氏菌回復突變之試驗
(Maron and Ames, 1983)。使用之TA98, TA100 菌株購自財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新竹，臺灣)。TA102, TA1535,
TA1537 菌 株 購 自 Discovery Partners International
(California, USA)。試驗前均進行菌株基因型確認試驗。先
以試驗物質1.2、2.5 及5 mg/plate 等濃度與菌株共同作用
18 小時，確認試驗物質在5 mg/plate 以下對5 種菌株皆無
顯 著 毒 性 。 回 復 突 變 之 試 驗 使 用 平 板 混 合 測 試 (plate
incorporation assay) 。 另 ， 進 行 加 入 肝 臟 活 化 酵 素 S9
(Lot#1452, Aroclor 1254-induced rat liver, MoltoxTM, USA)
處理。不加肝臟活化酵素的試驗，TA98、TA100、TA102、
TA1535、TA1537 使用的陽性對照藥物分別為2.5 g/plate
4-nitroquinoline-N-oxide、5 g/plate Sodium azide、0.5 g/plate
Mitomycin C 、 5 g/plate Sodiumazide 、 50 g/plate
9-aminoacridine。經S9 活化代謝之試驗，所有菌株使用的
陽性對照藥物皆為5 g/plate 2-aminoanthracene。取最高無
毒性濃度為最高測試濃度，並向下連續兩倍稀釋取5 個濃
度，陰性對照組使用無菌滲透水。取100 μl 之DF 加入0.2
ml 之0.5 mM histidine (Merck, kGaA, Germany)與0.5 mM
biotin (Sigma-Aldrich)混合液及100μl 菌液。加肝臟活化酵
素處理者，另加200μl S9 混合液，再混入45℃之2 ml 0.75
% 軟性瓊脂內含0.5 % NaCl，混合後倒入培養皿待室溫凝
固後，倒置於37℃培養箱中培養48 小時。計算培養皿之
回復突變菌落數，各劑量組為3 個重覆數。
B.體外哺乳類細胞株染色體異常分析
本實驗使用中國倉鼠卵巢細胞(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CHO-K1)，購自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編號
為BCRC 60006；新竹，臺灣)。細胞培養基為90 % Ham F-12
medium 及10 % Fetal bovine serum，培養條件為37℃、5 %
CO2。先進行試驗物質對CHO-K1 細胞存活率試驗。使用
96 孔細胞培養盤，調整細胞數目為2 x105，加入不同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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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物質培養24 小時。以0.4 % Trypan blue 染色觀察細
胞並評估存活率，參照Bruckmann (1999)氏等人的方法。
以Hank’s Balanced Salt Solution (HBSS) 洗滌細胞兩次，加
入新的細胞培養液4.5 ml，加或不加S9混合物及10 %體積
之DF，最終濃度分別為0.2、0.4與0.8 mg/ml，培養24小時
後，加入秋水仙素(Colcemid)終止其細胞循環之分裂期。
測試物質使用的溶劑(DMSO)作為陰性對照組。陽性對照
藥物，不加S9的試驗使用mitomycin C (2.5 μg/ml)，加S9
的試驗使用cyclophosphamide (25 μg/ml)。細胞培養24小時
後 ， 加 入 0.1 μg/ml 之 Colcemid 作 用 一 晚 。 以 Trypsin
(0.05%)-EDTA (0.53 mM) 處理並收集細胞，以900 rpm 離
心5分鐘。倒去上清液，打散細胞團，加入5 ml的0.5%
KCl，靜置5分。以900 rpm離心5分鐘，去掉0.5％ KCl。
加入5 ml新鮮配置的固定液(甲醇：冰醋酸=3：1)， 1500
rpm離心5分鐘。去上清液，加入10 ml新鮮配置之固定液，
室溫靜置30分鐘後，以1500 rpm離心5分鐘，此步驟重覆3
次。倒去上清液，以黃色微量吸管吸取細胞液，高舉約離
載玻片20 cm處，由上往下滴，盡量保持於玻片中央位置。
玻片以5 % Giemsa’s染劑作用4分鐘，將玻片以阿拉伯膠封
片並觀察染色體。每個劑量組製備兩片染色體玻片，於一
般光學顯微鏡1000 倍油鏡下觀察，每片至少觀察100 個
分裂中期細胞，計數染色體結構變異與多套染色體
(polyploidy)之數目，染色體變異頻率(%)＝(異常細胞數÷
計數總細胞數)×100。測試樣品對細胞造成之染色體結構
變異頻率(%)超過陰性對照2 倍以上，且有劑量與反應正
相關性者，視為具有染色體結構變異正反應作用。
C.小鼠周邊血微核試驗
使用ICR 雄性小鼠，體重25 ~ 30 g。分為控制組及試
驗物質三個劑量組，控制組口投與去離子水。陽性對照藥
物使用Cyclophosphamide (0.1 g/kg)由腹腔注射投與。投與
試驗物質48、72 小時後，由眼眶採血。使用prototype
MicroFlow Mouse Micronucleus Analysis kit (FITC-anti
CD71、propibium iodide )，以流式細胞儀(Becton Dickinson
FASCScan)進行計數1000 個多染性紅血球(polychromatic
erythrocytes)；計算微核(micronuclei)發生的數目及多染性
紅血球佔全部紅血球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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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統計分析
本計畫實驗結果之數據，以 one-way ANOVA analysis 分析變異數，
再以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檢定其間差異之顯著性，凡 p 值小於
0.05 以下，則認為其差異據統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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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臺灣產中草藥(生薑、刺五加、薏苡)之收購
本計畫所購買的藥材為臺灣所種植五葉刺五加、生薑和紅薏仁(如圖
一)，而紅薏仁種植方式不使用農藥、化學肥料進行栽種。同時對於水源的
要求很高，只用未被污染的潔淨水源進行灌溉。幸有找到一位農民種植紅
薏仁採有機栽培方式，這樣才能維持紅薏仁品質穩定。
二、重金屬及農藥殘留檢驗
將臺灣和大陸中藥材委託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進
行重金屬及農藥殘留檢驗，農藥材殘留檢測項目包括 201 項農藥的分析方
法使用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 建立農藥資料庫進行檢測，重
金屬含量檢測為砷、鉛、鎘、銅和汞共五項，衛生署規定砷、鎘、鉛和汞
等重金屬含量則不得超過 3ppm 而中藥醫藥委員會為了確保國人使用中藥
的安全性，臺灣將比照日本規範中藥製劑的重金屬含量，從現行總含量不
得超過 100ppm，將提高到 30ppm，本計畫臺灣和大陸中藥材檢測結果均無
農藥殘留而重金屬含量都在合格範圍內(如圖三~十四)。
三、炮製及萃取法
將生薑乾燥製成乾薑，進一步將乾薑與河砂以武火炒製，不斷翻動，
炒至鼓起使表面呈現棕褐色，取出，篩去砂，晾乾(炮薑)。刺五加則加入一
定量米醋拌勻(醋炙醋五加)，稍悶潤後待醋被吸盡後，至於炒製容器內，用
文火炒製後取出藥材晾乾。薏苡仁用文火加熱(炒薏仁)，炒製表面微黃色(如
圖四)。
三種藥材以不同方式炮炙後，薑與薏苡萃取方式以 95％alc 溶媒超音波
震盪萃取 8hr;刺五加則以 RO 水超音波震盪萃取 8hr，將萃取液以減壓濃縮
方式進行萃取(如圖四)。
四、成分分析
檢測待測中藥材及其炮製品指標成分含量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臺灣
生薑炮炙後的生薑(26.30±0.97mg/g)[6]-薑辣醇([6]-gingerol)含量比生薑減少
30％,而大陸乾薑文火炮炙後(14.73±0.90mg/g)提升[6]-薑辣醇含量減少(如圖
十七)。臺灣醋炙五葉刺五加(2.96±0.72mg/g)紫丁香苷（syringin）含量比臺
灣五葉刺五加生品增加 30％，而大陸醋炙後五葉刺五加(1.94±0.98mg/g)含
量比臺灣五葉刺五加生品減少 33％(如圖十五)。臺灣醋炙五葉刺五加
(0.61±0.32mg/g) 刺五加苷(eletheroside)含量比臺灣五葉刺五加生品減少 30
％，而大陸醋炙後五葉刺五加(2.57±0.20mg/g)含量比臺灣五葉刺五加生品增
加 15 倍量(如圖十六)。將臺灣和大陸五葉五加以定溫定時醋蒸方式可以有
效增加刺五加苷和紫丁香苷指標成分釋出(如圖十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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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脂肪細胞增生及分化率測定
(一)脂肪細胞增生率之測定
將炮製品與生品分別以三種比例(8:1:1;7:2:1;6:3:1) 作用濃度
範圍下(0.3125mg/ml~5mg/ml)在3T3-L1脂肪細胞作用下並無抑制
3T3-L1細胞增生的作用皆可抑制3T3-L1細胞內三酸甘油酯的累
積，為確定待評估待測中藥及其炮製品對 3T3-L1 細胞是否有毒
性，針對待評估中藥及其炮製品之指標成份，以MTT assay做為脂
肪細胞存活率之測定，細胞存活率(viability)皆高於90 %(如圖十
八)，以臺灣產中草藥(刺五加、生薑、紅薏仁)8:1:1比例炮製品本
計畫實驗濃度範圍作用下並不會有細胞毒性或抑制細胞增生的現
象。
(二)脂肪細胞分化率之測定
將炮製品與生品分別以三種比例(8:1:1;7:2:1;6:3:1) 作用濃度
範圍下(5mg/ml)在 3T3-L1 脂肪細胞作用下，炮炙品臺灣產中草藥
(刺五加、生薑、紅薏仁)8:1:1 比例炮製品具有促進白色脂肪細胞
脂質分解或抑制脂質產生的效果最佳為 62％(如圖十九)。
六、安全性試驗
(一)口服急性毒性試驗
於5g/kg的餵食劑量下，炮炙品臺灣產中草藥(刺五加、生薑、
紅薏仁) 8:1:1不會引起實驗小鼠中毒或死亡的現象。試驗期間各組
動物活動正常，毛皮光澤度好。故臺灣產中草藥(刺五加、生薑、
紅薏仁) 8:1:1之半數致死劑量(LD50)皆大於5 g/kg，顯示此藥材及其
炮製品之口服急性毒性甚低(如表一)。
(二)28 天連續餵食毒性試驗
為了符合未來在市場販售之需，考慮薑屬植物屬於傳統食用
素材，本計畫申請案將參考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對炮炙品
臺灣產中草藥(刺五加、生薑、紅薏仁) 8:1:1的組合物進行第二類
安全性評估，在28天餵食毒性試驗期間發現，餵食炮炙品臺灣產
中草藥(刺五加、生薑、紅薏仁) 8:1:1的組合物的組合物之大鼠生
長情況良好，與陰性對照組無明顯差異。主要臟體比與對照組相
比，均無明顯差異。各實驗組與對照組大鼠的血紅素、紅細胞、
白細胞計數及其分類的檢查結果均在正常範圍內(如表二)。在血清
生化值如血清葡萄糖、膽固醇、肌酐、谷草轉氨 酶、鹼性磷酸酶、
谷丙轉氨酶、甘油三酯、尿素氮等生化檢查結果均在正常範圍內(如
表二)。尿常規結果正常，各實驗組之間無明顯差異。大體解剖肉
眼觀察結果，各劑量組動物臟器未發現明顯病變，因此選高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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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及對照組作組織學檢查。臟器檢查包括：腎上腺、主動脈、腦、
胃、腸、食道、心、腎、肝、氣管及肺、淋巴結、睪丸、胰腺、
脊髓、脾、胸腺、甲狀腺、膀胱。其中各組動物的腎上腺、主動
脈、腸、食道、淋巴結、睪丸、胰腺、視神經、垂體、前列腺、
脊髓、脾、胸腺、甲狀腺、膀胱的病理大體檢查及顯微鏡檢查均
未發現異常(如表三)。由此可 見，大鼠餵食臺灣產中草藥(刺五加、
生薑、紅薏仁) 8:1:1的組合物28天後，各組動物臟器的組織學檢查
結果，未發現與實驗有關的病 理型態改變(如圖二十一~二十二)。
(三)基因毒性試驗：
1.沙門菌回復突變試驗(Ames test)
本研究為了檢驗配方組合物是否有潛在的致癌因子，利用
沙 門 氏 回 復 突 變 測 試 法 （ Salmonella/microsome mutagenicity
assay），其中有五種供試菌株分別為TA98、TA100、TA102、
TA1535以及TA1537。根據表一試驗結果顯示，試驗過程不加S9
處理時，五種供試菌株皆以0.1 ml/plate 無菌DMSO之空白(blank)
處理組，做為陰性對照(negative controls)；然而陽性對照(positive
controls) 則 以 0.001 mg/plate SAZ 處 理 TA1535 與 TA100 菌
種，0.2 mg/plate 4-N-O-P 處理 TA98菌種，0.1mg/plate t-B 處
理 TA102 菌種, 以 5 mg/plate 9AA 處理 TA1537菌種。再根
據表二試驗結果顯示，試驗過程加0.2 ml/plate S9 處理時，五種
供試菌株皆以0.1ml/plate 無菌之DMSO空白 (blank)處理組為陰
性對照 (negative controls)；並以另加0.005 mg/plate 2AF分別處
理TA98、TA100 、TA1535與 TA1537菌種以及加0.01mg/plate
2AF處理TA102菌種；以另加0.01 mg/plate 2AA分別處理TA98、
TA100 、TA1535與 TA1537菌種以及加0.02 mg/plate 2AA處理
TA102菌種。
配方組合物萃取物後經無菌過濾，以五個配方組合物萃取
液的劑量處理 ( 0 . 3 1 2 5 、0.625、1.25、2.5 及5 mg/plate) 造
成沙門菌五株TA供試菌株的平均回復突變菌落數：結果顯示配
方組合物萃取物不論試驗含有或不含有代謝活化系統(S9 混合
物)的測試條件與否，測試結果與溶劑對照組相比均無顯著的差
異(如表四~五)。配方組合物萃取物萃取液的所有劑量處理其回
復突變菌落數均未超過溶劑對照組2倍以上，亦無顯著之劑 量反
應關係，顯示測試結果為陰性反應，並 不具基因突變性。OECD
依
與USEPA 之標：配方組合物對沙門菌無基因變異影響，如此一
來配方組合物對哺乳類動物並不具有基因突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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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外哺乳類細胞株染色體異常分析
先進行試驗物質對 CHO-K1 細胞存活率試驗。使用 96 孔
細胞培養盤，調整細胞數目為 2 x105，加入不同濃度試驗物質培
養 24 小時,實驗結果配方組合物細胞存活率達 80%以上(如圖二
十)。以 Hank’s Balanced Salt Solution (HBSS) 洗滌細胞兩次，加
入新的細胞培養液 4.5 ml，加或不加 S9 混合物及 10 %體積之
DF，最終濃度分別為 0.2、0.4 與 0.8 mg/ml，培養 24 小時後，
加入秋水仙素(Colcemid)終止其細胞循環之分裂期。測試物質使
用的溶劑 (DMSO)作為陰性對照組。陽性對照藥物，不加 S9 的
試 驗 使 用 mitomycin C (2.5 μg/ml) ， 加 S9 的 試 驗 使 用
cyclophosphamide (25 μg/ml)。配方組合物以水萃取後經無菌過
濾，以三個配方組合物萃取液的劑量處理 (12.5、25 及 50 mg/ml)
造成 CHO-K1 染色體數目：結果顯示配方組合物不論試驗含有
或不含有代謝活化系統(S9 混合物)的測試條件與否，測試結果
與溶劑對照組相比均無顯著的差異(如表八~九)。配方組合物萃
取液的所有劑量處理染色體病變並未超過溶劑對照組 2 倍以
上，亦無顯著之劑量反應關係，顯示測試結果為陰性反應，並
不具基因突變性。
3.小鼠周邊血微核試驗
使用ICR 雄性小鼠，投與試驗物質48、72 小時後，由眼眶
採血。計算微核(micronuclei)發生的數目及多染性紅血球佔全部
紅血球的比例，實驗結果48小時後配方組合物微核數目與正常
組比較結果無任何病變(如表六)，實驗結果72小時後配方組合物
微核數目與正常組比較結果無任何病變(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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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推動農業生技產業，為本土農業開創新契機，並就臺灣農業生技產業
之優勢與發展利基、策略與面臨之問題及發展政策與研發體系之革新深入
討論，而許多專家學者評估，藥用及保健植物是臺灣最具競爭力的生技產
業之一，。本研究計畫針對減少體脂肪形成與調降高血脂的有效性建立臺
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炙品三種藥材萃取物的最佳比例配方，
並將此配方進行安全性測試，依照健康食品查驗登記審查原則(中華民國96
年6月11日衛署食字第0960403068號函)第三點規定：「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
分類基本上依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內所載之分類為之。簡言之，第一
類及第二類屬傳統供食用之原料，第三類及第四類為非傳統供食用之原
料。有關第一類及第二類之分野，原則上經萃取、濃縮之傳統供食用原料
宜為第二類；可供食用之中藥材宜為第二類」。為了符合未來在市場販售
之需，考慮刺五加、生薑及薏仁植物屬於傳統食用素材，本計畫申請案將
參考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對刺五加：生薑：薏仁(8:1:1)的組合物進行
第二類安全性評估，包括急性毒性試驗(acute toxicity testing)、28 天餵食毒
性試驗(28-day feeding toxicity study)及基因毒性試驗(genotoxicity study)，以
使本計畫開發之複方產品更兼具有效性與安全性。急毒性試驗結果臺灣產
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炙品的混合比例所得之組合物應屬無急毒級
物，在28天餵食毒性試驗期間，餵食 不同劑量
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炙品的組合物之大鼠生長情況良好，。各實驗組與對照組大鼠生化數值、
血液檢測及病理切片檢查結果均在正常範圍內。沙門菌五株TA供試菌株的
平均回復突變菌落數結果顯示配方組合物萃取物不論試驗含有或不含有代
謝活化系統(S9 混合物)的測試條件與否，測試結果與溶劑對照組相比均無
顯著的差異，體外哺乳類細胞株染色體異常分析其配方組合物萃取液的所
有劑量處理染色體病變並未超過溶劑對照組2倍以上，亦無顯著之劑 量反應
關係，顯示測試結果為陰性反應，並不具基因突變性，小鼠周邊血微核試
驗投與試驗物質48、72 小時後微核數目與正常組比較結果無任何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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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中藥生技產業在未來最被看好的明星產業，政府認為臺灣具有極佳的
機會和條件，作為促成另一波經濟成長的國家未來發展重點計畫，尤其中
南部是臺灣農業重鎮，政府已在屏東設立農業生技園區，積極推動農業生
技產業的發展。隨著生活環境的提升及資訊的發展，消費者未來在選擇使
用的保健食品上，逐漸重視其科學性的臨床證據，以及其帶來的功效與對
自身的助益，這將令因不實宣傳效果產生的購買行為逐漸減少，經由科學
化的驗證，強化功效性與安全性將成為未
來產品開發與行銷時的重要課
題，推動傳統中藥生技研發為藥學人畢生課題。本計畫選用臺灣產刺五加、
生薑及薏仁與大陸藥材炮炙前後進行成分分析，並透過體外活性篩選制訂
出最適活性配方組合臺灣產刺五加、生薑及薏仁(8:1:1) 炮炙品，依照健康
食品查驗登記審查原則可供食用之中藥材宜為第二類」，包括急性毒性試
驗(acute toxicity testing)、28 天餵食毒性試驗(28-day feeding toxicity study)
及基因毒性試驗(genotoxicity study)，研究結果臺灣產刺五加、生薑及薏仁
(8:1:1) 炮炙品與正常組比較結果無任何病變，此研發成果可供健康食品安
全性劑量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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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表一、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小鼠的急毒性試驗
Table 1. Acute oral toxicity of herbs in mice
Groups
Herbs 8:1:1

Treatment dose (g/kg)

dead/treated mice Symptoms of toxicity

5

0/10

none: no toxic symptom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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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

表二、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大鼠的 28 天安全性試驗
之體重、攝食、飲水和血液學
Table 2. Effects of sub-chronic o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xture composed of
herbs 8:1:1on body weight, food intakes, water intakes and
hematological in Wistar rats.
Week(W) of treatment
＆ Parameter
Body weight (g)
Food intakes
(g/day/rat)
Water intakes
(ml/day/rat)
WBC (103/μL)
Lymphocytes
(103/μL)
Erythrocytes
(106/μL)
Hemoglobin (g/dL)

Herbs 8:1:1(mg/kg/day)

Vehicle

100

251.76±13.63 249.36 ±15.72

300

600

252.64±11.69

257.42±13.64

21.32±6.21

20.56±5.74

21.65±4.42

21.84±3.41

25.63±3.19

25.64±3.81

26.71±2.98

26.18±3.12

9.43±0.47

9.26±0.51

9.39±0.29

9.41±0.37

6.92±0.25

6.84±0.38

6.89±0.24

6.95±0.31

7.41±0.14

7.39±0.21

7.42±0.28

7.59±0.22

17.43±1.69

18.35±1.54

18.49±1.72

18.62±2.16

Hematocrit (％)

42.71±2.65

43.26±3.16

43.35±2.91

43.41±2.71

MCV (fL)

53.18±1.63

54.21±1.05

54.36±1.38

55.62±2.14

MCH (pg)

18.91±0.95

19.24±1.06

20.31±1.28

20.73±1.17

MCHC (g/dL)

36.79±1.26

37.41±1.53

37.62±2.13

38.42±1.69

RDW (％)

12.53±1.15

12.51±1.32

13.43±0.87

13.76±1.04

Platelets (103/μL)

657.82±23.75

663.92±21.52

668.43±18.68

672.83±20.32

MPV (fL)

5.97±0.35

6.10±0.26

6.14±0.30

6.05±0.28

Glucose (mg/dL)

82.54±8.93

81.41±7.37

81.69±7.63

82.48±6.96

BUN (mg/dL)

45.67±3.71

44.65±4.26

44.91±3.75

44.13±2.48

Creatinine (mg/dL)

0.61±0.13

0.60±0.11

0.61±0.23

0.61±0.18

AST (U/L)

150.27±8.93

149.52±9.12

148.75±9.32

147.91±8.46

ALT (U/L)
Total cholesterol
(mg/dL)
Triglycerides
(mg/dL)
HDL (mg/dL)

72.53±4.69

71.38±4.32

71.43±3.81

70.96±4.35

98.43±13.69

97.29±12.75

97.31±10.76

98.25±11.38

78.51±7.92

79.13±8.17

79.53±9.26

80.37±10.15

45.29±2.53

46.31±3.62

47.38±4.12

48.1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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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W) of treatment
＆ Parameter

Herbs 8:1:1(mg/kg/day)

Vehicle

100

300

600

Amylase (U/L)
704.54±37.32 714.93±28.41 719.78±26.35 721.32±21.29
Total bilirubin
0.17±0.02
0.16±0.01
0.16±0.01
0.15±0.01
(mg/dL)
Wistar rats(n=10 per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herbs 8:1:1 by daily gavage for 4
week. Date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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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大鼠的 28 天安全性試驗
之器官重量
Table 3. Effects of sub-chronic o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xture composed of
herbs 8:1:1on organ weights in Wistar rats.
Organ

Vehicle

Spleen

Herbs 8:1:1(mg/kg/day)
100

300

600

0.62±0.041

0.61±0.032

0.59±0.046

0.60±0.039

Brain

1.265±0.027

1.243±0.019

1.239±0.021

1.261±0.032

Heart

1.081±0.016

1.086±0.020

1.083±0.014

1.087±0.018

Esophagus

0.134±0.036

0.129±0.013

0.131±0.024

0.135±0.034

Stomach

1.429±0.019

1.396±0.025

1.413±0.030

1.418±0.016

Liver

9.982±0.052

9.879±0.034

9.9884±0.029

9.9871±0.031

Adrenal gland

0.025±0.002

0.025±0.001

0.024±0.002

0.024±0.002

Hypophysis

0.005±0.001

0.005±0.001

0.005±0.001

0.005±0.001

Hypothalamus

0.035±0.003

0.034±0.002

0.035±0.002

0.035±0.001

Small intestine

0.581±0.048

0.573±0.036

0.578±0.029

0.577±0.039

Lungs

1.436±0.069

1.429±0.047

1.432±0.025

1.439±0.032

Kidney

0.981±0.041

0.979±0.036

0.982±0.027

0.973±0.016

Epididymis

0.624±0.042

0.616±0.028

0.625±0.034

0.629±0.020

Vas deferens

0.132±0.017

0.129±0.019

0.132±0.023

0.127±0.018

Prostate

0.563±0.041

0.552±0.021

0.560±0.028

0.569±0.37

Testicle

1.635±0.023

1.642±0.015

1.639±0.024

1.648±0.032

Seminal vesicle

0.472±0.027

0.481±0.029

0.479±0.013

0.0473±0.035

Wistar rats(n=10 per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herbs 8:1:1 by daily gavage for 4
week. Date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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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沙門氏菌回復突變試驗結果(-S9)
Table 4. Results of bacterial reverse mutation test without S9 of herbs (8:1:1)
Dose
(mg/plate)

S9 mix

Base-pair substitution type

Frameshift type

Transversion

TA100

TA1535

TA98

TA1537

TA102

0a

87.9±10.5

8.6±2.3

11.5±2.8

7.1±1.1

172.8±11.7

0.3125

88.6±13.2

8.2±1.6

10.4±2.5

7.8±1.4

180.2±17.1

0.625

97.2±17.4

7.9±2.1

9.2±1.7

8.1±1.2

184.6±16.2

1.25

99.7±11.9

8.2±2.3

9.4±2.1

7.3±2.1

192.7±13.2

102.5±12.4

9.3±1.9

10.3±1.8

7.8±1.6

191.2±9.7

5

98.6±10.3

9.2±2.0

10.6±2.4

8.0±1.5

189.6±11.2

SAZ(0.001)

826±34.7

326.5±57.9

－

－

－

4-N-O-P(0.2)

－

－

2679.4±321.2

－

－

t-B(0.1)

－

－

－

－

516.9±92.7

9AA(5)

－

－

－

238.6±93.7

－

2.5

a

－

DMSO
Positive controls in assays without (-) S9 are 0.001 mg/plate SAZ for TA1535 and TA100 , 0.2 mg/plate 4-N-O-P for TA98 , 0.1
mg/plate t-B for TA102 , and 5 mg/plate 9AA for TA1537.
Positive controls used were SAZ ; Sodium azide , 4-N-O-P ; 4-Nitro-O-phenylenediamine , t-B ; t-Butylhydroperoxide , 9-AA ;
9-Aminoacridine.

表五、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沙門氏菌回復突變試驗結果(+S9)
Table 5. Results of bacterial reverse mutation test with S9 of herbs (8:1:1)
Dose
(mg/plate)

S9 mix

Base-pair substitution type

Frameshift type

Transversion

TA100

TA1535

TA98

TA1537

TA102

0a

152.7±15.8

12.4±1.8

47.6±1.8

7.9±1.3

153.2±21.9

0.3125

159.9±13.7

13.1±2.1

50.4±2.1

8.1±1.6

154.8±23.1

0.625

162.6±10.8

12.8±1.7

42.6±2.3

8.6±1.1

171.6±18.6

1.25

171.4±12.9

13.5±2.0

48.6±1.9

7.2±2.2

189.4±21.2

176.8±10.8

13.6±2.3

48.2±2.0

7.9±1.8

195.9±23.2

5

181.9±14.3

14.2±2.6

49.5±2.4

9.2±1.9

192.6±20.7

2AA(0.01)

657.2±41.7

215.2±26.2

759.3±31.7

147.4±21.7

289.5±25.9

2AF(0.005)

824.7±89.6

198.9±18.6

2094±118.9

227.5±31.6

249.1±47.9

2.5

＋

a

DMSO
Positive controls in assays without (-) S9 are 0.001 mg/plate SAZ for TA1535 and TA100 , 0.2 mg/plate 4-N-O-P for TA98 , 0.1
mg/plate t-B for TA102 , and 5 mg/plate 9AA for TA1537.
Positive controls used were SAZ ; Sodium azide , 4-N-O-P ; 4-Nitro-O-phenylenediamine , t-B ; t-Butylhydroperoxide , 9-AA ;
9-Aminoacri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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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小鼠的小鼠周邊血液微
核 48 小時試驗結果
Table 6. Change in micronuclear counts of reticlocyte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male
ICR mice treated with herbs (8:1:1)
Compound

Dose (mg/kg)

RET1/1000RBC2

Mn-RET3/1000RET

18.1±0.2

1.8±0.5

48hrs
NC4
CP5

40

5.9±1.6＊

16.7±1.8＊

Herbs 8:1:1

150

20.4±2.1

1.7±0.4

300

21.2±1.3

1.5±0.3

600

21.4±1.6

1.5±0.3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the mean ± SD (n=5).
1
RET:reticulocyte; 2RBC:erythrocyte; 3Mn-RET:micronucleated reticulocyte;
4
NC:negative control; 5CP:cyclophospamide.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lank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at p＜0.05.

表七、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小鼠的小鼠周邊血液微核 72
小時試驗結果
Table 7. Change in micronuclear counts of reticlocyte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male
ICR mice treated with herbs (8:1:1)
Compound

Dose (mg/kg)

RET1/1000RBC2

Mn-RET3/1000RET

22±1.8

1.1±0.5

72hrs
NC4

＊

＊

CP5

40

5±0.4

Herbs 8:1:1

150

22±2.3

1.1±0.5

300

21±1.9

1.1±0.7

600

22±2.0

0.8±0.4

12.3±1.4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the mean ± SD (n=5).
1
RET:reticulocyte;2RBC:erythrocyte;3Mn-RET:micronucleated
reticulocyte ;4NC:negative control; 5CP:cyclophospamide.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lank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at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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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染色體變異試驗結果(-S9)
Table 8. Location of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by feed herbs(8:1:1) crude extractions
in CHO-K1 cell (without S9 mix)
Chromosome type aberration

NO.

Total aberrations(％)1,2

NC

4.60±1.0

2.1±1.4

0.1±0.2

0

Mitomycin C

23.21±2.1

3.6±1.2

0

1.9±0.7＊

Herbs(8:1:1) 12.5mg/kg 2.12±1.4

1.3±1.1

0

0

Herbs(8:1:1)25mg/kg

2.02±1.1

1.2±1.0

0

0

Herbs(8:1:1)50mg/kg

2.16±0.8

1.4±1.7

0

0

NO.

Total aberrations(％)1,2

NC

5.42±1.2

0

0.2±0.1

0

Mitomycin C

22.32±1.8

1.7±1.2

8.1±2.6

2.6±0.9＊

Herbs(8:1:1) 12.5mg/kg 2.78±1.2

0

0

0

Herbs(8:1:1)25mg/kg

2.81±1.0

0

0

0

Herbs(8:1:1)50mg/kg

2.21±1.5

0

0

0

Break

Intrachange Interchange

Chromatid type aberration
Break

Intrachange Interchange

1:n=4; 2:Total aberrations in 100 cells with well-spread metaphase chromosome per
slide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lank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at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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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染色體變異試驗結果(+S9)
Table 9. Location of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by feed herbs(8:1:1) crude extractions
in CHO-K1 cell (without S9 mix)
Chromosome type aberration

NO.

Total aberrations(％)1,2

NC

5.8±1.4

1.3±0.8

0.1±0.3

0

Mitomycin C

20.15±2.2

3.6±1.5

0

1.7±0.6＊

Herbs(8:1:1) 12.5mg/kg 2.75±1.2

1.2±1.0

0

0

Herbs(8:1:1)25mg/kg

2.42±1.5

1.0±1.1

0

0

Herbs(8:1:1)50mg/kg

2.45±1.0

1.3±1.1

0

0

NO.

Total aberrations(％) 1,2

NC

5.42±1.2

0.5±10.8

0.2±0.1

0

Mitomycin C

22.31±1.8

1.2±1.4

8.7±2.1

2.5±0.3＊

0.8±1.4

0

0

Herbs(8:1:1) 12.5mg/kg 2.73±1.6

Break

Intrachange Interchange

Chromatid type aberration
Break

Intrachange Interchange

Herbs(8:1:1)25mg/kg

2.82±1.3

0

0

0

Herbs(8:1:1)50mg/kg

2.57±1.0

0

0

0

1:n=4 ;2:Total aberrations in 100 cells with well-spread metaphase chromosome per
slide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lank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at p＜0.05

3

圖一、炮炙前藥材之圖片

圖二、炮炙後藥材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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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臺灣刺五加重金屬檢測報告

5

圖四、臺灣刺五加農藥殘留檢測報告

6

圖五、大陸刺五加重金屬檢測報告

7

圖六、大陸刺五加農藥殘留檢測報告

8

圖七、臺灣紅薏仁重金屬檢測報告

9

圖八、臺灣紅薏仁農藥殘留檢測報告

10

圖九、大陸白薏仁重金屬檢測報告

11

圖十、大陸白薏仁農藥殘留檢測報告

12

圖十一、臺灣薑重金屬檢測報告

13

圖十二、臺灣薑農藥殘留檢測報告

14

圖十三、大陸乾薑重金屬檢測報告

15

圖十四、大陸乾薑農藥殘留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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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五葉五加 (定溫定時醋蒸) 之含量分析圖譜

臺灣五葉五加 (生品) 之含量分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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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五葉五加 (醋炒) 之含量分析圖譜

大陸五葉五加 (生品) 之含量分析圖譜

大陸五葉五加 (醋炒) 之含量分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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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丁香苷之含量分析圖譜

大陸五葉五加 (定溫定時醋蒸) 之含量分析圖譜

圖十五、刺五加紫丁香苷成分分析之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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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五葉五加 (定溫定時醋蒸) 之含量分析圖譜
圖十六、刺五加刺五加苷成分分析之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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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薑 (生品) 之含量分析圖譜

臺灣薑 (炒炙) 之含量分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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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大陸薑 (生品) 之含量分析圖譜

大陸薑 (炒炙) 之含量分析圖譜
圖十七、薑薑酚(6-ginerol)成分分析之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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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配方組合物對 3T3-L1 脂肪細胞存活率的影響

圖十九、配方組合物對 3T3-L1 脂肪細胞內油滴蓄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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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對 CHO-K1 細胞毒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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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空白組 28 天安全性實驗病理切片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ontrol rats. The testes (1), intestine (2), jejunum
(3), heart (4), liver (5), appendix (6), lung (7), Stomach (8), fat (9), kidney (10),
adrenal (11), Spleen (12) from rats showed no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H&E
stain, 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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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臺灣產(刺五加：生薑：薏仁)8:1:1 炮製品 28 天安全性實驗病理
切片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of herbs(8:1:1) rats. The testes (1),
intestine (2), jejunum (3), heart (4), liver (5), appendix (6), lung (7),
Stomach (8), fat (9), kidney (10), adrenal (11), Spleen (12) from
rats showed no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H&E stain, 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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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0-RD-018

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對糖尿病腎病變之
保健功效評估
葉靜華
長榮大學醫學研究所

摘

要

研究目的：
糖尿病腎病變已經成為全球嚴重的健康問題，糖尿病腎病變的預防與治療是
極為重要的議題。研究中藥治療糖尿病腎病變，進而開發成複合性保健食品有助
於降低糖尿病腎病變發生率。高糖產生的活性氧化物(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在腎臟引發氧化壓力是造成糖尿糖腎病變的重要因子，高糖造成的氧化壓力
會刺激腎臟細胞分泌乙型轉型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促
使腎臟細胞產生更多 ROS，並且增加腎臟細胞對 TGF-β 的反應性，造成腎臟細
胞分泌細胞外間質(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蛋白，引發腎臟纖維化，降低腎功
能；骨誘導蛋白-7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7, BMP-7)是一個具有腎臟保護功能
的蛋白，BMP-7 協助維持腎臟細胞正常生理功能以及腎臟組織結構之完整性，
BMP-7 在初期糖尿病腎病變就會逐漸消失。增加糖尿病大鼠腎臟組織中 BMP-7
蛋白表現，有助於降低糖尿病腎病變的腎臟氧化壓力，進而抑制糖尿病腎臟中的
TGF-β 分泌以及 ECM 蛋白合成。中藥方劑小柴胡湯在保肝、抗發炎、抗腫瘤等
研究中已有相當多報導，而此若以台灣特有種-高氏柴胡製備，則更能增加小柴胡
湯的保肝及抗發炎功效，然而，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是否對糖尿病腎病變具
有治療或保健功效卻無相關研究報告。本研究目的在證明小柴胡湯之護腎效果，
並釐清其作用機轉與使用安全性，並與高氏柴胡取代北柴胡所配製之小柴胡湯之
護腎效果作比較。

研究方法：
分別以北柴胡和高氏柴胡兩種小柴胡湯，動物實驗利用 Streptozotocin (STZ)
誘導糖尿病腎病變小鼠動物模型，體外細胞實驗利用高糖暴露之腎絲球細胞產生
高氧化壓力模式，進行抗氧化與護腎療效評估；連續二十八天灌食兩種小柴胡湯
給正常小鼠，進行安全性評估，利用腎臟上皮細胞(NRK52E cell)進行腎臟細胞毒
性試驗。

1

結果與討論：
小柴胡湯(300 mg/kg)對 STZ 誘導之第一型糖尿病腎病小鼠之腎功能具有改
善的作用。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300 mg/kg)對 STZ 誘導之第一型糖尿病腎病
小鼠之腎功能具有改善的作用，且效果較小柴胡湯佳。小柴胡湯與高氏柴胡製備
之小柴胡湯對於腎臟的保護作用，可能機轉如下：1. 減少腎臟組織中 TGFβ、
fibronectin、collagen IV 等基因表現。2. 增加腎臟保護蛋白 BMP-7 基因表現。3.
降低腎臟間質細胞因為高糖所造成之氧化壓力。另外，二十八天安全性評估與腎
臟細胞安全性試驗顯示小柴胡湯與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對腎臟細胞與小鼠
全身沒有毒性，最大安全劑量可達 3 g/kg。本研究藉由對於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
湯以及高氏柴胡本身之保護腎臟功能完整評估，證明其對於改善糖尿病腎病變之
作用，未來有機會應用在糖尿病腎病的病患。
關鍵詞：糖尿病腎病變、高氏柴胡、小柴胡湯、TGF-β、BMP-7、氧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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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Xiao-Chai-Hu-Tang prepared with
Bupleurum kaoi on diabetic nephropathy
Yeh Ching-Hu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
Aim: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is a serious health problem thus preventions and
therapeutics for DN are important issues. Oxidative stress is one of the factors leading
to nephropathy which stimulates renal cells to secret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and promotes renal cells producing more ROS. Thus renal cells secrete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protein which leads renal fibrosis and renal funciton
impaired.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7 (BMP-7) could maintain renal functions and
renal structural integrity in kidne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o-Chai-Hu-Tang
(XCHT), was reported with hepatoprotective, anti-inflammatory, anti-cancer ability.
The bioactivities of XCHT remedy, prepared with Bupleurum Kaoi insteaded of
Bupleurum chinense DC., KCHT, could be enhanced. This study aimed to clarify
whether XCHT and KCHT can prevent DN and whereby the mechanism in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mice and high-glucose exposed mesangial cells
(RMC).

Method:
We analyzed the renal protective effect of XCHT and KCHT during DN in
STZ-induced diabetic mice. The expression of TGF-β, fibronectin, collagne IV and
BMP-7 in the kidney of STZ-induced diabetic mice and huigh glucose exposed RMC
was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The anti-oxidative effect of XCHT and
KCHT was also analyzed in vivo and in vitro. We also examined the in vivo 28-days
safety examination and in vitro cytotoxity of XCHT and KCHT.

Results & Discussion:
XCHT and KCHT were orally administrated to streptozotocin (STZ)-induced
diabetic mice and treated to high glucose (HG) exposed rat mesangial cell (RMC).
After 4-week treatment, both XCHT and KCHT improved renal functions and renal
hypertrophy in STZ-diabetic mice.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 fibronectin, and
collagne IV was decreased but expression of BMP-7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in
STZ-diabetic mice and HG exposed RMC. The DPPH assay showed that XCHT and
KCHT could scavenge free radicals. DHE stain and CM-H2DCFDA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XCHT could inhibit high glucose-induced ROS in RMC.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XCHT and KCHT have ability to improve renal functions in STZ-diabetic mice
through decreasing oxidative stress, TGF-β1, fibronectin, and collagen IV production
3

in kidne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The results of 28-days
safety examination and cytotoxity promised the using safety of XCHT and KCHT.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XCHT and KCHT could be applied to improve renal
functions in diabetic disorders.
Keywords: Diabetic nephropathy, Bupleurum Kaoi, Xiao Chai Hu Tang, TGF-β,
BMP-7, oxida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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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糖尿病腎病變的現況與治療
現今全球普遍面臨糖尿病盛行率持續增加，死亡率提高，世界衛生組
織在 2005 預估，至 2020 年全球患有糖尿病的人口數將達 2.3 億人。糖尿
病患經常有血糖控制不佳，合併多重的併發症的情形，導致醫療耗費龐大
資源，造成家庭、社會嚴重經濟負擔等問題，糖尿病併發腎臟病在全國十
大死因中已攀升至第七位。第一及第二型糖尿病之病程都有可能發展出糖
尿病腎病變。台灣 2006 年糖尿病腎病變的發生率與盛行率已居全球第一，
目前全台洗腎人口已突破 6 萬人，平均每 450 人當中就有一人正在接受
透析治療，比歐洲國家高 2-4 倍，比美國高 15-30%，血液透析每月約需 5
萬元、腹膜透析約 4.5 萬元，故每年健保支出洗腎費用逾 300 億元，超過
治療所有癌症的總和。根據健保局公佈資料，2008 年門診支出首位是末期
腎臟病人洗腎的支出 [1]。
無論是第一型或是第二型的糖尿病，糖化血色素（HbA1C）應該控制
在≦7％，是第一級的預防糖尿病腎病變發生的策略，也是預防糖尿病腎病
變初期微小白蛋白尿（microalbuminuria）惡化為明顯的腎病變的重要措施。
然而第二型糖尿病腎病變合併顯著尿蛋白的患者，血糖與代謝失調的控制
可能對於腎功能的惡化沒有顯著的減緩衰退的效果[2]。對於糖尿病腎病變
患者，臨床上會採用 angiotensinoge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ACEIs) 或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blockers (ARBs) 的降血壓藥，同時矯正高脂血症來做
治療，然而這些治療方式病無法直接改善腎病變等併發症。末期腎病患者
除了透析治療，每日飲食的鹽、鉀、磷與水等需嚴格限制，且除非換腎，
否則無康復之日，嚴重影響病人的生命品質，故降低台灣末期腎病人數應
為當務之急[1]。
不同於藥物治療，保健食品站在預防醫學的角度，具有增加營養、促
進健康及延緩老化等效果，逐漸受到各國政府以及個人健康意識抬頭的消
費者所青睞。另一方面，全球已有 65% 消費者選擇輔助及替代醫療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dicine)[3, 4]。傳統中藥或方劑對於各項疾病
的治療，已有數千年的臨床驗證，現代科學也有相當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然而對於具有糖病腎病變預防與療效的中藥，目前卻仍缺發完整的功效評
估與作用機轉研究，本研究計畫將利用本土特有之高氏柴胡去製備小柴胡
湯，評估其對於糖尿病腎病變可能具有的效果與作用機轉，以期運用高氏
柴胡製備小柴胡湯為基礎，研發出具有預防糖病腎病變的保健食品。
二、自由基、高糖氧化壓力與糖尿病腎病變的關係
糖尿病腎病變的病理特徵為腎臟肥大、基底膜增厚、腎絲球和腎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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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質的細胞外間質逐漸累積，最後導致腎臟纖維化、腎絲球硬化及腎小管
間質纖維化及末期腎病 ESRD(尿毒病)[2]。形成的原因是糖尿病的高血糖現
象造成腎臟長期曝露在高糖的情況下，腎小管細胞會分泌 TGF-ß 和細胞間
質蛋白(Extra cellular matrix; ECM)，並且會加速高度糖化終產物(AGE)的合
成[5]。近年來的研究指出高糖所造成的氧化壓力是造成腎病變的主因之
一，因此本研究將以降低腎臟的高糖氧化壓力為標的之一。
高血糖會誘導高度反應性氧化產物（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
形成，同時減緩自由基清除分子之作用[6]。過多的 ROS 可啟動多元醇旁路、
蛋白激酶 C(PKC)、己糖胺途徑，並增加糖基化終末產物(AGEs)。高糖造成
腎絲球細胞產生的 ROS 可能加劇腎絲球細胞損傷 18，糖尿病腎病變產生
時，高糖所產生的 ROS 會促使腎絲球基底膜會增厚，ECM(包括 collagen
Ⅳ、fibronectin)合成增加[7]。抗氧化劑和 PKC 抑制劑均可減少高血糖誘導
腎絲球細胞產生 ROS[8, 9]，或者改善 STZ-大白鼠的腎臟結構與功能[10,
11]。顯示 PKC 參與腎絲球細胞產生 ROS 的過程，腎絲球內過多的 ROS 則
與糖尿病腎病變的產生有關。雖然抗氧化劑可以幫助改善糖尿病腎病變，
卻有文獻報導長期使用高劑量抗氧化劑卻可能對造血細胞或者器官組織造
成毒性。因此本研究認為，能夠有效改善糖尿病腎病變的藥物，除了抗氧
化，還需有其他調控機能，例如降低 TGF-β、ECM 蛋白合成，增加 BMP-7
白表現等。
三、乙型轉型生長因子(TGF-β)在糖尿病腎病變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型和第二型糖尿病病人的腎臟有增高的 TGF-β 表現，高糖以及氧
化壓力的產物都會增加腎臟 TGF-β 的表現[12]。高糖溶液可以刺激腎絲球間
質細胞製造 TGF-β，而 TGF-β 又可以刺激細胞產生 ROS，高糖產生的 ROS
除了會誘導腎臟細胞中的 TGF-β 的自泌作用，也會增加腎臟細胞對 TGFβ
的反應性（包括生長抑制、細胞肥大、細胞週期調控）[9]。有關腎近曲小
管之細胞外間質擴增而造成腎臟肥大之病理機制，已被證明是透過 TGF-β
與活化其下游 smad-2,3 分子達成的生物效應，其中，包括 ECM 蛋白合成，
另外，TGF-β 活化之後 smad-2,3，也會藉由抑制 smad-1,5,8 的磷酸化，以產
生拮抗腎臟保護蛋白 BMP-7(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7)的作用[13]。另
外，高糖所產生的氧化壓力，對於 PKC 的活化已證實對糖尿病腎病變扮演
重要角色，而轉錄因子 AP-1 被暗示參與糖尿病腎病變的過程，高糖所產生
的氧化壓力可誘導腎臟細胞轉錄因子 AP-1 與 NF-κB 的活化，同時增加
TGFβ 第二型受器之 mRNA 的表現[14, 15]。
四、骨誘導蛋白-7(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7;BMP-7)對於腎臟的保護作
用
BMP-7 是 TGF-β 家族成員之ㄧ，在胚胎發育過程中對於腎臟形成的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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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作用扮演重要的分化因子[16]。在 STZ 誘發糖尿病的大鼠模型中所觀察
到的糖尿病腎病變，其腎臟所表現的 BMP-7 會隨著糖尿病腎病變嚴重度增
加而降低[17]。在 STZ 誘發糖尿病的大鼠身上注射 BMP-7 之後，可改善糖
尿病所引發的蛋白尿、腎腫大(renal hypertrophy)、腎絲球硬化(glomerular
sclerosis)等情形[18,19]。BMP-7 能與 TGF-β 拮抗而抑制腎臟纖維化、改善
腎功能的機轉[20,21]。BMP-7 與接受器結合後，會活化 smad-1,5,8，進而降
低腎臟細胞內的氧化壓力，降低 PKC 磷酸化程度，抑制 AP-1 的活化，同
時減少 ECM 的合成[22]。由此可知，提升腎臟 BMP-7 蛋白的表現量可以抑
制 TGF-β 的活性，減緩糖尿病腎病變的發生以及降低腎纖維化程度。目前
實驗室的研究大多都以外給 BMP-7 的方式達到改善腎病變的效果，然而
BMP-7 蛋白的合成價格昂貴，使用在臨床病人的可行性低，若能利用中藥
方劑去提升腎臟內生性 BMP-7 蛋白，則能夠提供腎臟病患者採用，以預防
或減患慢性腎病變的發生，對於腎病變患者是一個新的替代醫療方式。本
計 畫 主 持 人 發 現 中 藥 - 當 歸 具 有 改 善 腎 功 能 的 功 效 (evidence 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accepted)。本研究將針對高氏柴胡
製備小柴胡湯及高氏柴胡、柴胡皂素等中藥材料或者有效成分，進行保護
腎臟評估。
五、柴胡與高氏柴胡
柴胡係我國傳統醫藥中極為重要的肝膽保健及疾病治療之常用生藥，
係『神農本草經』上品藥用植物，為『傷寒論』少陽病之主藥，能解熱、
鎮痛、解毒、消炎，主治胸脅苦滿、口苦咽乾、往來寒熱、黃疸、肝炎、
胃腸炎與膽囊炎等。其藥理作用包括：鎮靜、鎮痛、解熱、降溫、保肝、
利膽、抗潰瘍的作用。柴胡品種繁多，不同基原之柴胡其有效成分含量、
功效及藥理作用差異很大。柴胡之利用以根部為主，其根含 saikosaponin、
sterol、fatty oil、flavonoids 及 sugar 等成分。目前柴胡在國內被利用的品種
有 北 柴 胡 (Bupleurum chinense DC.) 、 三 島 柴 胡 台 農 一 號 (B. falcatum
L.cv.Tainung No.1)，以及台灣特有種高氏柴胡(Bupleurum kaoi Liu Chao et
Chuang )三種。國內醫藥研究單位已證實，高氏柴胡品質優異，根軟氣香，
保肝藥效遠較北柴胡為佳，而且高氏柴胡所含的柴胡皂素（Saikosaponins）
含量高於北柴胡及日本產之三島柴胡(Bupleurum falcatum L. var.komarowi
Kitamura)，為優良的柴胡品種，目前已得到相關農業單位重視及大量開發
利用[23]。薄層層析法分析上述三種柴胡，發現高氏柴胡含有多種柴胡皂 苷
(saikosaponin)。以一年生栽培高氏柴胡根為例，所含 saikosaponin a，c 和 d
含量均為栽培種三島柴胡根的 2∼3 倍，為進口北柴胡根的 10 倍。高雄醫學
大學藥學系林俊俊清教授主持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劃─台灣原生種藥用
植物高氏柴胡之種原培育與生物活性開發研究(國科會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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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RD701-01-C)，在數種植生物活性平台試驗及成分分析中發現，高氏柴胡
的品質更優於其他常見柴胡，其中，高氏柴胡與北柴胡根部之熱水抽取物、
總多糖體、總皂素均具有降低 Triglyceride 之量，且高氏柴胡作用明顯優於
北柴胡[24]。
高氏柴胡(B. kaoi)為繖形花科(Umbelliferae)柴胡屬(Bupleurum)之草本
植物，為台灣原生特有種植物的優質藥用植物，經過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林俊俊清教授主持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劃─台灣原生種藥用植物高氏柴
胡之種原培育與生物活性開發研究(國科會覽號 90RD701-01-C)的長期研
究，在數種植生物活性平台試驗及成分分析中發現，高氏柴胡的品質更優
於其他常見柴胡，其中，高氏柴胡與北柴胡根部之熱水抽取物、總多糖體、
總皂素均具有降低 Triglyceride 之量，且高氏柴胡作用明顯優於北柴胡[24]。
而在高氏柴胡對大白鼠肝纖維化之保肝作用機轉的研究則顯示高氏柴胡與
北柴胡之藥物治療組均具有明顯之肝修復及減少纖維囤積現象，且高氏柴
胡效果優於北柴胡[25-27]。另有研究顯示高氏柴胡抗萃取物可能抑制體外 C
型肝炎病毒複製。另外，高氏柴胡萃取之柴胡皂素對肝癌細胞之有極強的
毒殺作用[28-29]。高氏柴胡可以調節免疫功能，經由提升體內免疫球蛋白，
並促進體外淋巴細胞增生和干擾素-γ 的分泌[30-31]。高氏柴胡經過多年生
物技術國家型計劃開發研究，研究成果日益顯現，於民國 93 年送林口長庚
紀念醫院申請高氏柴胡抗肝炎藥物人體臨床試驗，另外民國 94 年 9 月取得
生技製藥國家型計劃補助核可，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進行另一肝炎人
體臨床試驗。本計畫則將高氏柴胡應用於腎臟保護做一詳盡之研究。
六、小柴胡湯
含柴胡之製劑在多種慢性疾病的治療方面常產生重要功效，其中小柴
胡湯由柴胡、半夏、人參、紅棗、黃芩、甘草及薑等七種藥材組成，具有
多種生理功效[32]。小柴胡湯源自《傷寒雜病論》
。其功效主要是和解少陽，
和胃降逆，扶正祛邪，治傷寒中風少陽證，或渴、或小便不利。除我國中
醫記載，日本《皇漢醫學》也曾曰：“凡氣管炎、百日咳、肺結核、肋膜炎、
腸窒扶斯、瘧疾、胃腸加答兒、肝臟病、腎臟腎盂炎症、婦人病等悉能治
之。”過去的研究指出小柴胡湯能治肝膽疾患、增強肝機能、改善肝實質細
胞障礙、及增強免疫功能[33]。現代藥理學研究顯示小柴胡湯對藥物或酒精
等實驗性肝損傷有保護作用[34]、調節免疫機能[35]、抗病原體與發炎[36]、
鎮靜、抗癲癇、抗腫瘤、抑制胃酸分泌[37]，在心血管分面，小柴胡湯對實
驗性高血脂動物具抗血小板凝集[38]、降血壓[39]、降低血液黏稠度功效
[40]。在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以及北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比較性研究中，
發現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其抗氧化成分較高，使用於四氯化碳誘導大鼠
急性肝損傷模式中，抗氧化效果與保肝作用也較佳[41]。另有針對 B 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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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顯示，含高氏柴胡之小柴胡湯抑制 e 抗原以及表面抗原的表現；且
含高氏柴胡之小柴胡湯效果比含北柴胡之小柴胡湯顯著[42]。雖然小柴胡湯
已有相當多的研究，但應用小柴胡湯於糖尿病腎病變的預防與治療目前卻
還沒有詳細深入的研究，本研究預試驗結果發現小柴胡湯有改善 STZ 小鼠
糖尿病腎病變之功效，降低 STZ 糖尿病小鼠血清中 BUN、creatinine 濃度(請
參見預試驗結果，第 15 頁)。因此本研究將繼續將小柴胡湯中的北柴胡以高
氏柴胡取代，研究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高氏柴胡、以及柴胡皂素對於
糖尿病腎病變的功效，以及其可能作用之分子機轉。
七、研究目的
近年來發現許多合成藥劑都有或多或少的副作用，而且對於糖尿病、
與糖尿病腎病變仍無法達到根治可能，因此，天然藥用植物的開發與利用
正日受重視。臨床上目前糖尿病腎病變的治療藥物，例如 RAS 抑制劑(ACE
inhibitors 或 ARB)，著重在輔助治療或者症狀改善，卻無法達到腎臟細胞本
身功能的維持與促進的功效。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以 STZ 誘導糖尿病腎病變動物模型，驗證兩種方劑改善糖尿病腎
病變之功效。
(二)偵測兩方劑對於腎臟組織中纖維化程度、BMP-7、TGF-β 的影響。
(三)進行兩方劑之二十八天安全性評估。
(四)檢測兩方劑作用於腎臟細胞的安全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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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方法與步驟
評估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對於糖尿病腎病變保護能力的差異
性，以及其作用機轉。同時將與一般小柴胡湯(北柴胡製備)做比較，並以腎
纖維化治療藥物 Benazepril(ACE inhibitor)當作對照藥物。
(一) 中藥製備：
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含高氏柴胡)以及一般小柴胡湯(含北
柴胡)由協同主持人，高雄醫學大學林俊清教授製備，分別以傳統
熱水煎煮萃取、95%酒精配合超音波輔助萃取兩種方式，所使用之
高氏柴胡經基源鑑定，並且以saikosaponin b作為品質控制之指標
成分。以DPPH assay偵測其清除自由基能力。
(二)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對STZ誘導之糖尿病腎病變小鼠的腎功能
之改善效果。根據先導實驗結果，小柴胡湯劑量選用300 mg/kg。
1. 分組：(1)正常對照，(2)STZ誘導糖尿病，(3) STZ誘導糖尿病+
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水萃；300 mg/kg)，(4) STZ誘導
糖尿病+一般小柴胡湯(水萃；300 mg/kg)，(5) STZ誘導
糖尿病+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醇萃；300 mg/kg)，(6)
STZ誘導糖尿病+一般小柴胡湯(醇萃；300 mg/kg)，(7)
STZ誘導糖尿病+ Benazepril(5 mg/kg)。每組8小鼠。
2. 給藥：各種藥物調配成所需濃度的溶液以胃管灌食到STZ所誘
導糖尿病九週(初期腎病變)之後的小鼠胃中，一天二
次，連續灌食四週，直到十三週(後期腎病變)。灌食前，
以及灌食後滿一、二、三、四週，依次進行 以下實驗：
(1)測定血中BUN及creatinine與尿液creatinine、microalbumin濃
度。
(2)灌食四週以後將小鼠犧牲，並取得腎臟，利用HE stain以及
PAS stain 觀察小鼠腎臟組織病理變化，評估待測農產品是
否能預防腎臟纖維化的產生。
(3)以Western blot偵測腎臟組織collagen IV、fibronectin、TGF-β、
BMP-7蛋白。
(三)28 天餵食毒性試驗 (28-day feeding toxicity study)：
測試高用量(3g/kg/day)北柴胡與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萃
取物經重覆給予 28 天後對小鼠可能產生之毒性影響，了解毒性變
化之產生。實驗組以胃管投予小柴胡湯，對照組則投予同體積的
水，每天一次，連續 2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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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驗期間每天觀察動物兩次，並記錄每天的攝食及飲水量，每
週稱體重。
2. 血液檢驗(Hematology)：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試驗第二十八天結
束前採樣以進行血液檢驗，項目包括：白血球計數(WBC)、紅
血球計數(RBC)、血紅素(hemoglobin; Hb)、血球比容(hematocrit;
Hct)、平均血球容積(MCV)、平均紅血球血紅素量(MCH)、平
均紅血球血紅素濃度(MCHC)、血小板計數(platelet)。
3. 血清生化檢驗 (Clinical Chemistry)：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試驗第
二十八天結束前採樣以進行血清生化檢驗，項目包括 AS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BUN (blood urea nitrogen)、Cre (creatinine)、Na (sodium)、K
(potassium)、Cl (chloride)等。
4. 尿 液 檢 驗 (Urinalysis) ： 項 目 包 括 酸 鹼 值 (pH) 與 比 重 (specific
gravity)，並測量尿液中之 protein、glucose、bilirubin 與 occult
blood 等的含量。
5. 組織病理觀察：試驗結束後全部動物行安樂死，進行屍體解剖，
肉眼觀察及記錄動物的器官與組織之變化，並測量主要臟器重
量。稱重臟器包括膀胱、睪丸、儲精囊、前列腺、脾、腎臟、
腎上腺、肝臟、心臟、肺臟、大腦、胸腺、白色脂肪組織(white
adipose tissue; WAT)、棕色脂肪組織(brown adipose tissue; BAT)。
(四)腎絲球細胞培養在高糖培養基中，添加不同小柴胡湯萃取物
1. 以 DHE 染色偵測細胞內 ROS 的含量。
2. 以 MTT assay 與 LDH assay 偵測細胞存活率與細胞毒性。
3. 利用 western blot 的方式，偵測細胞所產生的 BMP-7、TGF-β、
collagen IV、fibronectin 蛋白，確認待測農產品有效成份在高糖
處理的腎臟細胞中，提高腎臟保護蛋白 BMP-7、減少 ECM 蛋
白產生。
二、實驗方法細節
(一)實驗動物
6 週大的 BALB/c 品系的雄性小鼠購自國家實驗動物中心，空
腹 72 小時後，於腹腔注射 200 mg/kg streptozotocin (STZ)。於一周
後，眼窩採血，利用葡萄糖試劑(glucose kit)，經由自動分析儀
(Quick-Lab, Chemistry Analyzer)得知血糖值。當小鼠的血糖值大於
300 mg/dl，並有糖尿病的三多症狀出現(多吃、多喝、多尿)，即視
為第 1 型糖尿病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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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糖尿病小鼠之腎功能測定
以 檢 驗 試 劑 測 定 經 由 自 動 分 析 儀 (Quick-Lab, Chemistry
Analyzer) 測 定 小 鼠 血 清 或 者 尿 液 中 的 尿 素 氮 (BUN) 、 肌 酸 酐
(creatinine)、微白蛋白(micoralbumin)。
(三)自由基消除劑之測定(DPPH assay)
各種不同濃度之待測藥物溶於乙醇中及以乙醇為控制組均取
100 μl 加入含 2.87 ml methanol 和 30 μl 10mM DPPH 的 reaction
mixture，於室溫中反應 30 min，再加入 1 ml redistilled water 與 3 ml
的 toluene 充分混合，之後以 3000rpm 離心 10 mins，取上清液置
spectrophotometer 於 570nm 波長下測其吸光值。
(四)蘇木紫與伊紅染色(HE stain)
將石蠟組織切片，厚度為 4 µm。玻片置於 60℃烘箱 30 分
鐘，二甲苯脫 臘，酒精溶液水化。之後，玻片以蘇木紫染色，約 30
秒後，玻片以自 來水清洗 10 分鐘。伊紅染約 45 秒後，玻片在水
中晃兩次。最後以酒精、二甲苯脫水，再以阿拉伯膠封片，置於
光學顯微鏡下觀察。
(五)PAS 染色法進行
將石蠟組織切片脫臘並置於蒸餾水中，置於 0.5%過碘酸溶液
10 分鐘，沖水 5 分鐘，以蒸餾水洗 2 次，置於 Schiff 溶液中 10
分鐘，直接移入亞硫酸氫鈉還原洗滌用工作液中 3 次，每次各 3
分鐘，沖水 5 分鐘，利用 Mayer 氏蘇木紫做對比染色 30 秒，水洗
數分鐘，利用 95%酒精，絕對酒精，及二甲苯脫水及透明，封片。
(六)細胞培養
本 實 驗 採 用 之 細 胞 株 M1( 正 常 小 鼠 腎 小 管 上 皮 細 胞 ) 與
RMC(正常大鼠腎絲球間質細胞)乃購自新竹食品工業研究所。一
般是將此細胞培養在 DMEM 培養液，並置於 37°C、5% CO2 之
培養箱中生長，平均每隔 3 天更換一次培養液。解凍後的細胞至
少經過兩次繼代培養才進行實驗。
(七)細胞內超氧陰離子（O2-）產量的測定(DHE 染色)
取 1×105 細胞種於 12 wells 的培養盤內，待細胞貼附後，吸
去培養液並換入含有高糖的培養液，並且加入不同濃度的待測藥
物，經 24 小時後吸去培養液，吸去培養液以 1×PBS 清洗三次，加
入 10 mM DHE in 1×PBS，在 37 ℃反應 30 分鐘，接著，在避光情
況下，利用螢光顯微鏡在激發波長 530 nm、放射波長 620 nm 下
觀察，並且利用螢光分光光度計讀取螢光強度以定量細胞內超氧
陰離子（O2-）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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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超氧化自由基(O2-)測定實驗(Lucigenin amplified chemiluminescence)
將 M1 或者 RMC 細胞分別培養在 12 wells 培養皿中，待細胞
生長至六分滿時換入含有高糖的培養液，並且加入不同濃度的待
測藥物，經 24 小時後吸去培養液。收集細胞前先以 1X PBS 清洗
細胞兩次，接著加入 200λ Detatchment buffer 並立即置於冰上，儘
快以刮棒收集細胞且置入 1.5 ml 微量離心管中，再加入 200λ
Lucigenin (200µM)混合均勻且即刻置於單管冷光儀中偵測 15 分
鐘，之後以各組之最大冷光值經計算後求得相對於空白對照組
(Control)之倍數值，以此值作圖。
(九) LDH assay
將 M1 或者 RMC 細胞分別培養在 96 wells 培養皿中，待細胞
生長至六分滿時換入加入不同濃度的待測藥物，經 24 小時後吸取
培養液。先將 LDH kit 中的酵素與反應溶劑混合均勻。將 LDH 標
準品在 96 孔洞培養皿序列，以及待測培養液，再加反應溶劑，以
ELISA reader 波長 492nm 進行偵測，所得之數據，並利用標準曲
線推算培養液中 LDH 濃度。
(十)MTT assay
將 M1 或者 RMC 細胞(5000cell/well)分別培養在 96 wells 培養
皿中，待細胞生長至六分滿時換入加入不同濃度的待測藥物，經
24 小時後去除培養液。將配好的 MTT 加入 96-well plate 中，置於
incubator 中 1~2hr，吸掉 MTT 溶液，加入 DMSO，置於 The Belly
Dancer 上搖晃 10~20min，以 ELISA reader 波長 570nm 進行偵測。
(十一)硫酸十二酯鈉-聚丙烯醯胺凝膠電泳(SDS-PAGE)與西方墨點分析
(Western Blotting)
SDS-PAGE (SDS-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進行前
先將溶於 sample buffer 之檢體於 100°C 水浴中加熱 5 分鐘。首
先把 glass plate sandwiches 裝置好，其次參照“Laemmli Buffer
System (Laemmli, 1970)”配製 10% (或 12%) separating gel 以及
4% stacking gel 。 再 將 適量 之 10% separating gel [0.375 M
Tris-HCl (pH 8.8), 0.1% SDS, 10% acrylamide/bis, 0.05%
ammonium persulfate (APS), 0.05% TEMED]注入凹槽，然後輕輕
覆上一層二次蒸餾水。待 separating gel 凝固後，移去上層水，
再將疏齒(comb)插在 separating gel 上方，然後注入適量 4%
stacking gel。當 stacking gel 凝結後，移去疏齒，並將電泳設備
裝好。倒入 running gel buffer (0.025 M Tris, 0.192 M glycine, 3.5
mM SDS)後即可將檢體注入孔洞內。關於電泳之進行，起初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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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ing gel 時電壓固定為 80 伏特；其次跑 separating gel 後固
定在 120 伏特，直到檢體達末端上方半公分為止。
先將細胞溶解物所取得之上層液做蛋白質定量分析。接著
取 30~50 μg 檢體進行上述之 SDS-PAGE。然後將凝膠上的蛋白
質藉由轉漬槽而轉漬到 PVDF 膜上。在轉漬緩衝液中以固定電
壓(75 V)轉漬兩個小時。接下來用 Tris-buffered saline/Tween-20
(TBS-T) [20 mM Tris base, 137 mM NaCl, 0.1% Tween-20, pH 7.6]
緩衝液沖洗 PVDF 膜約 10 分鐘後，再以含 5%低脂奶粉之 TBS-T
緩衝液進行覆蓋反應，其目的是將 PVDF 膜上之非特異性結合
位置覆蓋住，此 blocking 步驟於室溫反應兩小時或 4°C 隔夜反
應。將 blocking 緩衝液倒掉，以 TBS-T 緩衝液清洗 PVDF 膜三
次，每次 10 分鐘。繼之，加入用 blocking 緩衝液稀釋之初級抗
體(primary antibodies)，於室溫下搖動使其均勻作用兩小時。初
級抗體結合後，再以 TBS-T 緩衝液清洗 PVDF 膜。繼續加入
horseradish peroxidase 所 接 合 之 二 級 抗 體 (secondary
antibodies)，並於室溫下反應 50 分鐘。隨後又以 TBS-T 緩衝液
沖洗五次，每次 10 分鐘。洗淨之 PVDF 膜最後加入 ECL 冷光
感應試劑作用三分鐘後，於暗房內壓片。
(十二)實驗數據統計分析
所有的數據均以平均值 ± 標準差來表示(mean ± SE)。不同
藥物處理的組別以變異數分析(ANOVA)計算，並以 Duncan’s
post- hoc test 評估其統計上之差異；p 值小於 0.05 者表示具有顯
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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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實驗藥物萃取
已完成小柴胡湯與高氏柴胡取代北柴胡之小柴胡湯兩種方劑之萃取，
兩種小柴胡湯之產率約為 38%。
二、小柴胡湯對第一型糖尿病小鼠腎病腎功能之影響
本研究以 STZ 誘發第一型糖尿病小鼠，經九週後，小鼠血清 BUN、
Creatinine 值明顯較正常小鼠高，形成初期(initial stage)糖尿病腎病變(圖
一)。隨後，糖尿病腎病變小鼠經口灌食 300 mg/kg 之小柴胡湯(XCHT)或高
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KCHT)，對照組小鼠則灌以相對體積之二次水，結
果顯示，對照組小鼠血清 BUN(圖一 A)、Creatinine(圖一 B)值在四週後持續
增高，並演變成後期(established stage)腎病變之動物模式，給予 XCHT 或者
KCHT 之後，小鼠血清 BUN、Creatinine 濃度較對照組小鼠低，顯示兩種小
柴胡湯具有改善腎功能之效果，而且，KCHT 降低糖尿病小鼠 BUN、
creatinine 的效果較 XCHT 好。
由 PAS 染色評估糖尿病小鼠在小柴胡湯給予後，腎臟組織之病理變化
(圖二)，結果顯示糖尿病小鼠的腎臟組織中，腎絲球有增生與擴大的現象，
腎絲球與腎小管間糖蛋白堆積增加，腎小管排列紊亂，基底膜增厚，而給
予四週的 XCHT 或 KCHT 後，糖尿病小鼠腎臟組織病變較對照組輕微。
三、小柴胡湯對第一型糖尿病小鼠腎臟組織中 TGFβ、BMP-7、fibronectin、
collagen IV 基因表現之影響
以 RT-PCR(圖三 A)以及 Wester blot(圖三 B)偵測小鼠腎臟組織中
TGFβ、BMP-7、fibronectin、collagen IV mRNA 與蛋白表現的變化，結果顯
示，糖尿病小鼠腎臟中 TGFβ、fibronectin 和 collagen IV mRNA 和蛋白量較
正常小鼠高，BMP-7 mRNA 與蛋白量較正常小鼠低，然而，經 XCHT 或
KCHT 治療四週後的小鼠，其腎臟中 TGFβ、fibronectin 和 collagen IV mRNA
與蛋白表現量較未治療之糖尿病腎病小鼠低，BMP-7 mRNA 與蛋白表現量
則較糖尿病腎病小鼠高。
由 IHC 染色法，可以觀察小鼠腎臟中 TGFβ、BMP-7、fibronectin、collagen
IV 蛋白表現與分佈。由圖四可看出：糖尿病小鼠腎臟中 TGFβ、fibronectin
和 collagen IV 蛋白表現明顯增加，經過連續四週 XCHT 或 KCHT 治療後，
可以減少小鼠腎臟中 TGFβ、fibronectin、collagen IV 的蛋白表現，另一方
面，正常小鼠腎臟中具有腎臟保護功能之 BMP-7 分佈，糖尿病小鼠腎臟中
的 BMP-7 表現則明顯喪失，經過連續四週 XCHT 或 KCHT 治療後，可增加
小鼠腎臟中 BMP-7 的現象。
四、小柴胡湯的抗氧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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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DPPH assay 可以偵測物質對於自由基是否具有消解作用，本研究
以 vitamin C 當作對照藥物，結果顯示濃度超過 1 mg/ml 的 XCHT 與 KCHT
對自由基具有消解作用，若令 10 mg/ml vitamin C 的自由基消解作用為
100%，則同濃度的 XCHT 自由基清除作用達 68%，KCHT 自由基清除作用
達 85%(圖五 A)。
DCF assay 可以定量細胞內自由基(ROS)，DHE stain 則可觀察堆積於細
胞中的自由基，本研究將腎絲球細胞(RMC)暴露於正常(glucose=5 mM)或高
糖(glucose=30 mM)培養基中，並且加入不同濃度之 XCHT、KCHT 或抗氧
化劑 tiron(10 μM)，共同培養 24 小時， DCF assay 結果顯示(圖五 B)，兩種
小柴胡湯對高糖所誘發之氧化壓力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且具劑量相關
性，而 DHE stain 結果顯示(圖五 C)高糖培養基會刺激 ROS 在 RMC 中堆積，
兩種小柴胡湯都可以抑制高糖所產生的 ROS。
五 、 小 柴 胡 湯 對 高 糖 刺 激 之 腎 絲 球 細 胞 (RMC) 中 TGFβ 、 BMP-7 、
fibronectin、collagen IV 基因表現之影響
以 RT-PCR(圖六 A)以及 Wester blot(圖六 B)偵測培養在正常(glucose=5
mM)或高糖(glucose=30 mM)培養基中，腎絲球細胞中 TGFβ、BMP-7、
fibronectin、collagen IV mRNA 與蛋白表現的變化，結果顯示，相對於培養
在正常培養基的 RMC，高糖會刺激 RMC 產生較多的 TGFβ、fibronectin 和
collagen IV mRNA 和蛋白表現，但 BMP-7 mRNA 與蛋白量卻較正常培養基
的 RMC 低，但若培養基中添加 20 μg/ml 的 XCHT 或 KCHT，則 RMC 中
TGFβ、fibronectin 和 collagen IV mRNA 與蛋白表現量較高糖培養基刺激之
RMC 低，BMP-7 mRNA 與蛋白表現量則較高。
六、小柴胡湯毒性試驗
以高劑量(3 g/kg/day)的 XCHT 或 KCHT 管餵正常 ICR 小鼠進行毒性評
估，連續餵食 28 天後，和正常小鼠相似，餵食 XCHT 或 KCHT 的小鼠外
觀、飲水、攝食量及體重(圖七)沒有顯著的改變。
連續餵食 28 天後，將小鼠犧牲，取得血液與各器官。各組小鼠的器官
(大腦、心臟、胸腺、肝臟、腎臟、腎上腺、脾臟、前列腺、膀胱、生殖腺、
脂肪組織)外觀並無明顯病變，給予 XHCT 或 KCHT 與對照組小鼠的各器官
重量(g)與相對於體重之百分比(%)也無明顯差異(表一)。
在血液生化值方面，連續二十八天給予 XHCT 或 KCHT 的小鼠與對照
組 小 鼠 血 清 中 AS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Na (sodium)、K (potassium)、Cl (chloride)等生化值都在
正常範圍，且各組間沒有顯著差異(表二)。血液檢驗(Hematology)值，包括：
白血球計數(WBC)、紅血球計數(RBC)、血紅素(hemoglobin; Hb)、血球比容
(hematocrit; Hct)、平均血球容積(MCV)、平均紅血球血紅素量(MCH)、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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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血球血紅素濃度(MCHC)、血小板計數(platelet)，連續二十八天給予 XHCT
或 KCHT 的小鼠與對照組小鼠所偵測到的值都在正常範圍，且各組間沒有
顯著差異(表三)。
在尿液檢驗 (Urinalysis)的結果顯示，XHCT、KCHT 與對照組小鼠尿
液酸鹼值(pH)在 6.0 到 7.0 之間，比重(specific gravity)約為 1.01，所有小鼠
尿液中均未檢出 protein、glucose、bilirubin 與 occult blood，顯示各組小鼠
尿液均無異常現象。
本研究利用腎小管細胞(NRK52E cells)進行小柴胡湯的細胞毒性試
驗。腎小管細胞培養在不含血清之培養基，並且加入 50 μg/ml 與 100 μg/ml
的 XCHT 或 KCHT 培養 6 小時後，以 MTT assay 偵測小柴胡湯對腎小管細
胞存活率(viability)的影響，結果顯示 50 μg/ml 的 XCHT 或 KCHT 不影響
NRK52E 細胞的存活率，高劑量(100 μg/ml)的 XCHT 或 KCHT 僅減少約 10%
的細胞存活率，但與對照組比較則未有顯著差異(圖八 A)。另外，LDH assay
的結果顯示 XCHT 與 KCHT 對 NRK52E 細胞都不具有毒性(cytotoxicity) (圖
八 B)。

17

肆、討論
小柴胡湯源自《傷寒雜病論》
。其功效主要是和解少陽，和胃降逆，扶
正祛邪，治傷寒中風少陽證，或渴、或小便不利。除我國中醫記載，日本
《皇漢醫學》也曾曰：“凡氣管炎、百日咳、肺結核、肋膜炎、腸窒扶斯、
瘧疾、胃腸加答兒、肝臟病、腎臟腎盂炎症、婦人病等悉能治之。”過去的
研究指出小柴胡湯能治肝膽疾患、增強肝機能、改善肝實質細胞障礙、及
增強免疫功能[33]。現代藥理學研究顯示小柴胡湯對藥物或酒精等實驗性肝
損傷有保護作用[34]、調節免疫機能[35]、抗病原體與發炎[36]、鎮靜、抗
癲癇、抗腫瘤、抑制胃酸分泌[37]，在心血管分面，小柴胡湯對實驗性高血
脂動物具抗血小板凝集[38]、降血壓[39]、降低血液黏稠度功效[40]。但小
柴胡湯於糖尿病腎病變的預防與治療目前卻還沒有詳細深入的研究，本研
究結果顯示：兩種小柴胡湯(包括 XCHT 與 KCHT)都有改善 STZ 小鼠糖尿
病腎病變之功效，降低 STZ 糖尿病小鼠血清中 BUN、creatinine 濃度，此結
果突破過往小柴胡湯多用於肝病方向之瓶頸，提供使用於糖尿病腎病變之
科學證據。
此外，過去有報導指出，發現高氏柴胡製備的小柴胡湯較傳統以北柴
胡製備之小柴胡湯的抗氧化能力高，使用於四氯化碳誘導大鼠急性肝損傷
模式中，抗氧化效果與保肝作用也較佳[41]；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可以
抑制 B 型肝炎 e 抗原以及表面抗原的表現；且效果比含北柴胡之小柴胡湯
顯著[42]。本研究則發現，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對於糖尿病小鼠腎功能
的改善、降低腎臟中 TGFβ、fibronectin、collagen IV 基因表現，都較北柴
胡製備之小柴胡湯的效果更為顯著。對照現有的文獻，目前柴胡在國內被
利用的品種有北柴胡(Bupleurum chinense DC.)、三島柴胡台農一號(B.
falcatum L.cv.Tainung No.1)，以及台灣特有種高氏柴胡(Bupleurum kaoi Liu
Chao et Chuang )三種。國內醫藥研究單位已證實，高氏柴胡品質優異，根
軟氣香，保肝藥效遠較北柴胡為佳，而且高氏柴胡所含的柴胡皂素
（Saikosaponins）含量高於北柴胡及日本產之三島柴胡(Bupleurum falcatum
L. var.komarowi Kitamura)，為優良的柴胡品種，目前已得到相關農業單位
重視及大量開發利用[23]。而且高氏柴胡含有多種柴胡皂 苷(saikosaponin)，
所含 saikosaponin a，c 和 d 含量均為栽培種三島柴胡根的 2∼3 倍，為進口
北柴胡根的 10 倍。本計畫共同主持人林俊清教授曾在數種植生物活性平台
試驗及成分分析中發現，高氏柴胡的品質更優於其他常見柴胡，其中，高
氏柴胡與北柴胡根部之熱水抽取物、總多糖體、總皂素均具有降低
Triglyceride 之量，且高氏柴胡作用明顯優於北柴胡[24]。本研究則證明本土
特有種-高氏柴胡，在小柴胡湯在糖尿病腎病變的保護作用中，不但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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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柴胡，且護腎功效更佳，若能進一步釐清高氏柴胡本身在小柴胡湯護腎
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的護腎機轉，提供臨床應用的依據，則有
可能降低部分北柴胡進口的依賴程度，提升本土自產中藥材利用率。
本研究結果顯示，糖尿病腎病變的機轉為：高糖導致腎臟間質細胞的
氧化壓力增加，並且促進 TGFβ、fibronectin、collagen 蛋白之表現。這部分
的作用機轉，與肝臟纖維化過程中，肝臟細胞的氧化壓力增加，肝臟星狀
細胞活化並分泌 TGFβ，進而導致細胞外間質蛋白：fibronectin、collagen 等
合成增加等現象相似。對照高氏柴胡的研究中，包括水抽出物（water
extract）
、粗多醣體（crude polysaccharide）
、粗皂素（crude saponin）等，保
護肝臟所使用的劑量在 100-300 mg/kg 之間，本研究參照高氏柴胡在保護肝
臟的有效劑量，最後證明小柴胡湯與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改善糖尿病
腎病變的有效劑量為 300 mg/kg，在此劑量下，連續四週給予糖尿病小鼠，
除了可以有效抑制腎臟中氧化壓力，降低腎臟 TGFβ、fibronectin、collagen
蛋白之表現，更進一步證實小柴胡湯與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可以有效
提升腎臟保護蛋白 BMP-7 的表現量。
本研究除了提供小柴胡湯保護腎臟的科學證據，更評估高氏柴胡和北
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的用藥安全根據。根據 貴會-中醫藥委員會中草藥用藥
安全資訊中心公告，小柴胡湯的一般成人每日飲片量 27.0g。每日一劑，分
二至三次服，溫服。相當於本計畫動物實驗使用量之 300 mg/kg/day。雖然
小柴胡湯已經應用廣泛用於治療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但 1996 年 3 月，
日本厚生省曾發出小柴胡湯副作用的警告：慢性肝炎患者長期服用後，可
能導致間質性肺炎。為加強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未來使用於臨床上的
用藥安全保障，本研究進行了小柴胡湯 in vivo 和 in vitro 之安全性評估，在
十倍用量(3g/kg/day)之二十八天毒性試驗評估試驗當中，兩種小柴胡湯對正
常小鼠的身體外觀、各器官組織、攝食、飲水、體重皆無不良作用，在血
液與尿液的檢測中也未發現毒性反應；而在腎小管上皮細胞(NRK 52E)培養
基中，添加高氏柴胡和北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萃取物，以 MTT assay 與 LDH
assay 偵測細胞存活率與細胞毒性，也都沒有明顯的細胞毒性作用。本研究
連續 28 天給予正常小鼠小柴胡湯(XCHT)或高氏柴胡小柴胡湯 KCHT 之
後，小鼠肝功能皆在正常範圍，相較於對照組小鼠，AST、ALT 皆未有顯
著差異(表二)，至於對糖尿病小鼠之肝功能保護作用，KCHT 之保肝功能是
否如同在化學性肝炎或病毒性肝炎動物模式中所見[25-29]，優於 XCHT，
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
高氏柴胡過去在大白鼠肝纖維化之保肝作用、抑制體外 C 型肝炎病毒複
製、肝癌細胞之毒殺作用、調節免疫功能，研究成果豐碩，國內自民國 93
起陸續有高氏柴胡抗肝炎藥物人體臨床試驗進行。本計畫則突破高氏柴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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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瓶頸，首次於腎臟疾病做一系列研究，包含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
湯對糖尿病腎病變之改善效果評估，分析對腎臟保護作用機轉(抗自由基效
果、分子生物學機制)，並且包含安全性評估。結果顯示：(1)小柴胡湯對於
糖尿病腎病具有療效，未來可應用於中醫臨床消渴症(糖尿病)患者，降低病
患腎病發生率。(2)以高氏柴胡取代北柴胡所製備的小柴胡湯，在糖尿病腎
病變的治療效果與抗氧化效果，都顯示較傳統小柴胡湯有更好的效果，在
中藥材目前絕大多數依賴進口的情況下，本土特有種-高氏柴胡可取代北柴
胡，預期可降低部分北柴胡進口的依賴程度，提升本土自產中藥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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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小柴胡湯(300 mg/kg)對 STZ 誘導之第一型糖尿病腎病小鼠之腎功能具
有改善的作用。
二、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300 mg/kg)對 STZ 誘導之第一型糖尿病腎病
小鼠之腎功能具有改善的作用，且效果較小柴胡湯佳。
三、小柴胡湯與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對於腎臟的保護作用，可能與下
列三項因素有關：
(一) 減少腎臟組織中 TGFβ、fibronectin、collagen IV 之 mRNA 表現與
蛋白合成。
(二) 增加腎臟保護蛋白 BMP-7 之 mRNA 表現與蛋白合成。。
(三) 降低腎臟間質細胞因為高糖所造成之氧化壓力。
四、二十八天安全性評估與腎臟細胞安全性試驗顯示小柴胡湯與高氏柴胡
製備之小柴胡湯對腎臟細胞與小鼠全身沒有毒性，最大安全劑量可達 3
g/kg。
五、建議：本計畫針對小柴胡湯與高氏柴胡製備小柴胡湯，進行糖尿病腎
病變的保健功效評估，突破小柴胡湯以及高氏柴胡應用的瓶頸，首次
證明小柴胡湯對糖尿病腎病變之改善功效。
(一) 若能利用第二型糖尿病腎病、代謝症候群引發之腎病的動物實驗
或臨床試驗，驗證小柴胡湯的護腎功效，未來可應用於中醫臨床
消渴症(糖尿病)患者，降低病患腎病發生率，解決目前腎病患者終
將洗腎，健保龐大支出的窘境。
(二) 目前中藥材絕大多數依賴進口的情況下，本研究證明本土特有種高氏柴胡，在小柴胡湯中不但可取代北柴胡，且護腎功效更佳，
預期可降低部分北柴胡進口的依賴程度，提升本土自產中藥材利
用率。
(三) 單味藥材高氏柴胡具有抗氧化功能，且根據本研究結果推論可能
有極高的護腎潛力，亟待進一步釐清高氏柴胡之保護腎臟功效與
作用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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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表一、連續 28 天給予小柴胡湯之小鼠各器官重量(g)與相對於體重百分比(%)
Control

XCHT (3g/kg)

KCHT (3g/kg)

Brain (g ; %)

0.52±0.02 (1.16±0.04)

0.49±0.03 (1.29±0.07)

0.49±0.01 (1.33±0.07)

Heart (g ; %)

0.20±0.04 (0.52±0.06)

0.20±0.02 (0.52±0.04)

0.19±0.04 (0.50±0.09)

Thymus (g ; %)

0.04±0.02 (0.09±0.03)

0.03±0.01 (0.08±0.02)

0.03±0.01 (0.09±0.02)

Liver (g ; %)

2.00±0.36 (4.52±1.00)

1.76±0.12 (4.62±0.24)

2.00±0.35 (5.47±1.21)

Kidney (g ; %)

0.56±0.08 (1.70±0.19)

0.56±0.08 (1.48±0.16)

0.55±0.12 (1.50±0.26)

Adrenal gland (g ; %)

0.02±0.00 (0.03±0.01)

0.01±0.00 (0.03±0.01)

0.01±0.00 (0.03±0.01)

Spleen (g ; %)

0.20±0.02 (0.49±0.06)

0.25±0.10 (0.47±0.27)

0.24±0.44 (0.52±1.23)

Prostate (g ; %)

0.02±0.01 (0.05±0.02)

0.02±0.01 (0.05±0.02)

0.02±0.01 (0.06±0.04)

Bladder (g ; %)

0.07±0.02 (0.15±0.05)

0.05±0.01 (0.14±0.02)

0.05±0.01 (0.13±0.03)

Seminal vesicle (g ; %)

0.36±0.13 (0.82±0.25)

0.31±0.06 (0.80±0.16)

0.29±0.04 (0.77±0.08)

Testicular (g ; %)

0.24±0.03 (0.54±0.09)

0.23±0.03 (0.61±0.07)

0.21±0.04 (0.57±0.99)

white adipose tissue (g ; %)

0.81±0.53 (1.79±1.08)

0.34±0.13 (0.89±0.32)

0.38±0.28 (1.03±0.03)

brown adipose tissue (g ; %)

0.29±0.09 (0.65±0.19)

0.22±0.09 (0.57±0.24)

0.28±0.04 (0.73±0.11)

XCHT:小柴胡湯 3 g/kg；KCHT: 3 g/kg
※本表經 one-way ANOVA 統計檢定後，各組未檢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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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連續 28 天給予小柴胡湯之小鼠血清生化值
Control

XCHT (3g/kg)

KCHT (3g/kg)

AST(IU/L)

58.50±1.72

49.43±4.78

57.17±4.02

ALT(IU/L)

28.67±1.89

27.86±2.07

32.33±4.20

Na(mmol/L)

187.75±1.87

211.33±16.00

211.75±15.37

K(mmol/L)

11.68±0.64

9.53±0.57

10.68±0.78

Cl(mmol/L)

123.88±0.93

135.67±8.00

235.88±7.68

XCHT:小柴胡湯 3 g/kg；KCHT: 3 g/kg
※本表經 one-way ANOVA 統計檢定後，各組未檢出顯著差異。

表三、連續 28 天給予小柴胡湯之小鼠血液檢測值
Control

XCHT (3g/kg)

KCHT (3g/kg)

WBC (*103/uL)

3.33±0.83

3.59±0.62

3.49±0.35

RBC (*106/uL)

6.81±0.71

6.17±0.44

6.39±0.91

Hb (g/dL)

11.67±1.29

11.14±0.80

10.97±1.52

Hct (%)

35.27±3.81

33.99±2.29

32.2±4.89

MCV (fL)

51.53±0.58

55.24±0.99

50.00±0.94

MCH (pg/cell)

17.00±0.26

18.09±0.13

17.32±0.48

MCHC (g/dL)

33.01±0.26

32.7±0.46

34.65±0.94

842.17±248.72

868.57±219.82

885.17±227.57

Platelet (*103/uL)

XCHT:小柴胡湯 3 g/kg；KCHT: 3 g/kg
※本表經 one-way ANOVA 統計檢定後，各組未檢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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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一、小柴胡湯對第一型糖尿病小鼠腎功能之調節作用。
連續四週餵食小柴胡湯(300 mg/ml)或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300
mg/kg)後，小鼠血清中 (A)BUN 與(B)creatinine 之變化。Normal mice:正常
小鼠；STZ-diabetic mice:以 STZ 誘發第一型糖尿病之小鼠。Before:STZ 誘
導 9 週小鼠，給藥前；After: STZ 誘導 13 週小鼠，給藥後。*p<0.05 compared
with normal mice；#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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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連續四週給予小柴胡湯給予後，第一型糖尿病小鼠腎臟組織之病理
變化。XCHT:小柴胡湯 300 mg/ml；KCHT: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
300 mg/kg，小鼠腎臟組織 PAS 染色結果。Normal:正常小鼠；DN:
以 STZ 誘發第一型糖尿病之小鼠。放大倍數 20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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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三、連續四週給予小柴胡湯給予後，第一型糖尿病小鼠腎臟組織中 TGFβ、fibronectin、collagen IV 及 BMP-7 之基因表現。
(A)以 RT-PCR 偵測基因 mRNA 之變化
(B)以 western blot 偵測蛋白之變化。XCHT:小柴胡湯 300 mg/ml；KCHT:高
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 300 mg/kg。Normal:正常小鼠；STZ-DN:以 STZ
誘發第一型糖尿病之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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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連續四週給予小柴胡湯給予後，第一型糖尿病小鼠腎臟組織中 TGFβ、fibronectin、collagen IV 及 BMP-7 之蛋白表現。
XCHT:小柴胡湯 300 mg/ml；KCHT: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 300
mg/kg。小鼠腎臟免疫組織染色結果。Normal:正常小鼠；STZ mice:以 STZ
誘發第一型糖尿病之小鼠。放大倍數 20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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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五、小柴胡湯的抗氧化作用。(A)以 DPPH assay 偵測小柴胡湯對自由基的
消解的作用。
以正常(NG; 5 mM glucose)或高糖(HG; 30 mM glucose)培養基處理腎臟
間質細胞 24 小時候，以(B)DCF assay 與(C)DHE 染色偵測小柴胡湯(XCHT;
20 μg/ml)、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KCHT; 20 μg/ml)或 tiron(10 μM)對高
糖刺激所產生的自由基之抑制作用。* p<0.05 compare with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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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六、小柴胡湯對腎臟間質細胞中 TGF-β、fibronectin、collagen IV 及 BMP-7
之基因表現。
以正常(NG; 5 mM glucose)或高糖(HG; 30 mM glucose)培養基處理腎臟
間質細胞(RMC)24 小時後，以(A)以 RT-PCR 偵測基因 mRNA 之變化；(B)
以 western blot 偵測蛋白之變化。XCHT：小柴胡湯 20 μg/ml、KCHT：高氏
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 20 μg/ml；tiron：1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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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28 天餵食小柴胡湯毒性試驗。
連續 28 天給予小鼠 3 g/kg 小柴胡湯(XCHT)或 3 g/kg 高氏柴胡製備
之小柴胡湯(KCHT)，小鼠體重變化。
※經 one-way ANOVA 統計檢定後，各組未檢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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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八、小柴胡湯對腎小管細胞(NRK52E cells)的毒性試驗。
以不含血清之培養基處理腎小管細胞 6 小時後，(A)MTT assay 偵測小
柴胡湯對腎小管細胞存活率(viability)的影響；(B)以 LDH assay 偵測小柴胡
湯對腎小管細胞是否具有毒性(cytotoxicity；compared with control reagent)。
XCHT：小柴胡湯、KCHT：高氏柴胡製備之小柴胡湯。
※經 one-way ANOVA 統計檢定後，各組未檢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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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台灣本土常用中草藥之基原鑑定與
功效測試平台
楊寧蓀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摘

要

本計畫主旨為建立一系統化研究平台，包括標的藥用植物之基原鑑定、化學
指紋圖譜分析及指標成分分析，並以具體細胞學/分子生物學的生物活性測試平台
及動物實驗模式，以確定台灣本土常用之藥用植物之物種、化學指紋圖譜、活性
指標成分並利用實證醫學驗證其活性，以提升本土中草藥之應用價值。在台灣本
土常用藥用植物基原鑑定研究上，我們完成狗肝菜之品種確認、組織切片鏡檢觀
察及核醣體核酸基因(rDNA)序列分析之分子基原鑑定檢測。在體外抗發炎及免疫
調節活性測試上，我們以評估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調控做為初步體外篩選平台。
研究結果顯示，薑黃酒精萃取物可有效抑制細胞激素 IL-6 及 IL-12 之表現。
大花咸豐草及狗肝菜酒精萃取物對於細胞激素 IL-6 有部分抑制活性。另一方面，
月桃、大花咸豐草及狗肝菜酒精萃取物對於細胞激素 IL-12 皆具有有顯著之抑制
活性，尤其以大花咸豐草酒精萃取物在高濃度(50 g/ml)或是低濃度(6.25 g/ml)皆具
有顯著的抑制效果。在原位乳癌動物模型之抗腫瘤活性測試，薑黃酒精萃取物對
於原位乳癌細胞生長有顯著的抑制活性；在腫瘤轉移結果則顯示，薑黃、大花咸
豐草酒精萃取物與實驗對照組相比，皆具有抑制乳癌細胞轉移的效果。在乳癌切
除動物模型中的抗腫瘤轉移活性上，結果再次驗証薑黃及大花咸豐草酒精萃取物
可降低腫瘤轉移率及顯著提高老鼠存活率。由目前我們所得到的結果使我們相信
此計畫所建立之研究篩選平台將有助於未來中草藥從種植、採收、品管到活性的
垂直整合系統，產生一套能提供功效好且品質穩定之中草藥的標準化栽種生產程
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進而促使台灣本土中草藥能逐步具體地科學
化，以確保民眾使用之安全，並有助於本主中草藥之發展。
關鍵詞：台灣本土中草藥、基原鑑定、活性指標成分分析、實證醫學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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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Biotechnology Platform for
Verification of Germplasm and
Bio-activity/Efficacy of Medicinal Herbs in
Taiwan
Ning-Sun Yang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aimed to build a biotechnology platform for
verific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germplasms and bio-activities/efficacy of Taiwan
specialty medicinal herbs, by using a combinational approach of
morphological/anatomical analyses, followed by molecular maker (eg., DNA sequence)
authentication, and specific bio-activity assays.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and LC/MS profiling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in test plants
also is analyzed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ir specific phytochemical
marker components, “the efficacy” and bio-activity of test herbal cultivars/species and
the specific aboriginal vs “adopted” cultural environments.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ed and confirmed the morphological and histological
characteristical of Dicliptera chinensis plants in Taiwan. Analysis of ribosomal DNA
sequence of D. chinensi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plant and other
DNA sequences of related plant species, based on the NCBI GenBank database. A
number of the ethanol and ethyl acetate extracts of test Taiwan specialty medicinal
herbs exhibited an inhibitory activity on LPS-induced expression of IL-6 and IL-12 in
mouse bone marrow derived dendritic cells (BMDCs). In addition, these herbal
extrac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several functional sub-groups based on their capacities
to regulate cytokine expression. In an orthotopic breast tumor mouse model, the
ethanol extract of Curcuma longa effectively suppressed primary tumor growth. The
ethanol extracts of both Curcuma longa and Bidens pilosa plants suppressed mammary
tumor metastasis, and the results were further confirmed by a mammary breast tumor
resection animal model. Together, we believe that the systematic platform that we
developed in the present study has provided us with a useful approach for future
2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s in Taiwan.
Keywords: Taiwan specialty medicinal herbs, molecular authentication, secondary
metabo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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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天然藥用植物的利用日漸受到國內外全球性的重視，傳統醫藥的
價值與重要性及中草藥、植物藥、天然物等傳統醫療藥物之應用、發展及
創新，近年來也成為繼基因（體）導向之藥物研發後，未來醫藥發展的重
要策略 1，也是國內外生技產業發展重點項目，諸如英國劍橋、德國麥恩茲、
奧地利格拉茲、美國國家健康院（NIH）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
、哈佛
及耶魯大學等卓越醫藥研究機構均紛紛投入心力於草藥產品的研發及臨床
測試。近鄰的韓國（首爾）、日本（富山）及大陸北京/ 上海等地也正積極
參與台灣在行政院今年（2010）十月份之「生技醫藥總體檢」會議亦決議
發展台灣成為廿一世紀之生物科技島，其中之一為積極推動中草藥之研
究，達成中藥國際 化之目標。目前，國內除了許多研究機構如中研院之基
因體中心、農生中心、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和各大專院校等已具備各類
中草藥生物技術研發能量外，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亦於民國 65 年
起，即結合學術機構及農業試驗所、農業改良場等政府單位，進行中草藥
的引種、育苗及試種工作，成果斐然。
然而由於目前多數中草藥主要採集自野生物種或由野生物種馴化栽
培，且多數中草藥基原（germplasm）並未實施正規之育種選拔，導致會有
因為同一中草藥基原內植株之遺傳變異過大，而故無法供應品質穩定之藥
材的現象產生。此外，也常發生同一物種（species）的中草藥卻有多種俗名
或不同“品系/亞種”之“混用”，或者多個不同物種的草藥但具有相同商品名
稱之現象，且中草藥加工炮製（如乾燥或切片）後，藥材長相易混淆，往
往不易分辨其正確種類，因而影響藥效及危害人體健康。例如俗稱「黃耆」
之 中 藥 便 可 涵 蓋 十 個 以 上 之 物 種 ， 但 是 其 中 僅 有 一 物 種 （ Stephania
tetrandra）具有肌肉鬆弛作用之成份 2。另一方面，由於大量採集或販售輸
出會造成草藥遺傳資源之流失，因此歐美各國已逐漸重視草藥之品種改
良，並且投入人力及研究資源於草藥的育種 3。所以，為了穩固台灣中草藥
長期發展之根基，更需加強進行中草藥的基原及品種鑑定，以保護台灣原
生種、稀有種及“可耕種”改良種，並確實保護育種家之智慧財產權。
中草藥植物基原或品種鑑定乃根據個體間遺傳標記（genetic marker）
的差異 4，植物的遺傳標記一般可分為外觀或形態、細胞及分子標記等三層
次。外觀或形態標記（如花色及果實形 狀等）可經由肉眼觀察（
ma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 而 得 ； 細 胞 遺 傳 標 記 乃 藉 由 顯 微 鏡 檢 （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觀察染色體數目或植物較細微的組織結構之差異；分子遺傳
標記方面，早期中草藥基原鑑定多以 PCR 方式選擇性大量複製 DNA 片段
以供電泳分析；其鑑定基礎在於不同中草藥基原具有不同的 DNA 序列差
4

異，因此造成 PCR 反應時，引子（primer）與分析樣品之 DNA 模版（template）
互補黏合（annealing）之差異，而產生能否出現電泳條帶（即 primer 能否
黏合）之差異。RAPD（random amplification of polymorphic DNA）即為應
用此分析原理之鑑定方法之一，RAPD 分析是只利用 10 個鹼基長度之引
子，此法易於學習、操作方便，所以此種技術很快被利用為早期作物品種
鑑定工具 5。其他應用 PCR 反應產物作為基礎的 DNA 分子鑑定技術還包括
有：將限制酵素技術（限制酵素能 識別特定之DNA 序列且有專一性之剪切
位置）及 PCR 反應觀念綜合應用之 AFLP（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分子標誌技術 6；應用高等生物具有高比 例的 DNA 重複序
列之原理而產生的 SSR（sequence characterized amplified regions）分子標誌
技術，由於不同物種間重複序列的數目會有很大差異，故 SSR 又可分為重
複序列內之產物（intra-SSR）與重複序列間之產物（inter-SSR 或稱 ISSR）
兩種類型，以後者較為常用。
近幾年中草藥基原鑑定則多以 DNA 序列比對，或綜合多種方法進行。
所謂以 DNA 序列比對，係直接分析及比對染色體特定區域之 DNA 序列差
異，做為不同基原或品種鑑定之依據。此鑑定方法的優點包括：一、僅分
析一個或兩個 DNA 片段，即可獲得 500~1000 個鹼基序列供指紋鑑定；二、
可在短時間內提供客觀而明確（以 A、T、C、G 判讀）之 DNA 指紋資料；
三、不需使用 PCR 技術，故亦無分子標間相互競爭之問題；四、 不需作為
對照的品種，可隨時針對未知樣品進 行分析。因此，以DNA 序列比對為基
礎之鑑定技術在中草藥基原鑑定應用上很大具潛 力。依據所分析的DNA 區
域所屬之基因體，又可分為細胞核內及核外（包括葉綠體及粒線體）的特
定區域；細胞核內特定基因部分片段 DNA 定序分析常用的如 ITS（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分析，此方法為目前植物基原鑑定最常用工具之一，是
選擇細胞核內 18S 及 26S rDNA 間之 DNA 做為分析對象，此區域具有植物
「屬」間及「種」間之高 度DNA 序列變異性 7-8。細胞核外特定基因部分片
段 DNA 定序分析常用的如葉綠體 DNA 序列，常分析之區域如 rbcL（large
subunit of rubulose 1,5-bisphosphate carboxylase/oxygenase，Rubisco）等部
份，葉綠體 DNA 序列分析常可偵測物種間之 DNA 序列變異，或數個鹼基
（base pair）之插入或遺失。
中草藥研究除上述物種之基原鑑定工作外，若能再搭配中草藥之有效
成分分析、化學指紋圖譜、生物活性平台等分析方法（此項工作在過去幾
年中研院農生中心草藥組可說已做出很好的成果，也已獲得國際上多方面
學術上之肯定），更能確實做到協助定義中草藥的「確效」。每種中草藥 都
擁有獨特的植物二次代謝物、特殊的有效或主要成份，指紋圖譜便是一種
類似於植物代謝學研究技術的鑑定手法，能夠將中藥所具主要或可能的有
5

效成份組成量化，建立獨特的「鑑定分析」標準，作為未來品質管理的依
據，從而能進一步確保每批中草藥產品質穩定，讓顧客對產品更具信心。
常用的分析方法如（1）色層分析法：如 TLC、HPLC 等；
（2）光譜分析法：
如 UV、IR、Near-IR 等；（3）其他：X-ray、NMR、GC-MS、LC-MS 等，
也可以用來建立中草藥的「指紋圖譜」。其中，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
已發展成熟，並廣泛應用於各種化學分析的場合。HPLC 的分析能力強，再
現性良好，系統穩定性高，樣品及溶媒的使用量少，偵測器（detector）型
式選擇多（如 UV、photodiode array、RI、ELSD…等）
，很適合用 來建立中
草藥化學指紋圖譜。且由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藥技中心）建
立的「台灣中草藥網」中，便是將多批次的藥材以 HPLC 進行分析，並建
立其化學指紋圖譜及雷達圖，至今已陸續建立三百多筆藥材的資料，並彙
整成為資料庫中的一部份，以供比對 9-11。指紋鑒別技術對中藥產品推向國
際市場應起重要影響，可促使中藥產品及其功效較能獲得國際認同，使中
草藥中的有效成分被西方科學化方法解讀，再搭配生物技術分析其活性及
作用機制，更有助於將中草藥應用於保健食品或植物新藥的開發。
為確實提升台灣本土中草藥之應用價值，本計畫在挑選實驗材料時，
特別以生長力旺盛，台灣民間常用、且有文獻記載安全無虞之三種本土中
草藥做為優先考量，期使本研究與社會民眾之所需能相符合。因此擬選定
台灣常見之大花咸豐草（Bidens pilosa L. var. radlata）與其台灣常見的同屬
品種、台灣特有之月桃品種（Alpinia kusshakuensis, Alpinia pricei var. pricei,
Alpinia pricei Hayata var. sessiliflora, Alpinia kusshakuensis 等品種）及狗肝菜
（Dicliptera chinensis）三種中草藥作為研究目標。咸豐草為菊科鬼針草屬
中常見的直立多年生草本植物，遍布於熱帶及亞熱帶區域，在巴西、台灣、
墨西哥等地，人們把它當作蔬菜、茶或民俗療法中治療糖尿病的草藥使用。
因為和其他草藥比較起來，咸豐草具有生長容易、可食用、無毒性和適口
性佳等優勢，因此在台灣及其他亞洲和美洲國家，亦被開發作為健康食品
補充物。咸豐草被廣泛應用於傳統醫療保健當中，萃取自其中的成分也被
報導具有抗發炎、免疫抑制 12、抗菌 13、抗瘧疾 14 及降血糖等功效 15，本農
生中心楊文欽老師對於大花咸豐草生物活性之確立及其機轉研究已有一系
列文章發表 16-18，其中大花咸豐草有效成分之一的 cytopiloyne，一種聚乙炔
配醣體（polyacetylenic glucoside）
，在非肥胖型糖尿病（non-obese diabetic，
NOD）小鼠身上能透過調節 T 細胞功能進而抑制第一型糖尿病形成的功效
19
。而根據台灣植物誌 20 的記載，在台灣總共有六種鬼針屬的物種，包括鬼
針（Bidens bipinnata L.）、鬼針舅（Bidens biternata）、小白花鬼針（Bidens
pilosa L. var. minor）
、白花鬼針（Bidens pilosa L. var. pilosa L.）、大花咸豐
草（Bidens pilosa L. var. radlata Sch. Bip.）及狼把草（Bidens tripartita）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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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據我們在 NCBI 核苷酸資料庫上的調查結果顯示，此屬其中之一的鬼
針（Bidens bipinnata L.）尚未作過基原鑑定。又因大花咸豐草在國內外已
有許多關於生物活性、指標成分及 HPLC 指紋圖譜分析 21，但在民間用藥
中仍以黃花的鬼針及鬼針舅為主要具有療效的品種，故在此計畫中，除了
開發大花咸豐草新的生物活性外，我們亦將針對鬼針及鬼針舅作為此次在
基原、生物活性、指標成分及 HPLC 指紋圖譜分析上重要的研究方向。月
桃為薑科月桃屬多年生大型草本植物，具有抗氧化 22、抗發炎 23、抗癌 24-25、
免疫促進 26、護肝 27 及止痛 28 效果；在抗腫瘤方面，實驗證實月桃塊莖部
位的酒精萃取物可透過與粒線體相關的細胞凋亡途徑，誘使人類鱗狀上皮
癌細胞株 KB 細胞（human squamous carcinoma KB cell）走向死亡 29，亦可
透過讓細胞週期停留於 G2/M 的方式，而抑制了 KB 細胞的增殖，在動物實
驗上也發現月桃塊莖之酒精萃取物可延緩腫瘤的發生 30。此外，作為月桃成
分之ㄧ的 flavokawain B 也被報導具有抗發炎 31 及減輕代謝症候群症狀 32 的
功效。而根據台灣植物誌（Flora of Taiwan 2nd）顯示，在台灣的月桃品種共
有十五種，其外觀不易區分，故易混淆使用，我們查詢 NCBI 核苷酸資料庫
後，雖然得知此十五個月桃品種其基原鑑定（ITS）均已被國內外植物博物
館鑑定過，但是由於資料庫上被鑑定的月桃品種除了生長於台灣之外，也
有非台灣地區生長的月桃品種，所以在基因序列上，有可能會因地區的不
同而有單一核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sim，SNP）的產生，
而且中草藥不論是在使用/萃取或是栽種之前，都應先確定其品種，以確保
所使用之草藥品種的正確性及安全性。因此，本實驗室將根據台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 2nd p708-717），挑選台灣地區的月桃特有種，例如：屈尺
月桃（Alpinia kusshakuensis ）、角板山月桃（Alpinia mesanthera）、普來氏
月桃（Alpinia pricei var. pricei）、阿里山月桃（Alpinia pricei Hayata var.
sessiliflora）
、川上氏月桃（Alpinia shimadae Hayata var. kawakamii）
、島田氏
月桃（也稱為七星月桃，Alpinia shimadae）
、屯鹿月桃（Alpinia tonrokuensis）
及烏來月桃（Alpinia uraiensis）等，作為本次計畫中月桃主要基原鑑定的研
究目標，並搭配指標成分、HPLC 指紋圖譜及生物活性分析，進而建立一個
完整的中草藥研究系統。狗肝菜，又稱為華九頭獅子草，學名 Dicliptera
chinensis，為爵床科植物，全草皆可使用，主產地台灣全境平野及低海拔地
區，一般路旁、水溝邊、農園、林下等地皆可見。味甘、淡，性涼，具清
熱解毒、護肝明目、利尿止痢等作用，外敷可治皰疹 33。化學成分含醣類、
有機酸、氨基酸等，目前在基原鑑定、指標成分及 HPLC 指紋圖譜分析、
還有生物活性上的學術研究均尚不多，換言之都還有很大的研發空間，故
本實驗室也將以這項易栽培且未作過上述研究的民間常用草藥，狗肝菜
（Dicliptera chinensis）
，作為此次計畫的研究目標之一。由於近年來植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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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Plant Barcode）基因應用在中草藥的鑑定上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又因基
原鑑定所使用的核醣體內轉錄區（ITS）會有 DNA 變異性（DNA variation）
較低的情況，因此只能作為“local barcode”使用 34，所以本實驗室除了利用
基原鑑定作為品種分子鑑定的方法外，我們也將利用已被認可的植物條碼
基因作為鑑定研究目標的方法之一，以求達到中草藥不論是在用藥上或是
栽種方面的正確性、安全性及有效性。
對於本土常用之中草藥，除了和舊有文獻相互對照印證其生物活性與
確定基原外，更可開發其特有之化學及生物活性，佐以科學化的實證方式
加以辨明可能之療效，以擴大本土中草藥的應用發展。楊寧蓀實驗室於近
年來在經濟部所主辦之中草藥/食品 GMP 廠參訪/座談及其他相關之中草藥
研發活動後，深感到推廣內服用型及皮膚型之調節/減輕體內臟器長期慢性
發炎及免疫力降低（體弱）之藥食研發趨勢之重要，著力發展研究抗發炎
及免疫調節之生物活性平台，已獲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並已發表了多篇
研究論文於 Mol. Pharmacol., Carcinogenesis, Bio. Med. Central., Genomics, J.
Biol. Chem.35-38 和 BMC Genomics39-41 等期刊。楊 寧蓀實驗室在台灣常用重要
中藥材如山藥的研究，亦發現了多醣體的不同分層具有不同調節免疫功能
的作用，此成果剛獲美國專利並發表相關重要論文在知名國際期刊（eCAM）
上 42。多 年來執行過許多中草藥研究計畫，使我們實驗室因此建立了一套篩
檢中草藥抗發炎能力及免疫調節之技術平臺，是以分子、基因及細胞學為
基礎的測試系統（Molecule, Gene and Cell-Based Assay Systems）
。譬如過去
我們便曾以中草藥為主， 利用轉染 NF-κB 報導基因的細胞株，測定 了一百
多種常見與抗發炎及免疫調節有關的草藥蔬食對 NF-κB 活性之影響，發現
中草藥在不同極性的有機溶劑分層下，有不同的調節 NF-κB 活性之作用，
在低極性有機溶劑分層草藥萃取物通常具有抑制 NF-κB 活性作用，而高極
性水層通常具有增強 NF-κB 活性作用（相關研究成果請見第 14-15 頁，關
於計畫主持人過去曾執行之相關計畫成果的描述）
，這些結果也受邀將發表
在港澳辦的國際上之新中草藥科學期刊（Chinese Medicine）
。再者，本實驗
室已建立之動物模式（in vivo animal model）來評估這些藥草的抗發炎及免
疫調節活性，包括利用紫外光 UVB 或化學藥劑 TPA 所誘發的皮膚發炎模
式，或是用葡聚糖硫酸鈉（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誘發之腸道發炎
的動物模式，DSS 可直接作用在腸道上皮細胞並影響黏膜的完整性，由 DSS
所引起急性腸道發炎目前被認為是一個研究腸道發炎先天性免疫機轉的最
好模式 43。本實驗室對台灣民間常用之青草茶原料之一的「黃花蜜菜」（即
蟛蜞菊，Wedelia chinensis）所做的一系列實驗，可當做中草藥系統性且科
學化研究的範例模式。我們已得到在台灣地區所有與黃花蜜菜同屬（蟛蜞
屬，Wedelia）的種之間的基原比對，所有研究所使用的植物材料皆已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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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植物誌」作者兼菊科植物鑑定者之一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的彭
鏡毅研究員鑑定過。除此之外，我們也初步從 DSS 誘發腸道發炎的動物模
式得知除了黃花蜜菜萃取物之外，蟛蜞屬中某些種的萃取物也具有抗發炎
的生物活性；而在抗皮膚發炎動物模式上，黃花蜜菜也顯示出能有效抑制
發炎因子如基質金屬蛋白酵素-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MMP-9）和
環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的表現量。因此，我們相信本實
驗室已具備有進行此一類型中草藥生物活性評估之能力，亦相當希望藉此
計畫將此研發能量提供於台灣本土常用中草藥的科學化研究中，為台灣中
醫藥界及生技產業界建立實用而有系統的中草藥應用與開發案例。
本計畫規劃為期一年，主要的具體目標依序有下列四項：
一、確認三種台灣本土常用藥用植物（咸豐草、月桃及狗肝菜）的物種來
源並進行基原鑑定。
為確實提升台灣本土中草藥之應用價值，本計畫在挑選實驗材料
時，特別以生長力旺盛，台灣民間常用、且有文獻記載安全無虞之三
種本土中草藥做為優先考量，期使本研究與社會民眾之所需能相符
合。因此擬選定台灣常見之大花咸豐草(Bidens pilosa L. var. radlata) 與
其台灣常見的同屬品種、台灣特有之月桃品種（Alpinia kusshakuensis,
Alpinia pricei var. pricei, Alpinia pricei Hayata var. sessiliflora, Alpinia
kusshakuensis 等品種）及狗肝菜（Dicliptera chinensis）三種中草藥作
為研究目標，並加強已經與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彭鏡毅研究員
之合作，進行品種確認、基原鑑定及生態環境之需求。鑑定方法包括
肉眼觀察（ma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鏡檢（解剖及顯微鏡併用）及
分子基原鑑定檢測三種。肉眼觀察是將新鮮植物全株與特定的型態及
器官，包含花、果實、種子等，與證據標本比對，以初步判別物種，
包括亞種及培育種（cultivars）；鏡檢是利用顯微鏡檢查植物較細微的
構造（如腺毛、細胞型態或結晶等）
，並運用橫或直切面之組織切片的
方式，檢查植物組織構造，如維管束排列。在分子標記鑑定層面，中
草藥鑑定中最常被廣泛使用的方法是以核醣體核酸基因（rDNA）的內
轉錄區（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ITS）序列來鑑定物種的差別；另
外，由於近年來建立植物條碼（plant barcode）的趨勢日益漸增，已有
許多關於以植物 DNA 條碼鑑定中草藥的論文陸續被發表，最常見且可
精確鑑定出物種的基因序列有三個，分別是 matK、rbcL 及 trnH-psbA。
以上三種基原鑑定法我們研究室已充分掌握了技術系統（見 第 14 頁，
關於計畫主持人過去曾執行之相關計畫成果的描述）因此，為了精準
地鑑定出中草藥的物種，我們會綜合以上的方法來鑑定咸豐草、月桃
及狗肝菜等目標中草藥，以避免中草藥未來的誤用或混用，以促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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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使用上的安全。
二、以實證醫學健康上之“功能”分析，利用不同的生物活性/功效性
（Bio-activity/Functional activity）測試平台，以協助定義或確認目標中
草藥之“效用”，進而逐步落實中草藥現代化之目標。
本計畫擬選定之目標中草藥在民間被宣稱的療效，在咸豐草有抗
發炎、抗病毒、抗菌、抗瘧疾及降血糖等功效，月桃具有抗氧化、抗
發炎、抗癌、護肝及止痛效果，狗肝菜則有具清熱解毒、護肝明目、
利尿止痢等作用，外敷可治皰疹等功效。在以協助定義或確認目標中
草藥之“效用”的目標下，中草藥多元化地應用研究，就必須加強科
學性（Science-based）
、驗證性(Evidence-based）之實驗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
。尤其以今日分子生物學、生化學、化學和資訊學發達的時代，
中草藥實證醫學研究，近年來常常都能有出人意表的新發現，產生所
謂「古藥新用」的情形。因此，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可利用「現今
不同的（非舊有或古籍所記載的）」生物活性平台，來評估「舊藥新用」
的可能性，增加這類台灣本土常用之中草藥在健康促進和疾病治療上
的應用範圍。本計畫將以楊寧蓀實驗室多年來在免疫調節方面的研究
努力，所成功建立之體內（in vivo）及體外（in vitro）的抗發炎生物活
性測試系統，來評估不同品種之咸豐草、月桃及狗肝菜三種目標中草
藥在抗發炎功效方面的表現。體外試驗將以轉染重要免疫調節因子
NF-κB 報導基因之老鼠巨噬細胞株（RAW 264.7 cell line）來進行測
試，體內試驗方面則以皮膚發炎及腸道發炎兩種動物模式進行試驗。
此外，我們亦藉由以非肥胖型糖尿病小鼠（non-obese diabetic mice）的
動物模式及以黑色素瘤原位癌的動物模式等來評估咸豐草、月桃及狗
肝菜在抗糖尿病及抗腫瘤活性之評估。
三、經由目標二之動物活性比對確認，找出中草藥中具有生物活性之分層
或植物化合物，建立中草藥有效成分之最佳化分析條件，以達成確保
草藥萃取物活性和品質的目的，並配合動物模式找出活性成分可能的
機轉。
在具體目標二中，我們確立了目標中草藥之效用或明確的生物活
性。在此具體研究目標下，我們將利用 bioactivity guiding purification
方法， 逐步的將目標中草藥之有效植物化合物自有效萃取層分離出及
結構之鑑定。如本農生中心楊文欽研究員已鑑定出，在大花咸豐草中
的活性指標成分；其中，植化物 cytopiloyne 為其有效成分之一。本研
究計畫，我們將與楊文欽研究員合作，完成其餘品種之活性指標成分。
在月桃方面，國立中興大學王昇陽教授已鑑定出 favokawain B 及
pinostrobin chalcone 等化合物為普來氏月桃之重要成分，我們亦將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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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教授合作，完成台灣特有種月桃之活性指標成分。活性指標成分
之鑑定將有助於目標中草藥效用之確立，並有助於後續機轉相關研究
之進行。
四、檢測目標中草藥與同屬品種之指標成分（二次植物代謝物指紋圖譜）
的變化，利用動物模式確認活性，以得到最適生產之目標中草藥品系，
並達到提供優質且品質穩定之中草藥的目的。
咸豐草、月桃及狗肝菜等目標中草藥與其同屬相近品種加以比
較，搭配以化學指紋圖譜分析技術，利用諸如 HPLC（UPLC）
、LC-MS、
GC-MS 等精密分析儀器（在本中研院 ABRC 所內均設備齊全及運作
中）
，即可測定並定量目標中草藥萃取物中之指標成分（指文獻報導中
證實或評估佔該中草藥組成中最大量或具特殊量之成分、特有成分及
其對比，或活性成分等）
，經此有機分析以研究品系間的差異與指標成
分之關係，使得選出具有高指標成分且品質穩定的中草藥品系加以栽
種，供應生技業界使用。
整體而言，本計畫著重自草藥的源頭，就開始系統性地以科學化
方法加以定義（Define）規劃，進行品種確認、基原鑑定及栽種，品種
間有效成分之差異，佐以化學指紋圖譜分析技術和抗發炎生物活性平
台測試系統，期望能建立一自挑種、栽種、採收、品管到活性確效的
垂直整合系統，促使咸豐草、月桃及狗肝菜等目標中草藥生產過程最
佳化，提供日後本土中草藥研究方法之參考，期能幫助台灣生產出優
質或「藥材作物」
、品質穩定且經科學管 理而產生之本土中草藥，成為
高附加價值的「農作物」
，從而應用於生技產業，提升台灣中草藥國際
競爭力。而這套中草藥現代化和標準化的種植、生產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亦值得好好地去國際上申請多項專利，以保護這
個 know-how 和重要的中草藥品種，創造更大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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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確認三種台灣本土常用藥用植物（咸豐草、月桃及狗肝菜）的物種來
源並進行基原鑑定。
(一)肉眼觀察法。
利用植物全株與特定的型態及器官，包含花、果實、種子等，
與證據標本比對，以初步判別物種。
(二)顯微鏡檢查法。
利用顯微鏡檢查植物較細微的構造，例如：腺毛、細胞型態
或結晶等；以及利用組織切片的方式，檢查及比較組織的構造。
(三)以核醣體基因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進行中草藥之基
原鑑定。
取植株葉片 50-100mg 加入液態氮磨碎後，用 QIAGEN 公司
生產之 DNeasy Plant Mini Kit 進行植物 DNA 萃取。Geniomic DNA
萃取完成後，利用設計在核醣體基因保留序列上的引子進行 PCR
後，使用 Fermentas 公司生產的 pJET1.2/blunt cloning vector 將 PCR
產物構築到載體上後，用 DNA 定序儀得到 ITS 序列。
(四)以植物條碼基因（如 rpoC1, matK, trnH-psbA 等）鑑定草藥物種。
將植物的 genomic DNA 用通用的植物條碼引子進行 PCR 後，
使用 Fermentas 公司生產的 pJET1.2/blunt cloning vector 將 PCR 產
物構築到載體上後，再使用 DNA 定序儀得到植物條碼序列。
二、具體目標二：以實證醫學健康上之“功能”分析，利用不同的生物活性/
功效性（Bio-activity/Functional activity）測試平台，以協助定義或確認
目標中草藥之“效用”，進而逐步落實中草藥現代化之目標。
(一)草藥萃取物製備。
1. 鮮品、乾品水萃法:將鮮品或乾品打碎後，以中草藥:冷萃水以
1:10 的比例浸泡兩個星期之後，收取萃取液。
2. 鮮品、乾品加熱水萃法：將鮮品或乾品切碎後以中草藥:水 1:10
的比例加熱至水含量剩 1/3 後，收取萃取液。
3. 鮮品、乾品酒萃法：將鮮品或乾品切萃後以中草藥:95%酒精 1:10
的比例浸泡兩個星期之後，收取萃取液。將不同萃取法所得之
萃取液用減壓濃縮機（Rotary Evaporator)及迴轉蒸發瓶增加蒸
發面積，於低壓下，在水浴器內旋轉加熱，使溶液快速蒸發濃
縮之後，再使用凍乾法（lyophilization）凍乾成粉末保存及使
用。
(二)以報導基因系統評估中草藥萃取物在體內及體外系統中的抗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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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1. 建構細胞激素啟動子載體：
細胞激素啟動子序列皆已公開發表在文獻上或是可經由
NCBI等基因庫中取得。細胞激素啟動子序列的取得是以人類淋
巴細胞染色體DNA作為模板，以PCR增幅細胞激素啟動子的序
列後，將PCR增幅所得到的細胞激素啟動子序列個別接到含有
以 螢 光 酵 素 （ luciferase ） 或 是 鹼 性 磷 酸 酵 素 （ alkaline
phosphatase）為報導基因的pGL-3（Promega）載體上。目前我
們已經成功建構出GM-CSF，Rantis IL-1β，IL-2，IL-6，TNF-α，
IL-12 p35 次 單 元 及 IL-18 細 胞 激 素 啟 動 子 以 螢 光 酵 素
（luciferase）為報導基因的載體。 體內系統：利用基因槍轉殖
技術將選定的細胞激素啟動子（cytokine/chemokine promoters）
螢光酵素 （luciferase） 報導載體轉殖到實驗老鼠（品系為
C3H/HeNCrNarl）皮膚組織細胞中。將待測的中草藥萃取物經由
餵食、皮膚塗抹及皮下注射方式送入實驗老鼠體內。採集實驗
老鼠皮膚，測量螢光酵素 （luciferase）強度以分析轉殖的細胞
激素啟動子在實驗老鼠皮膚組織的表現活性。
2. 體外系統：
將各別建構完成的細胞激素啟動子載體以 invitrogen 公司
生產的微脂體基因轉殖試劑（lipofectin）轉染到免疫細胞後，再
將載體與 lipofectin 試劑混合後與培養細胞共同培養 6 小時候，
加入待測的中草藥萃取物。以 Promega 公司生產的冷光反應分
析試劑（luminescence assay kit）檢測螢光酵素表現強度以分析
轉染的細胞激素啟動子在細胞體內的表現活性，並以螢光酵素
標準品作標準濃度曲線，實驗使用之冷光儀靈敏度可達奈米層
級。
(三)以葡聚糖硫酸鈉（dextran sulphate sodium, DSS）誘發腸道發炎的動
物模式評估草藥萃取物之抗發炎生物。
腸道發炎之動物模式的建立已幫助瞭解人類兩種主要腸道發
炎疾病包括潰瘍性大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與克隆氏症（Crohn's
disease）的病因的探討。有鑑於中草藥湯劑口服之特性，本計劃
將以葡聚醣硫酸鈉（DSS, Dextran sodium sulfate）引起之老鼠急性
腸道發炎模式進行中草藥抗發炎活性的評估。此實驗中我們利用
C57BL/6 老鼠品系進行實驗。首先，老鼠分組後（每組至少五隻
老鼠），將以口服方式餵食中草藥及實驗對照組，一天餵食一次，
第 7 天開始添加濃度為 2 %（W/V）DSS 於飲水中，兩天更換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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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DSS 的飲用水，並在第 8 天更換會為滅菌水。由訓練有素之
觀察者以雙盲之測試方式，來觀察老鼠血便之情形，並藉由與正
常老鼠比較結腸的發炎狀態進行對比而評分，最後再利用組織切
片及生化實驗進行中草藥抗發炎生物活性之評估。
(四)以佛波酯（12-O-tetradecanoylphorbol-13-acetate, TPA）誘發皮膚發
炎的動物模式評估草藥萃取物之抗發炎生物活性。
本計劃將以以佛波酯（12-O-tetradecanoylphorbol-13-acetate,
TPA）或紫外光 UVB 引起之老鼠急性皮膚發炎模式進行中草藥抗
發炎活性的評估。此實驗是利用皮膚對外界刺激敏感性較高的
C3H/HeNCrNarl 老鼠品系進行抗發炎的生物活性測試。TPA 是一
種促進腫瘤形成的化學試劑，在此實驗中我們將 2 nmol 的 TPA 溶
解在丙酮中之後，每隻老鼠均處理 100 µl 的 2 nmol 的 TPA 促使
老鼠的皮膚發炎。另外，我們也利用紫外燈 UVB （4000 J/m2）
直接照射老鼠的皮膚 6 分鐘使得老鼠皮膚發炎。首先，取草藥以
酒萃法萃取的萃取物 1mg 溶解在 1ml 的丙酮中，老鼠分組後，用
濃度 1mg/ml 的草藥萃取物 100µl 塗在老鼠皮膚上，30 分鐘後，
再處理 TPA 或紫外光 UVB，並於 6、12、或 24 小時的時間點收
取 老 鼠 皮 膚 ， 最 後 在 利 用 組 織 免 疫 化 學 染 色 法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及生化實驗進行中草藥抗發炎生物
活性之評估。
(五)以非肥胖型糖尿病小鼠（non-obese diabetic mice）的動物模式評估
草藥萃取物之降血糖生物活性。
非肥胖型糖尿病（non-obese diabetic，NOD）小鼠會自發性產
生糖尿病，和第一型糖尿病在免疫病理學（immuno-pathology）和
基因特性（genetic features）上十分相似，因此被當作研究第一型
糖尿病發病原因的良好動物模式。研究顯示，NOD 小鼠約在 4-6
週齡大時胰島細胞開始受到 T 及 B 細胞浸潤而逐漸形成胰島炎
（insulitis），13 週齡大時產生明顯的高血糖、尿中有糖、吃多、
喝多、尿多等典型糖尿病症狀， 30 週齡大的母鼠約有 71%的發病
率，同齡的公鼠則只有 38%，顯示 NOD 小鼠的發病率與性別差
異、荷爾蒙因素等有關 44-45。
因此，本計劃擬以 NOD 母鼠進行實驗，4 週大時開始每週三
次地，以腹腔注射（i.p. injection）方式給予高、低兩種劑量的草
藥萃取物，對照組則以生理實驗水代替。每週持續監測血糖、尿
糖、血中胰島素及 IgE 含量，並記錄各組的糖尿病發病率，糖尿
病的判定乃依據尿糖值是否連續兩週測量均≧28 mM 來決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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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將於母鼠 27 週大時結束。
(六)以黑色素瘤原位癌的動物模式評估草藥萃取物之抗腫瘤形成的生
物活性。
本計劃將在 6-8 週大的 C57BL/6 母鼠的右脅腹側，以皮下注
射（subcutaneously）方式種植 老鼠黑色素瘤B16 細胞（105 細胞/100
μl/鼠），注射 7 天後挑選有明顯長出腫瘤的小鼠來進行實驗。每
日以管餵方式經口給予草藥萃取物並測量體重變化，每隔一日測
量一次腫瘤大小，當腫瘤大小達到 2000 mm3 時即予以犧牲，計算
老鼠存活率，取腫瘤及肝、脾、腎等器官秤重，並分析血中 IL-6、
TNF-α 等發炎相關指標之含量，並利用組織免疫化學染色法
（immunohistochemistry，IHC）觀察腫瘤切片中與腫瘤促進或轉
移相關的生化指標如 COX-2、MMP-9 和 CXCR4 等 46 的分佈情形。
三、具體目標三：經由目標二之動物活性比對確認，找出中草藥中具有生
物活性之分層或植物化合物，建立中草藥有效成分之最佳化分析條
件，以達成確保草藥萃取物活性和品質的目的，並配合動物模式找出
活性成分可能的機轉。
(一)利用溶劑分配層析、開放式管柱層析或中壓或高壓液相色層分析技
術，配合動物活性模式，分離之生物活性分層。
利用溶劑分配層析、開放式管柱層析或中壓或高壓液相色層
分析分離及收取草藥萃取物的成分後，用腸道及皮膚相關的細胞
株進行抗發炎的生物活性確認，並找出生物活性分層。
(二)利用開放式管柱層析或中壓或高壓液相色層分析技術，從生物活性
分層分離，並鑑定可能活性植物化合物成分。
將三-一所得的生物活性分層，利用開放式管柱層析或中壓或
高壓液相色層分析技術，分離出指標成分，利用活性實驗上述進
行抗發炎的生物活性確認，並利用核磁共振儀（NMR）、質譜儀
和文獻比對，找出指標成分。
(三)以指標成分為分析標的，利用高效液相層析或高效液相層析串聯質
譜建立適合草藥萃取物之指標成分最佳化分析條件。
先將草藥萃取物用二甲基亞 碸（DMSO）溶解成 20mg/ml 後，
再用甲醇稀釋成 1mg/ml，離心 13,000 rpm 10 分鐘去掉沉澱物後，
將上清液用分析型碳 18 長鏈逆向層析管柱的高效液相層析儀，進
行草藥萃取物的指紋圖譜的分析。上述的所得之指紋圖譜，利用
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及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LC-MS/MS）
找出具有活性之指標成分或含量較多的指標成分後，利用指標成
分建立含量校正曲線，對照指標成分校正曲線後，進行指標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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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性定量分析。
四、具體目標四：檢測目標中草藥與同屬品種之指標成分（二次植物代謝
物指紋圖譜）的變化，利用動物模式確認活性，以得到最適生產之目
標中草藥品系，並達到提供優質且品質穩定之中草藥的目的。
(一)蒐集目標一中草藥可能混用和可代用同屬品種的目標中草藥，並利
用目標一之基原鑑定法來做確認。
蒐集目標草藥相關的可能混用和可代用同屬品種的目標中草
藥，並利用目標一之肉眼外觀、顯微鏡和分子生物學的基原鑑定
方法來確認。
(二)利用目標三建立之最佳化分析條件，分析並定量目標中草藥與同屬
品種之指標成分含量。
先將目標中草藥與同屬品種用二甲基亞碸（DMSO）溶解成
20mg/ml 後，再用甲醇稀釋成 1mg/ml，離心 13,000 rpm 10 分鐘去
掉沉澱物後，將上清液用分析型碳 18 長鏈逆向層析管柱的高效液
相層析儀，進行草藥萃取物的指紋圖譜的分析。上述的所得之指
紋圖譜，利用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及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LC-MS/MS）找出具有活性之指標成分或含量較多的指標成分
後，利用指標成分建立含量校正曲線，對照指標成分校正曲線後，
進行指標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利用製備型碳 18 長鏈逆向層析管
柱的高效液相層析儀分離及收取草藥萃取物的成分後，用腸道及
皮膚相關的細胞株進行抗發炎的生物活性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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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本計畫主旨即在擬建立一系統化研究平台（圖一）
，包括標的藥用植物
之基原鑑定、化學指紋圖譜分析及指標成分分析，並以具體細胞學/分子生
物學的生物活性（bio-activity）測試平台及動物實驗模式以確定台灣本土常
用之藥用植物之物種、化學指紋圖譜、活性指標成分，並利用實證醫學驗
證其活性，以提升本土中草藥之應用價值。
一、物種來源及基原鑑定
在台灣本土常用藥用植物基原鑑定工作上，我們與中研院生物多樣
性研究中心彭鏡毅研究員合作，有效進行了品種確認、基原鑑定及生態
環境之需求。鑑定方法包括肉眼觀察（ma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鏡檢
（解剖及顯微鏡併用）及分子基原鑑定檢測三種。
(一)外觀型態觀察：
狗肝菜為爵床科(Acanthaceae)華九頭獅子草屬(Dicliptera)的植
物，學名 Dicliptera chinensis，別名為華九頭獅子草(台灣植物志)，
在台灣僅此一種。狗肝菜在台灣北中南分佈甚廣，我們自南港中央
研究院院區附近，經中研院彭鏡毅教授實驗室指導後，採集到狗肝
菜樣本並與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之北、中、南各地採集到之
狗肝菜標本進行了比對確認。狗肝菜的品種確認及肉眼觀察結果如
圖二所示，其外形為單葉對生且具柄，花為腋生花束或短的聚傘花
序，唇形花冠，淡粉紫色，多長在水邊，樹林底下或路旁。
(二)組織切片鏡檢分析：
狗肝菜組織切片及鏡檢結果顯示於圖三。在狗肝菜葉部橫切的
組織切片上，我們可以明顯區分出上表皮、下表層、導管及非腺毛
等構造；莖部組織切片則可以明顯觀察到表皮層、皮質層、韌皮部、
木質部及髓部等不同組織構造的分布情形。
(三)分子基原鑑定檢測：
在 DNA 分子序列分析上，我們採用目前植物及中草藥鑑定研
究中最常被廣泛使用的核醣體核酸基因(rDNA)序列包括 18S、
5.8S、2.8S 基因及兩個內轉錄區(ITS1 及 ITS2)的 DNA 序列作為鑑
定狗肝菜分子親緣演化的標的(圖四)。由於植物體內核醣體核酸基
因可高達數百套不等的序列，因此為了確認狗肝菜植物體內之主要
的核醣體核酸基因(rDNA)序列，我們設計了一組廣泛性的 PCR 因
子，以 PCR 方式盡可能將所有的核醣體核酸基因放大並將 PCR 產
物構築到載體上後，再使用 DNA 定序儀得到了植物體內不同的核
醣體核酸基因序列。狗肝菜之核醣體基因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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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序列分析(圖五)結果顯示，在分析 36 組 DNA 序列並將其排
序後可以觀察到，有 17 組 DNA 序列（以序列 1-1 為代表）相同，
因此我以此 DNA 序列作為狗肝菜核醣體核酸基因序列的代表。我
們將此序列與美國 NCBI 之基因庫的相似序列及植物分類學上相近
的品系之序列比較後，所得的親緣演化樹(圖六)結果顯示，以核醣
體核酸基因（rDNA）的內轉錄區（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ITS）
序列來鑑定狗肝菜之物種分類結果與傳統植物分類學所獲結果一
致。我們所獲得的狗肝菜序列與屬於華九頭獅子屬（Dicliptera）的
其它序列可分類學上列為一獨立群族，此一群族亦落在爵床科
（Acanthaceae）的大群族中。
二、生物活性/功效測試
近年來，許多重要免疫學研究顯示樹突狀細胞作為溝通先天性免
疫與後天性免疫的橋樑，能將病原體上的抗原經處理後展示給免疫系
統的其他細胞（如T細胞），故亦屬於抗原呈現細胞的一種；在後天性
免疫反應機制中，T細胞因能對不同的抗原發展出具免疫記憶的獨特細
胞類型，使它們在後天性免疫中扮演關鍵角色。此外，目前越來越多
的證據顯示發炎、免疫活化及許多種其他重要疾病，包括自體免疫疾
病或癌症之生成皆與樹突狀細胞的活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本計
畫的體外中草藥萃取物的生物活性就以評估樹突狀細胞（DCs）功能尤
其以DCs所表達之不同細胞激素及其調控作為此一研究篩選平台。
(一)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之調控
樹突狀細胞所表現的細胞激素是活化 T 細胞及調控免疫反應
之重要因子，近年來研究顯示，在眾多樹突狀細胞表現之細胞激素
中，以受刺激從基因表現的時間就前後可區分出包含早期
（TNF--6）及後期（IL-12
IL
IL-10）兩類的細胞激素(圖七)，這兩
類細胞激素在免疫反應調控亦知會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因此在本研
究之測試項目中，我們是以細胞激素 IL-6 及 IL-12 作為前期及後期
的代表以評估中草藥萃取物之抗發炎活性並依此將其分類。在此研
究項目我們以細菌之脂多醣(LPS)作為促發炎試劑以刺激樹突狀細
胞表現各項細胞激素。中草藥萃取物與 LPS 加入樹突狀細胞 24 小
時後，將細胞培養液取出並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LISA)測試法測試
IL-6 及 IL-12 表現活性以評估中草藥萃取物對於細胞激素 IL-6 及
IL-12 表現調控活性。我們之研究結果顯示於圖八及圖九。我們發
現大花咸豐草及狗肝菜酒精萃取物對於細胞激素 IL-6 有部分抑制
活性。另一方面，月桃、大花咸豐草及狗肝菜酒精萃取物對於細胞
激素 IL-12 則都具有有非常顯著之抑制活性，尤其以大花咸豐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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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萃取物在高濃度（50 g/ml）或是低濃度（6.25 g/ml）皆具有
顯著的抑制性效果。我們在此計畫內測試了多種中草藥萃取物，包
含 Curcuma longa (薑黃)、Rheum Palmatum (大黃)、Saliva miltiorrhiza
(丹參)、Lithospermum erythrorhizon (紫草)、Vigna radiata (綠豆)、
Wedelia chinensis Merr. (黃花蜜菜)、Bidens pilosa (大花咸豐草) 等不
同中草藥之萃取物。實驗結果以細胞激素 IL-6 及 IL-12 表現結果二
維象限作圖表達。我們以 IL-6 表現結果為 X 軸，以 IL-12 表現結果
為 Y 軸並以以 100%及 60%相對於 LPS 細胞激素表現量作為割分。
如圖十所示，我們可將中草藥萃取物對 IL-6 及 IL-12 的表現調控活
性區分為九群族。其中，在標記為Ⅰ及Ⅱ兩群之結果可看到，Ⅰ群
中草藥萃取物可有效抑制 IL-6 及 IL-12 細胞激素之表現，而Ⅱ群中
草藥萃取物則只可顯著抑制 IL-12 之表現。在Ⅰ群中草藥萃取物，
我們可以用薑黃作為代表，可以發現相對於薑黃熱水萃取物，薑黃
乙酸乙酯或是酒精之萃取物皆可以有效抑制 LPS 引發之 IL-6 及
IL-12 之產生(圖十一)。在Ⅱ群中草藥萃取物，我們可以用大花咸豐
草作為代表，亦可發現在細胞激素 IL-12 表現調控能力上，乙酸乙
酯或酒精萃取物皆具有顯著的抑制活性(圖十一)。由於本計畫在生
物活性測試上，乃著重於建立一評估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表現活性
為標的的體外抗發炎篩選平台進而評估體外具抗發炎之中草藥萃
取物之抗腫瘤生成及轉移活性。因此，後續抗腫瘤實驗，我們將評
估有較好抑制活性之Ⅰ及Ⅱ兩群，分別由薑黃及大花咸豐草酒精萃
取物為代表之抗腫瘤生成及轉移活性。月桃及狗肝菜後續相關研究
在此先予以擱置。
(二)原位乳癌動物模型抗腫瘤活性之測試
近年來，許多研究顯示發炎在腫瘤生成及轉移扮演一非常重
要的角色，許多研究結果顯示許多具有抗發炎活性的植物化合物
在動物腫瘤模式中也具有抗腫瘤的活性。因此我們藉由一原位乳
癌動物模型來評估中草藥萃取物之抗腫瘤活性。
1. 原位乳癌細胞動物模型之建立
如圖十二所示，將帶有冷光基因（luciferase）的老鼠乳癌
細胞4T1-Luc2（5×105）植入BALB/c老鼠的第六對左側乳腺脂房
墊裡，7天後則以活体即時冷光影像檢測系統非侵入方式偵測乳
癌細胞生長情形，並以冷光強度作為量化腫瘤大小之依據。
2. 中草藥萃取物在原位乳癌動物模型中的抗腫瘤活性
我們研究結果顯示大花咸豐草酒精萃取物可部分抑制IL-6
的表現，並可顯著抑制IL-12在樹突狀細胞的表現。因此在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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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中，我們先行評估了大花咸豐草酒精萃取物之抗腫瘤活
性；另外前人許多研究顯示薑黃（Curcuma longa）可以有效抑
制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包含IL-6及IL-12的表現，並且在多種腫
瘤動物模式中亦具有很好抗腫瘤生長之活性。因此，我們就以
薑黃酒精萃取物作為我們的實驗參考組。如圖十三所示，我們
將老鼠乳癌細胞4T1-Luc2植入BALB/c老鼠的乳房脂房墊裡，待
7天後，每天開始餵食薑黃或大花癌豐草酒精萃取物（100
mg/kg/day），並以餵食0.1% DMSO作為實驗對照組，每一週以
活体即時冷光影像檢測系統測量腫瘤生長及轉移情形。實驗進
行42天後犧牲老鼠並統計分析腫瘤之生長情形。實驗結果顯示
只有薑黃酒精萃取物可對於原位乳癌細胞生長似乎有較好的抑
制活性(圖十四)，大花咸豐草萃取物對於原位乳癌細胞生長則無
抑制效果且老鼠在第六週之原位乳癌冷光平均強度高於實驗控
制組。由於在此實驗中，原位乳癌冷光強度誤差極大，我們將
重覆此項實驗以驗證此項結果。在腫瘤轉移上，結果顯示六週
後薑黃、大花咸豐草酒精萃取物，在與實驗對照組相比下，皆
具有抑制乳癌細胞轉移的效果(圖十五)。此一結果非常有學術上
再研究外，也對臨床實驗具應用之意義，但能需進一步重複實
驗或利用其他動物模式來驗證。
3. 中草藥萃取物在乳癌切除動物模型中的抗腫瘤轉移活性
由上述初步研究結果顯示薑黃及大花咸豐草萃取物皆具有
抗腫瘤轉移之活性，因此我們進一步以乳癌腫瘤切除動物模式
來以圖加以佐證此一研究結果。如圖十六所示，老鼠接種腫瘤
細胞，7天後餵食中草藥萃取物並在17天後切除原位腫瘤。先前
本中心蕭培文老師實驗室已證實了黃花蜜菜酒精萃取物在此動
物模式中可顯著地抑制腫瘤轉移之活性，因此在我們此一實驗
中，加入了黃花蜜菜酒精萃取物作為實驗正對照組。由圖十七
至圖十九結果顯示薑黃、大花咸豐草及黃花蜜菜萃取物可有效
降低腫瘤轉移率，其中餵食薑黃及黃花蜜菜萃取物之老鼠，腫
瘤切除後並未有癌轉移或復發的情形。為了要釐清大花咸豐草
及黃花蜜菜萃取物是如何可抑制腫瘤生長或抑制腫瘤轉移，如
圖二十所示，我們將老鼠於接種乳癌細胞21天後，在切除腫瘤
後開始每天餵食老鼠大花咸豐草及黃花蜜菜萃取物。實驗結果
到目前為止，與實驗對照組相比大花咸豐草及黃花蜜菜皆可顯
著抑制腫瘤轉移，實驗P-value皆小於0.5（圖二十一、圖二十二）
；
然而在老鼠存活率上顯示，只有大花咸豐草酒精萃取物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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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老鼠的存活率P-value皆小於0.01（圖二十三），在實驗第六
十天，控制組老鼠存活率已低於40%，而餵食大花咸豐草酒精萃
取物之老鼠則100%存活。由上述所有動物實驗結果顯示了薑黃
萃取物可抑制原位乳癌細胞4T1-Luc2的生長及腫瘤轉移；而大
花咸豐草則具有可抑制腫瘤細胞轉移的活性，但對乳癌細胞原
位生長則無顯著之抑制效果。這兩種酒精萃取物在細胞激素的
抑制活性與腫瘤生長或轉移活性之關聯則需我們進一步加以探
討，目前實驗仍在進行，我們將進一研究大花咸豐草抗腫瘤轉
移活性與骨髓抑制細胞（MDSCs）活性之關聯性。
三、指標成份分析
HPLC化學指紋圖譜：
為了測定並定量目標中草藥萃取物中之指標成分，我們以HPLC化
學指紋圖譜分析法初步分析中草藥酒精萃取物包括薑黃、大花咸豐草
及狗肝菜之酒精萃取物成分。我們以Phenomenex luna之C18為分離管
柱，以10%-100%甲醇為溶劑。薑黃、大花咸豐草及狗肝菜之HPLC分
析之結果顯示於圖二十四，利用Phenomenex luna C18之分離管柱並無
法清楚獲得上述中草藥酒精萃取物之化學指紋圖譜，我們因而改以
Cosmosil C18 分離管柱加以分析。由於生物活性測試結果顯示，大花
咸豐草萃取物具有很好的抑制乳癌細胞轉移的活性，我們因而先分析
大花咸豐草萃取物之化學指紋圖譜，結果顯示圖二十五，大花咸豐草
萃取物在波長235 nm 有五根主要吸收波。我們目前分別收集並製備足
夠的HPLC分層，我們將會進一步以動物模式確認大花咸豐草酒精萃取
物之有效分層並分析其化學指標成份及有效成分。

21

肆、討論
本計畫在挑選實驗材料時，特別以生長力旺盛，台灣常見之大花咸豐
草、台灣特有之月桃及狗肝菜三種中草藥作為研究材料，以期建立一基原
鑑定與功效測試平台，進而能確實提升台灣本土中草藥之現代化研究及應
用價值。在基原鑑定研究上，由於在大花咸豐草及其在台灣同屬相近品種
以及台灣特有月桃品種在基原鑑定研究上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及完整結果，
而狗肝菜在台灣，其基原鑑定研究上卻付之闕如。因此，本計畫在執行之
後，乃以狗肝菜作為建立基原鑑定平台之研究材料。比較狗肝菜在台灣北、
中、南各地採集到之標本，其外觀並無太大的差異，狗肝菜在台灣亦被認
為只有單一品種並無亞種或相近品種。在外部型態上，狗肝菜極容易辨認
因而不易有混用、誤用等情形的發生，因而本計畫狗肝菜只以取自南港中
研院附近之植株進行組織切片觀察及核醣核酸基因序列分析。
目前樹突狀細胞在免疫反應活化、調節上之重要性已逐漸被人們所了
解。今年2011年諾貝爾生醫獎一頒發給此項研究及先天性免疫之相關研究
人員（主要為Dr. Ralph Steiman）。在樹突狀細胞免疫調控上，細胞激素的
表現被認為是調節免疫反應之一重要因子。在細胞表現的偵測上，相較於
以螢光酵素為報導基因來偵測細胞激素啟動子之活性方式，以酵素免疫分
析法(ELISA)測試細胞激素表現情形更能真實反應內生性細胞激素的表現
情形，因而本計畫在執行之後乃採用酵素免疫分析法來評估中草藥萃取物
對於重要細胞激素之表現情形。近年來研究顯示，在眾多樹突狀細胞表現
之細胞激素中，以刺激表現的時間可區分出早期（TNF-α， IL-6）及後期
（IL-12， IL-10）兩類的細胞激素。在各項免疫反應皆需要許多不同激素
的參與，在功能上， TNF-α， IL-6及IL-1β等這些激素皆被認為與急性發
炎反應有關；另一方面，如IL-12，IL-23，IL-10等細胞激素則被認為與調
控其他免疫細胞如T細胞分化相關。因此，我們認為早期及後期兩類細胞激
素在免疫調控的功能上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本計畫以IL-6及IL-12為初
步篩選區分中草藥萃取物之抗發炎能力也因而有所依據。
在原位乳癌細胞動物模型中，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薑黃萃取物能顯著
抑制原位腫瘤生長並且抑制腫瘤細胞的轉移，而大花咸豐草萃取物只具有
抑制腫瘤轉移的活性，在抑制原位腫瘤細胞生長則無可見之效果。此外，
我們也進行了在腫瘤切除動物模式之測試，亦顯示薑黃及大花咸豐草具有
抑制腫瘤轉離的活性。在原位乳癌動物模式中，我們觀察到原位腫瘤生長
的大小與脾臟的腫脹程度及腫瘤細胞轉移的發生率有正向的關聯。我們亦
觀察到帶有CD11c或Gr1標記的骨髓抑制細胞族群在脾臟的數量亦與腫瘤生
成大小及腫瘤接種的天數成正相關。此一現象亦在前人研究結果中得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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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證實。我們目前正設法釐清三者之間的關聯性及骨髓抑制細胞在腫瘤
細胞轉移所扮演的角色，以期能進一步說明薑黃及大花咸豐草萃取物抑制
腫瘤轉移活性的細胞/分生作用機理。此外，中草藥萃取物對於樹突狀細胞
及骨髓抑制細胞在細胞激素的調控能力的異同性亦是我們想要進一步探討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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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計劃擬建立一套包括基原鑑定與生物活性/功效測試平台，以研究台
灣本土常用之藥用植物之物種、化學指紋圖譜、活性指標成分，並利用實
證醫學驗證其活性及應用策略，以提升本土中草藥之應用價值。本計畫在
執行之後，在遵循本計畫擬定之初衷並藉由大花咸豐草、狗肝菜、月桃及
薑黃等中草藥之研究進而建立此一研究平台。目前，我們的結果顯示此一
研究平台，結合中草藥基原鑑定、以評估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表現活性為
標的的體外抗發炎篩選平台、原位乳癌動物模式、乳癌切除動物模式之抗
腫瘤生成及轉移平台及指標成份之分析方法，我們因而可以有效篩選出具
抗發炎及抗腫瘤細胞生長及轉移之台灣本土常用中草藥。在具體成果上：
1.我們完成一結合外部型態比較、組織切片鏡檢及 DNA 分子序列分析之基
原鑑定平台；2. 我們完成一評估以 IL-6 及 IL-12 做為前期及後其細胞激
素代表之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體外篩選抗發炎平台；3.我們完成建立一包
含原位乳癌動物模式、乳癌切除動物模式之抗腫瘤生成及轉移之體內研究
平台；4.我們初步完成以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及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LC-MS/MS）方法之指標成份分析平台。及因此，我們相信本計畫所建立
之研究篩選的平台將有助於台灣本土常用或傳統中草藥抗發炎及抗腫瘤活
活性現代化研究及開發台灣本土常用中草藥未來潛在之應用價值。
本研究計畫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了此一初步研究測試平台之建立。
目前我們初步研究結果亦獲得相當優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有關原位乳癌
動物模型研究結果顯示，大花咸豐草酒精之萃取物具有抑制腫瘤轉移的活
性。目前還有許多重要議題值需要我們進一步的釐清探討。因此，我們認
為本研究計畫很值得再深入近一步之探討及開發。我們誠摯希望衛生署中
醫藥委員會能給予本計畫再次的支持以完成後續全面及更完整的研究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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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圖一、研究平台架構圖

圖二、狗肝菜之外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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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狗肝菜莖部組織切片

圖三、狗肝菜葉部組織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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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核醣體核酸序列

圖五、狗肝菜核醣體核酸序列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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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狗肝菜核醣體核酸序列之親緣演化樹狀圖

圖七、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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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中草藥萃取物對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 IL-6 之抑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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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中草藥萃取物對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 IL-12 之抑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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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中草藥萃取物抑制 IL-6 及 IL-12 表現活性之二維象限圖

圖十一、比較第一區及第二區萃取物對樹突狀細胞細胞激素 IL-6 及 IL-12
之抑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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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原位乳癌動物模式

圖十三、中草藥萃取物抗癌活性之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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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中草藥萃取物對原位乳癌細胞生長活性之影響

圖十五、中草藥萃取物對原位乳癌細胞轉移活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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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中草藥萃取物抗癌細胞轉移活性之實驗設計

圖十七、中草藥萃取物對乳癌細胞轉移活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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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中草藥萃取物對乳癌細胞轉移率之影響

圖十九、中草藥萃取物對老鼠存活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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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中草藥萃取物抗癌細胞轉移活性之實驗設計

圖二十一、中草藥萃取物對乳癌細胞轉移活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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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中草藥萃取物對乳癌細胞轉移率之影響

圖二十三、中草藥萃取物對老鼠存活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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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中草藥酒精萃取物之 HPLC 化學組成之分析

圖二十五、大花咸豐草酒精萃取物之 HPLC 化學組成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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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特有蒿屬中草藥之應用與開發
周聖杰
中國醫藥大學生態暨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計畫針對臺灣特有菊科蒿屬植物之抗癌、抗病毒、鎮痛、抗發炎與免疫調
節功效予以評估，並嘗試以全合成方式合成有效成分，利用代謝質體分析方法分
辨三種特有蒿屬植物。

研究方法：
以具 B 型肝炎病毒基因之肝癌細胞株以細胞培養模式對蒿屬植物所含之有
效成分對肝癌、B 型肝炎病毒之療效和機轉進行評估。利用醋酸扭體試驗評估細
葉山艾乙醇抽提物是否具有鎮痛作用，再以福馬林舔足試驗辨別其鎮痛作用在周
邊或中樞，並以λ-角叉菜膠誘導小鼠足蹠腫脹試驗探討其抗發炎作用之機轉，再
分析其肝臟組織中超氧歧化酶、發炎足蹠組織中的脂質過氧化指標產物丙二醛、
腫瘤壞死因子-α、組織介素 IL-6 之含量變化。以樹狀細胞 TNF-α與 IL-6 評估是
否具有免疫調節作用，評估與 LPS 合併是否可減少其釋出。利用優化全合成方式
合成兩種類黃酮並且評估其抗肝炎病毒機轉。利用 HPLC-MS 配合主成分分析分
辨三種蒿屬植物之代謝物差異。

結果與討論：
細葉山艾萃取物中發現具顯著抑制 B 型肝炎病毒 DNA 複製之天然成分，進
一步分析其對 B 型肝炎病毒基因啟動子活性發現對 B 肝病毒 X 基因啟動子有顯
著促進作用。此促進作用對病毒生合成機制甚至影響病毒顆粒之釋放是否有影響
還有待進一步分析。細葉山艾分離之 p-hydroxyacetophenone 可能透過抑制病毒顆
粒從細胞分泌之途徑而間接抑制肝炎病毒之產生，而 chlorogenic acid 可能為另一
具有抗病毒之成分。體內模式評估鎮痛抗發炎部分發現細葉山艾乙醇抽提物具有
鎮痛及抗發炎作用，其作用機轉可能與提升肝臟中抗氧化酵素 SOD 活性、減少
足蹠組織中 MDA 的含量、組織介素 IL-6 及 TNF-α 之濃度進而達到抗發炎之作用
有關。蒿屬植物水萃物具有促進 TNF-α與 IL-6 增加並在合併後可降低 LPS 引起
之釋出。在全合成類黃酮 arcapillin 與 eupatolitin 方面，藉由改變起始物與新穎合
成步驟達到高產率與簡易合成之目的，可以提供研究藥理機轉之用。此外，利用
6

代謝質體研究方式發現可以明確分辨細葉山艾、高山艾與山艾，與藥理活性比對
後發現一些分子離子峰與斷裂片，正嘗試鑑定結構中。
關鍵詞：菊科、蒿屬、B 型肝炎病毒、發炎、鎮痛、免疫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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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his project aimed to evaluate the previous activities for endemic Artemisia plants
by using in vitro and in vivo models. Moreover, total synthesis to flavonoids found in
some Artemisia plants including arcapillin and eupatolitin to provide with sufficient
amount for subsequent pharmacological testing was also finished. Furthermore, we
make effort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close Artemisia species including A.
morrisonensis, A. oligocarpa and A. kawakamii via metabolomics approaches.

Method:
The extracts/pure compounds from Artemisia plants were all tested for their
ability against HepG2 2.2.15 cell, anti-HBV together with acting mechanism. The
analgesic effects exerted centrally or peripherally by the ethanolic extract of A.
morisonensis (Am) were evaluated by inducing writhing caused by acetic acid and
formalin test.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were tested with the extract of Am by
inducing edema with λ-carrageena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further testing to SOD, MDA, IL-6 and TNF-α activities were then
performed. The effects to TNF-α and IL-6 were assessed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LPS in dendritic cell for Artemisia extracts. We make endeavor to optimize the total
synthetic steps to obtain enough amounts of flavonoids, arcapillin and eupatolitin for
advanced studies. Besides, by applying metabolomics, three close Artemisia species
were differentiated via LC-MS methodology.

Results & Discussion:
In A. morrisonensis, some partially-purified fractions were tested and showed
potent suppressive effect on hepatitis B viral DNA replication. Promoter-reporter assay
revealed specific fractions will promote the HB X gene activation,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this activation remains elucidated. The identified constituent,
p-hydroxyacetophenone causes the inhibition to HBV propagation by inhibiting the
secretion of HBV particle out of the hepatocyte. Chlorogenic acid might be another
constituent responsible for the activity. The extract from Am (100, 500 mg/kg,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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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significantly analgesic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in vivo.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analgesia might be related to AA and PGs associated with enhancement
of the anti-oxidative enzyme in liver for cleaning the free radical and diminish the
damage of lipid peroxidation in inflammatory paw tissue. The other mechanism
perhap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ing IL-6 and TNF-α concentration for the inhibition
activated. The aqueous extract of Artemisia species showed stimulatory effects to
TNF-α/IL-6 whereas demonstrating inhibitory effects upon combining with LPS in
dendritic cell. Through selecting appropriate starting materials and optimized synthetic
steps, we successfully finished the total synthesis of arcapillin and eupatolitin for
studying mechanisms. PCA analysis to LC-MS data proved to be excellent approach to
differentiate A. morisonensis, A. oligocarpa and A. kawakamii which are
morphologically close. Some molecular/fragment ions found in MS were identified
and confirmation of their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is currently being undertaken.
Keywords: Compositae, Artemisia, hepatitis B virus, inflammation, analgesia,
immuno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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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條件逐漸改善，加上醫藥的普及化，
許多疾病都得以受到控制。然而在全球人口趨向老化及環境變遷的雙重影
響下，現代人除期望壽命延長外，也漸漸重視生活品質。以行政院衛生署
所發佈去年臺灣地區的死亡率而言，惡性腫瘤一直位居十大死亡榜首。單
就去年(2009)衛生署所公佈之國人惡性腫瘤死亡人口數就有三萬九千多
人，遠高於第二位因罹患心臟疾病的死亡人口數。籠罩在談癌色變的此刻，
開發新治癌用藥是刻不容緩的。中醫藥治療疾病經歷數千年不衰並且日漸
被歐美學者所重視，我國中醫藥學專著可溯及漢代「神農本草經」及至明
清「本草綱目」
，資料相當豐富，臺灣民間使用的中藥也相當多。雖然這些
具藥效的植物在以往強調在天然物的萃取、純化及鑑定，但其欠缺有系統
的研究，以致在基原鑑定及藥效使用上有混淆不清之慮。2006 年 10 月 31
日 FDA 通過 Veregen™ (Polyphenon®E) [15 % Ointment]的使用，這是 FDA
第一個通過的植物藥(botanical drug)，用於治療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所引起的 external genital and perianal warts，這代表植物藥已漸被西方醫學
接受及重視。例如美國國家癌症中心（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主導的計
畫於 Taxus brevifolia 發現紫杉醇（Taxol）
，由此並已用於臨床之乳癌與卵巢
癌之治療，即是天然藥物的最佳的應證(1)，其對於相關藥物開發具有舉足
輕重的重要地位。原發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是我國和亞非地
區常見的癌症，患病率為歐美的 5～10 倍，其死亡率幾乎為 100 %。以臺灣
為例，佔男性惡性腫瘤中死亡原因的第一位和女性惡性腫瘤死亡原因的第
三位。根據流行病學的統計，世界各地 B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
的高感染區都有較高的肝癌病例，例如臺灣、中國大陸、東南亞和南非等
地。以往認為 B 型肝炎病毒感染導致的肝癌只是肝細胞本身諸多調控機制
病變轉型成為癌細胞，如今學者認為 B 肝病毒本身所帶有的基因本身及其
表現的蛋白質是扮演重要的「致癌因子」(2, 3)。雖然感染肝炎和變成肝癌
之間相隔了二十至四十年，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十分清楚，但 B 肝病
毒感染引發肝癌高罹患率卻是不爭的事實。研究 B 型肝炎病毒能否引起肝
癌的進展很慢，部分的原因在於 B 型肝炎病毒缺乏動物體外培養的模式。
這種病毒只會感染人和黑猩猩，不會感染其他實驗室常用的小動物或培養
的細胞，因此無法有系統地來研究病毒感染的途徑、在細胞內的複製與基
因表現及長期在體內對肝臟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所以我們對這個病毒之生
物特性了解得很少。近年來肝病藥物的研發有逐漸朝中草藥方向發展的趨
勢，也因為中草藥所蘊含豐富的天然物，例如韓國珍珠草(葉下
珠)(Phyllanthus urinaria L.)已發現其萃取物對肝癌腫瘤有較好的抑制作
10

用，甚至可以抗 B 型肝炎病毒(4)，此為中草藥應用在病毒性肝炎及肝癌的
最佳例證。最近一些學者也試著從其他中草藥當中找出對抗肝炎病毒的有
效成分，像是周正仁等學者從風藤(Piper kadsura)分離出七種天然化合物對
抗 B 型肝炎病毒的(5)，以及 Kim 等學者從訶梨勒(Terminalia chebula Retz.)、
地榆(Sanguisorba officinalis L.)、覆盆子(Rubus coreanus Miq.)和大黃(Rheum
palmatum L.)萃取天然物成分分析抗 B 型肝炎病毒的效果(6)，另外 Wang 等
學者從甘草也萃取出抗病毒之成分(7)，除此之外，很少有文獻探討中草藥
成分對肝炎病毒的研究。
在另一方面，許多文獻指出癌症的發生初期是由發炎反應所引起，而
慢性發炎則是惡性腫瘤生長迅速導致癌症發生之主因(8)。當體內遭受到感
染時，T 淋巴球細胞與巨噬細胞會分泌一些物質如 TNF-α 對抗外來細菌，
iNOS 與 COX-2 分別產生 NO 與 PGs，此過程稱之為發炎反應(9)。發炎反
應的發生可以隔離病原菌，防止病原菌在體內擴散，同時發炎反應亦可被
激發，並吸引大量免疫細胞聚集過來以對抗入侵之病原菌，雖然發炎反應
會出現紅、腫、熱、痛等不舒服的症狀，但卻是身體必要的自我防衛系統。
當身體受到感染時，如細菌或病毒入侵時，在吞噬病菌之 T 淋巴球細胞與
巨噬細胞會釋放一些訊號（細胞激素）給體內其他的白血球，增強毒殺外
來細菌能力。有研究指出體內免疫力增強（具有強大的自我防衛系統）
，可
降低癌症的發生率但是發炎反應持續進行(10)，造成慢性發炎的情況，反而
會增加癌症的發生率(11)。與發炎相關之媒介物質細胞激素、一氧化氮及前
列腺素等亦可能增加癌症發生率，當體內產生過量的發炎因子，促使發炎
反應持續進行而亦增加癌症發生率(12)。原因在於過量的ㄧ氧化氮會快速的
與 superoxide anion（O2-）結合，產生強力的氧化劑 peroxinitrite（ONOO-），
更進一步形成其他活性氧物種，ONOO-會導致 DNA 的修飾作用，造成基因
毒 性 或 與 多 步 驟 致 癌 的 起 始 作 用 有 關 （ 13,14 ）， 因 此 superoxide
dismutase(SOD)、Glutathione(GSH)、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在體內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夠減低體內 H2O2、O2-等自由基的增生，進而減
少細胞間氧化壓力及損傷，亦間接減少體內發炎反應的進行(15,16)。因此
減少體內自由基的增生或適時適度的減低發炎反應是必需的。傳統的抗發
炎藥物如類固醇或是 NSAIDs 等皆有許多不良的副作用，在發揚本土中草
藥的同時又尋找一種低副作用又具抗發炎的藥物。本研究的實施以臺灣特
有蒿屬植物之乙醇抽提物進行試驗，分別實施鎮痛(扭體反應實驗、福馬林
試驗)及抗發炎(λ-carrageenan 誘導足蹠浮腫)之實驗，並測量其生化值
SOD、MDA 及 TP 等，深入探討其可能機轉。
生物在不同環境或是受到不同生物與藥物刺激時，所引起的連鎖反應
最終將呈現在代謝物的表現量。因此近年來，針對小分子層級作定性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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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代謝質體學已越來越受到重視(17)。代謝質體分析中除了可針對某一代
謝物及其相關代謝產物分析外(target metabolite analysis) (18)，另一種為對於
生物樣品中的所有代謝物表現作定性定量分析，此為較全面性的代謝質體
分析(metabolite profiling) (19)。目前在代謝質體分析中，大部分的分析方法
為使用氣相層析-飛行式質譜儀(20)，以及核磁共振儀(NMR)(21)。近年來由
於不需衍生化、分析速度快、靈敏度高與可提供結構訊息等優點，越來越
多代謝質體研究開始採用液相層析質譜儀(LC-MS)(22)分析方法。在植物體
中找尋有活性的代謝產物，已成為新藥開發上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在同
屬不同種間，許多活性成分的表現量上也將產生差異性。菊科(Compositae,
Asteraceae)為維管束植物中最大的科，超過 22750 種被鑑定出來，包含 1620
屬與 12 亞科。在臺灣菊科植物是開花植物中第三大科，僅次於蘭科和禾本
科。根據臺灣植物誌第二版記載，在 84 屬中包含有 221 種及 20 個種下分
類群。其中大約有 51 屬 74 種的植物被用於民間藥，並且有 24 屬 29 種的
植物經化學成分研究，這些植物的化學成分非常多樣性與複雜性(23)。已經
被 發 現 的 化 學 成 分萜有類
(terpenes) ， 類 黃 酮 (flavonoids) ， 香 豆 素
(coumarins)，生物鹼(alkaloids)與 polyalkynes 等。這些化合物中倍半
萜
(sesquiterpenes)及 polyalkynes 通常是有物種特異性。在臺灣被使用作民間藥
的菊科植物常被用於作清熱解毒劑、抗菌劑、消炎劑、降壓、活血化瘀、
去痰、止咳、抗肝炎及抗腫瘤等。菊科蒿屬具有非常多樣的生物活性，其
中抗肝炎與保肝作用為單萜、類黃酮與香豆素，而 eupatolitin 與 arcapillin
為蒿屬內含之類黃酮(24)。對蒿屬植物的免疫作用研究不少，青蒿琥酯能降
低豚鼠表皮郎格罕細胞表(Langerhans’cells, LC)數，可促進 Ts 細胞的誘導活
化，顯著抑制正常小鼠 NK 細胞活性和 ADCC 活性,提升巨噬細胞的吞噬功
能，對白介素-1、白介素-2 活性有抑制作用，可提高α1 抗胰蛋白酶(α2ΑΤ)
抑制活力，顯著降低血清溶菌
酶水準，可抑制小鼠 變應性接觸性皮炎
(ACD)，接觸性及全身性光變態反應，顯著延長皮膚移植排斥反應，抑制炎
症 Arthus 反應程度與氫化可的松，可明顯抑制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發展，可
抑制自身免疫性肌炎。茵陳蒿具有促進白細胞分裂，增加白細胞數目，提
高 T 細胞免疫的活性，參與機體免疫調節和誘生幹擾素等作用，因而能從
多方面提高機體免疫功能。對於 concanavalin A 誘發之肝炎，茵陳蒿湯內含
之黃酮 capillarisin 為主要活性成分(25)。根據文獻檢索，異葉卷柏(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內含之類黃酮對 HepG2 2.15 細胞株之表面抗原與 e 抗原具抑
制作用(26)。艾草(Artemisia princeps)內含之黃酮 eupatilin 與 jaceosidin 對
carrageenan 誘發之發炎反應具抑制作用。而 eupatilin 具有減緩肝細胞因膽
酸誘發之細胞凋亡現象(27)。經結構分析發現其結構共通性為黃酮(flavone)
與黃酮醇(flavonol)，以 Sci Finder 檢索後發現化學公司沒有合成供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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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合成蒿屬抗肝炎主成分 eupatolitin(黃酮醇)與 arcapillin(黃酮)，以提供足
量研究作用機轉之用。臺灣特有蒿屬中，山艾(A. kawakami Hayata)、細葉
山艾(A. morrisonensis Hayata)、高山艾(A. oligocarpa Hayata)較常發現。蒿屬
分類不易，根據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可將 15 種一變種艾屬進行分類，但
高山品種分類更困難，如有藥用價值，非常容易造成誤用的情形，因此亟
需開發新的分類技術或方法，以供正確判別植物物種。此外，五月艾(艾)，
廣泛分佈於平地至高海拔，生長於平地與高海拔之艾草其藥效是否有不同?
亦為本計畫欲探討之重點。代謝質體學的應用於植物的分類，尤其在藥用
植物因生長環境差異，如氣候、海拔等不同造成內含二次代謝物之差異，
或不同發育階段之代謝物之含量，將可提供中草藥研究學者更深入的探討。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全面性的代謝質體學平台，鑑別細葉山艾、山
艾與高山艾於不同季節、海拔時在代謝體上的表現差異性，並建立不同種
間的個別代謝物的質譜/質譜資料庫。此方式不僅可幫助研究者在特定活性
成分的找尋上可以有一個資料庫搜尋，並可幫助不同物種在相同活性成分
上的交叉比對搜尋。日後更可使研究者可以選擇表現量最高的物種來加以
純化該活性成分。最重要的由於生長於高山區域之艾草不易以型態加以分
辨，藉助於代謝質體平台，以代謝物之差異加以分類，而代謝物之差異直
接影響藥效，因此將非常有助於藥用資源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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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分離純化臺灣特有蒿屬植物(細葉山艾、山艾、高山艾)與艾草之成分，
並對成分之結構進行鑑定。
甲醇萃取液以二氯甲烷-水進行液-液分配三次，二氯甲烷層減壓濃縮後
得到二氯甲烷層；接續以乙酸乙酯對水層進行液-液分配三次，乙酸乙酯層
減壓濃縮後得到乙酸乙酯層；接續以正丁醇對水層進行液-液分配三次，正
丁醇層減壓濃縮後得到正丁醇層。分離以矽膠管柱層析、膠濾層析與高效
液相層析為主。
二、臺灣特有蒿屬植物成分對 B 型肝炎病毒的複製及繁殖之基因調控機制。
以 HuH7 穩定轉染細胞株或 HepG2.2.15 肝癌細胞株培養為模式，探討
對臺灣特有蒿屬植物成分對 B 型肝炎病毒的複製及繁殖之基因調控機制。
(一) HuH7 穩定轉染 B 型肝炎病毒基因細胞株（stable transfectant）之天
然物篩選平台建立。
本部分採用 HuH7 hepatoma 細胞株經由 lipofectamine 2000
(Invitrogen)轉染（transfect）pHBsAg 由本實驗室過去已建構之表現
質體 DNA（plasmid）48 小時後，再以 G418（300 g/ml）進行培養
篩選，經過 14 天之 clonal expansion 篩選後，以酵素免疫分析法
（ELISA）追蹤測定經病毒基因轉染後之 HuH7 細胞株表現肝炎病
毒表面抗原（HBsAg）之效價，當其表現量達到穩定階層（stable
expression），即可用來當作天然物抗肝炎病毒基因表現之篩選與機
制分析平台。
(二)分析天然萃取物對 B 型肝炎病毒 DNA 複製的影響（病毒複製）。
本部份採用肝癌細胞株HepG2.2.15，此株肝癌細胞在培養中可
自然產生B型肝炎病毒顆粒釋放到培養基，因此可以當作病毒感染
模式，可作為所萃取天然物之活性測試評估；將B型肝炎病毒
genomic DNA從肝癌細胞株純化出來，經由南方墨點技術（Southern
blot）分析；首先，病毒DNA從細胞內核心顆粒（core particles），
此實驗中，5 X106個細胞培養在10公分的培養皿中，經過不同濃渡
之 天 然 萃 取 物 處 理 72 小 時 後 ， 將 細 胞 收 取 打 破 離 心 分 離 出
capsid-associated viral DNA，以1 %瓊膠/1XTAE緩衝液進行電泳，
再轉漬到Hybond N+ nitrocellular membrane（Amsham Biosciences
UK）
，進行南方墨點分析，轉漬到membrane上的B型肝炎病毒DNA
32
由 P標定的B肝病毒DNA探針（probe）進行雜化（hybridization）
（此病毒探針由HBV2質體經EcoRI限制酶切取純化）、清洗及自動
放射性底片（X-ray film）感光，底片感光所呈現之病毒DNA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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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儀器掃瞄定量分析。
(三)北方墨點法分析天然萃取物對病毒轉錄之 RNA（Northern blot）表
現量影響。
除了分析 B 型肝炎病毒之 DNA 複製情形，另一方面也探討所
萃取天然物對病毒基因轉錄的影響，病毒 RNA 可利用純化試劑組
（extraction kit）純化出來，然後取 25 g 以 formaldehyde 將 RNA
denature，經過 1 %瓊膠電泳分離轉漬到 nylon membrane，再以標定
的 B 型肝炎病毒 DNA 探針（50 ng）進行雜化（北方墨點，Northern
blot）
，接著自動感光在 X-ray film，病毒所表現的 precore/pregenomic,
preS/S 及 X mRNA 經由定量分析。
(四)酵素免疫分析法（Enzymatic immunoassay, EIA）分析天然萃取物對
培養基病毒表面蛋白量釋放量的影響。
肝癌細胞處理天然萃取物之培養培養基（culture supernatants）
收集起來，以EIA assay kit（General Biologicals Corp., Industrial Park,
Hsin Chu, Taiwan）分析量化。
(五)天然萃取物對肝癌細胞生長及毒殺性影響（MTS assay）。
將 HepG2 2.2.15 肝癌細胞株（2×105/well）培養在 96-well 培養
盤 或 以 HuH7 (human hepatoma cell line) 、 HepG2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及 AGS (human gastric cancer
epithelial cell line)為實驗對照組)，24 小時候經含有不同稀釋濃度之
天然萃取物的 MEM 培養液（不含血清）培養 72 小時（3 天）後，
將培養液移除，以 PBS（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清洗三次，加入
200 l/well 的 MEM 培養液
（不含胎牛血清）以及 20 l/well2.5mg/ml
3-(4,5-dimethylthiazol-2-yl)-5-(3-carboxymethoxyphenyl)-2-(4-sulfoph
enyl)-2H-tetrazolium(MTS)溶液（Promega, Madison, WI），培養在
37℃暗室 3~4 小時，接著在 O.D.490 的吸光波長下測得數值，再進
一步計算細胞生長抑制比例：
細胞毒殺百分比=(1-實驗組平均吸收數值/控制組平均吸收數
值)X100
(六)Transfection and luciferase activity assay。
HuH7 或HepG2 cell為培養模式，將6×104 cells/well (24 well
plate)或是3×105 cells/well (35mm 培養皿)培養在plate或培養皿18小
時後，以lipofectamine 2000 (Invitrogen)進行DNA轉染（transfection）
將含病毒基因啟動子（promoter）之luciferase reporter construct送到
細胞內表現，經過48小時後，以不同濃度之天然萃取物處理24小時
候，再以試劑套組（promega）分析細胞中luciferase 活性用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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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子活性是否受到天然萃取物處理的影響。
(七)以 Real-Time PCR 反應分析 B 型肝炎病毒 DNA 之複製或 RNA 表現
之程度
1. 反轉錄酵素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 reaction, RT)
(1) HepG2 2.2.15 total RNA 由 TriZol isolation kit（Invitrogen）抽
取，再取 1 μg RNA 利用 CDS III 3’PCR primer 和 SMART IV
oligonucleotide，依下述反應經反轉錄作用合成 first strand
cDNA。
(2)將 1μg RNA 與 1μl CDS III 3’PCR primer 及 1μl SMART IV
oligonucleotide，於 72 ℃ 10 分鐘反應，結束後立即移至冰上 5
分鐘。
依序加入下列藥品，於 42 ℃ 1hr 進行 RT 反應：
5X first-strand buffer 4 μl
dNTP (10 mM) 2 μl
DDT (20 mM) 2 μl
Reverse transcriptase 1 μl
在研究中利用即時定量聚合酶鏈鎖反應器來做基因表現的
定量。使用 ABI 7300 Real-Time PCR System 即時偵測各 PCR 產
物所表現 SYBR-green 的量來做基因表現情形的相對定量。
SYBR-green 為一可鑲嵌於雙股 DNA 之螢光染劑，當其起始鑲嵌
於放大基因片段時螢光值之訊號會相對增加，增加的螢光量便可
視為是 PCR 反應中所合成產物量的增加。研究的標的為 HBV 基
因組，並以 house keeping 基因 (housekeeping gene) 18SrRNA(18S
ribosomalRNA) 作 為 每 一 次 實 驗 中 的 內 部 基 因 標 準 對 照
(endogenous reference standard ）。 反 應 試 劑 為 50 ng cDNA
template、1×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包含有 1×SYBER
Green buffer、5 mM MgCl2、200 μM dNTP、80 % glycerol、200 nM
引子
2. PCR 條件
研究中所有樣本均至少做三重複實驗，首先加熱 50 °C 2 分
鐘，升溫到 95 °C 10 分鐘後，接著從 95 °C 15 分鐘到 60 °C 1 分
鐘這個步驟進行 40 個循環，最後升溫至 95 °C 反應 15 分鐘。
3. 引子設計
研究中所使用到的 primer 均以 Primer Express 3.0 進行設計，
基因序列的來源則為 NCBI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之 GenBank。其設計片段長度約 10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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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現量分析
所得到之實驗結果數據是利用 ABI 7300 軟體來進行分析。
利用 Ct 值以下列公式進行計算。
ΔCT＝CT target－CT reference
ΔΔCT ＝CT sample－CT calibrator
Related amount＝2－ΔΔCT
三、代謝質體分析
利用 LC-MS 分析臺灣特有細葉山艾、山艾與高山艾植物萃取液，將各
別樣品進行質譜全掃描(MS scan)後，經由統計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 Profile analysis, Bruker)分析，可將不同的細葉山艾、山艾與
高山艾植物類作分群。代謝體表現越接近，則在 Score plot-PCA 中樣品族群
越接近。挑選任兩種族群後，再進行 loading plot 統計分析後，則可得知在
兩種族群中表現量差異性最高的小分子。對此差異性高的小分子可再進行
MS/MS 功能，或以 NMR 分析，以嘗試獲得該分子的定性資料。
四、體內鎮痛與抗發炎評估
(一)實驗藥材
細葉山艾(Artermisia morrisonensis)於民國 100 年 4 月 8 日，
由計畫主持人採集。實驗前由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
學系郭主任昭麟鑑定之。採回之材料清洗乾淨後陰乾秤重。使用
剪刀將其剪碎，浸泡在 70%乙醇中過濾後(重覆 4 次)，經減壓濃縮
乾燥得細葉山艾醇抽提物(以下簡稱 Am)。Am 置於冰箱冷凍儲
存，時驗前，使用瑪腦研缽研磨均勻後緩緩加入二次水調製適當
之濃度，供接下來時驗之使用。
(二)實驗分組
本實驗之進行，將左手香萃取物分成 0.1、0.5 及 1.0 g/kg 三個
劑量給藥治療，另外還有一組正對照組採用 indomethacin 以及ㄧ
組誘導組，每一組 10 隻， 镇痛實驗採用的是ICR 小鼠(20~23g/隻)，
浮腫試驗採用的是 ICR 小鼠(32~35g/隻)。
(三)實驗方法
1. 鎮痛實驗模式：
(1)扭體反應試驗(Writhing Response Test)：(28)
將 ICR 小鼠給予 Am(20、100、500 mg/kg, p.o.)，再分
別於給藥後 55 分鐘給予 1%醋酸(0.1ml/10g, i.p.)，立即丟入
觀察箱，觀察小鼠在給予醋酸後 5 分鐘到 15 分鐘之間，因
醋酸引起之腹部肌肉內縮、後腿伸直、身體扭曲拉長之表
現。並在注射醋酸前 25 分鐘使用 indomathacin (10 mg/kg,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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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對照組。
(2)福馬林試驗(Formalin Test)：(29)
福馬林誘導老鼠舔足試驗，使用 Dubuisson ＆ Dennis
修飾後的方法，將 ICR 小鼠給予 Am(20、100、500 g/kg, p.o.)，
再分別給藥後的 60 分鐘後，用微量注射器以 27 號針頭，於
ICR 小鼠右後足蹠注射 20μl 之 5%福馬林溶液，立即丟入觀
察箱，記錄其舔足在早期及後期中累積之時間，共 30 分鐘，
0~5 分鐘稱之為早期(early phase)；20~30 分鐘稱之為後期(late
phase)。並在注射福馬林前 30 分鐘使用 indomathacin (10
mg/kg, i.p.)為正對照組。
2. 抗炎實驗模式：(30)
(1)角叉菜膠誘導足蹠腫脹試驗
實驗前，使用奇異筆在 ICR 小鼠右後踝關節畫上記號，
將其置入浮腫測定儀器，量正常足蹠的體積後分別在 ICR 小
鼠右後足蹠皮下注射 1% λ-carrageenan(50μl/隻)使其發炎。在
第二個小時分別給予 Am(20、100、500 g/kg, p.o.)，在第二
點五個小時正對照組 indomathacin (10 mg/kg, i.p.)。給予誘導
後每隔一個小時測量足蹠體積一次，連續四個小時並記錄結
果。
(2)角叉菜膠誘導足蹠腫脹機轉之研究
分 別 在 ICR 小 鼠 右 後 足 蹠 皮 下 注 射
1%λ-carrageenan(50μl/隻)使其發炎。在第二個小時分別給予
Am(20、100、500 g/kg, p.o.)，在第二點五個小時給予正對照
組 indomathacin (10 mg/kg, i.p.)。於第三個小時，將動物以舒
泰麻醉後取其肝臟，研究其 Am 對肝臟抗氧化酵素活性之影
響(31)。
A. SOD Assay (31)
取 20 µl 的混合液加入 120 µl 0.1M Phosphate buffer
（CAPS 40 mmol/L 、EDTA 0.94 mmol/L，PH7.0）均勻混
合，最後取 5 µl 混合液加入 340 µl Mixed Substrate1
（xanthine 0.05 mmol/L、I.N.T 0.025 mmol/L），再加入
xanthine oxidase 呈色，混合均勻後於波長 505 nm，反應
溫度 37℃下測量吸光值，每隔 30 秒測量一次，總共測量
3 分鐘，計算每分鐘吸光值變化速 率，以多重校正曲線計
算濃度)。SOD 活性以單位時間內抑制 I.NT 自動氧化速率
為一單位（U）
，肝組織內 SOD 比活性以 U/mg protein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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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B.取肝均質液 50 μL，加入 350 μL 的 0.9%之 normal saline 混
和 均 勻 ， 加 入 Biuret reagent(sodium hydroxide 100
mmol/L、Na-K-tartrate 16 mmol/L、potassium iodide 15
mmol/L、cupric sulphate 6 mmol/L)使產生呈增色反應，波
長 550 nm 條件下測量吸光值，每隔 25 秒測量一次吸光值
變化，於反應第 15min 達反應終點，以人血清為 protein
standard ， 濃 度 (6.0 g/dL) 產 生 吸 光 值 變 化 扣 除 blank
reagent (Sodium hydroxide 100 mmol/L、Na-K-tartrate 16
mmol/L)之吸光度差，換算出轉換係數(F)，進而換算出肝
組織 total protein 之濃度，肝組織 total protein 之表示方是
為 g/dL。
C.腳掌組織液中脂質過氧化(33)
取 0.2ml 足蹠均質液加入 0.8 ml phosphate buffer
saline、0.0025 ml BHT 與 0.5 ml TCA（30％） 混和均勻
後靜置兩小時後離心（2000 rpm、15 分鐘）
，取上清液 1.0
ml 加入 0.075 ml EDTA（0.1M）與 0.025 ml TBA（1％ in
0.05N NaOH solution），混和均勻後於沸水浴中加熱 15 分
鐘，於波長 532 與 600 nm 測得吸光值 A532 與 A600，組
織脂質過氧化濃度以（A532-A600）/1.56/100000 求得，
脂質過氧化濃度以 nmol MDA/mg hemoglobin 表示。
D. IL-6 濃度測定
本 分 析 是 採 用量
定的 三 明 治 酵 素 免 疫 分 析 法
(quantitative sandwich enzyme immunoassay technique)來測
定 mice IL-6 的濃度。先將一種對 IL-6 有特異性的 capture
antibody 結合在 microplate 上，當標準品和樣本被加入
wells 中後，加入對 TNF-α 有特異性的 enzyme-linked
polyclonal antibody(detection antibody) ， 加 入 substrate
solution(avidin-HRP conjugate)，incubation 一段時間後，
加入 substrate reagent(ABTS)使顏色呈現出來，終止反應後
再波長 450nm 的吸光值下以得到樣本中 IL-6 濃度。
E. TNF-α 濃度測定(34)
本 分 析 是 採 用量
定的 三 明 治 酵 素 免 疫 分 析 法
(quantitative sandwich enzyme immunoassay technique)來測
定 mice TNF-α 的濃度。先將一種對 TNF-α 有特異性的
capture antibody 結合在 microplate 上，當標準品和樣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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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ells 中後，加入對 TNF-α 有特異性的 enzyme-linked
polyclonal antibody(detection antibody) ， 加 入 substrate
solution(avidin-HRP conjugate)，incubation 一段時間後，
加入 substrate reagent(ABTS)使顏色呈現出來，終止反應後
再波長 450nm 的吸光值下以得到樣本中 TNF-α 濃度。
四、統計學分析：
本實驗所得之數據，以 One-Way ANOVA 分析其變異數，再以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檢定，統計並分析其間差 異之顯著性，凡 P 值小於 0.05
以下時，則認為有統計意義。
五、臺灣特有蒿屬植物萃取物免疫調節功能試驗 Dendritic cell 的製備
取出小鼠的完整腿骨，在 70%酒精中浸泡 1 分鐘消毒，以剪刀剪去兩
端並以 PBS 沖出骨髓，並以針筒抽吸數次使細胞團塊打散，加入 ACK buffer
(invitrogen)室溫作用 2 分鐘去除紅血球，使用 cell strainer (BD)濾除骨渣並
離心收集細胞，加入 RPMI1640 培養液（penicillin 100 U/ml, streptomycin 100
μg/ml, sodium pyruvate 2 mM, 1x NEAA 5 ml, 2-mercaptoethanol 100 mM, 及
10% heat-inactivated FBS）使細胞數成 5x105 /ml。加入 GM-CSF 使最終濃
度為 10 μg/ml，培養 dendritic cell，此後每隔兩天定期補充含 GM-CSF 之培
養液，直到第六～八天可進行加藥實驗。加入待測試之藥物培養 1~2 小時
後，再加入 transport 抑制劑 brefeldin A (Biolegend)作用 4 小時，離心收取
細胞。以 staining buffer (2% FBS, 0.01% NaN3/ D-PBS)稀釋 200x 之
FITC-conjugated anti-CD11C 抗體 4℃避光作用 30 分鐘，加入 D-PBS 200 μl
後直接離心去除抗體。4% formaldehyde/D-PBS 於 4℃固定細胞 20 分鐘，
D-PBS 清洗細胞後，再加入以 1x permeabilization buffer (biolegend) 稀釋
200x 之 PE-conjugated anti-TNFα 抗體 4℃避光作用 30 分鐘，以 D-PBS 清洗
細胞並重新懸浮，三天內進行流式細胞儀試驗，分析 DC 細胞內 TNFα 的變
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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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蒿屬植物抗肝癌暨抗 B 型肝炎病毒天然物之活性分析
本研究為了比較相關抗肝癌及抗B型肝炎病毒之活性，因此選擇相關植
物物種與本研究主要分析之蒿屬物種進行其天然萃取物之生物活性分析。
首先，以黃芩（Scutellaria）、葉下珠（珍珠草，Phyllanthus urinaria L.）等
已知為治療肝病有效之中草藥物種為比較依據，分別進行其水、乙醇萃取
物之抗肝癌及肝炎病毒活性分析，在所培養之肝癌細胞株HepG2 2.2.15毒性
方面，黃芩水萃物及乙醇萃取物經處理在濃度大於40 µg/ml以上即具有細胞
毒性（請參見圖一）
，到處理最大劑量為320 µg/ml達到最大毒殺活性，在葉
下珠之水萃及乙醇萃取物處理情形下，在處理濃度大於40 µg/ml下即具有細
胞毒性（請參見圖二）
，以黃芩 苷（
Baicalin）做對照活性試驗結果顯示其處
理劑量大於80 µg/ml即具有肝癌細胞毒性（參見圖八）；本研究所採集之蒿
屬植物同樣經由相同步驟進行水萃取與乙醇萃取所得到之萃取物一併進行
肝癌細胞毒性分析，從分析結果顯示，平地艾草（Artemisia argyi）水萃物
與處理劑量大於5 µg/ml以上，乙醇萃取物處理劑量大於40 µg/ml以上即具有
細胞毒性（參見圖三），細葉山艾（Artemisia morrisonensis）之水萃物處理
劑量大於320 µg/ml，乙醇萃取物處理劑量大於20 µg/ml即具有細胞毒性（參
見圖四），此外，從較高海拔所採集之艾草（合歡山梅峰，海拔2250公尺）
經由同樣萃取與處理步驟，其水萃物處理劑量大於160 µg/ml以及乙醇萃取
物處理劑量大於80 µg/ml（參見圖五）
，即具有細胞毒性，經由比對平地及
高海拔所採集之艾草天然萃取物活性分析結果顯示，在平地所採集之艾草
水萃物及乙醇萃取物經由處理肝癌細胞，其肝癌細胞毒殺活性較高海拔所
採集之艾草抗活性較高，為了顯示這些處理活性之專一性，本研究也以
5-Fluorouracil抗癌藥為比較陽性對照組（參見圖七）
，但以上細胞毒性處理
實驗除了艾草水萃物抗癌效果與5-Fluorouracil相仿外，其他對照植物及所採
集蒿屬植物天然萃取物之抗肝癌活性較5-Fluorouracil為低，但艾草水萃物為
粗萃物具有與抗癌藥相當之抗癌活性，顯示及所含之抗癌成分所具有的活
性應該會比所對照之抗癌藥來的高。除此之外，本研究也採集高山艾及山
艾等蒿屬物種萃取其天然成分以進一步分析抗肝癌細胞之活性，從圖六結
果顯示，計畫執行其間於夏季所採集之山艾水萃物與高山艾水萃物並未發
現有肝癌細胞毒殺活性（>320µg/ml），而抗肝炎病毒之藥物拉美芙錠
（Lamivudine, 3TC）在進行處理下，處理劑量大於80 µg/ml即具有肝細胞毒
性；進一步從細葉山艾萃取物中純化分離出七個萃取物同樣進行細胞毒性
分析，結果顯示AM-EA在處理劑量大於40 µg/ml時具有細胞毒性（參見圖
十），AM-AQ處理並未有細胞毒性（參見圖十），而AM-EA1處理劑量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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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µg/ml具有細胞毒性（參見圖十一）
，AM-EA2處理劑量大於10 µg/ml即具
有細胞毒性（參見圖十一）
，而AM-EA3及AM-EA4在處理劑量大於40 µg/ml
即具有細胞毒性（參見圖十二）
，AM-EA22-3在處理劑量大於80 µg/ml即具
有細胞毒性（參見圖十三）
，因此，從細葉山艾進一步相關萃取物中之肝癌
細胞毒性分析結果顯示AM-EA2此分液層萃取物具有相對較高的肝癌細胞
毒性，即具有抗肝癌活性。此外，本計畫預計合成之化合物Arcapillin也進
行其肝癌細胞毒性分析，結果顯示Arcapillin在處理劑量大於80 µg/ml時即具
有肝癌細胞毒性（參見圖十三）。在細葉山艾（AM）、高山艾（AO）及山
艾（AK）分離流程中，陸續得到之分液層萃取物AM1~6, AK1~6以及AO1~6
也進行肝癌細胞毒性分析，結果顯示AM分液層萃取物在處理劑量大於160
µg/ml時（圖十四、十五），AK分液層萃取物處理劑量大於80 µg/ml（圖十
六、十七）以及AO分液層萃取物處理劑量大於160 µg/ml時（圖十八、十九）
，
即具有肝細胞毒性。本研究為了比較在不同季節所採集之蒿屬植物其活性
是否相同，除了在夏季進行採集之外，也在秋季也進行採集，唯在夏季所
採得之山艾與高山艾物種，因非屬其高山之生長季節，數量非常少，僅能
進行水萃取物之分析，所以除了山艾與高山艾只有水萃物可以比對不同季
節之活性差異外，其餘蒿屬物種如艾草（高山）
、細葉山艾等物種皆可以比
較其水萃取物與乙醇萃取物活性之季節差異性，從細胞毒性結果顯示，在
秋天所採集之高山艾水萃取物其細胞毒殺活性（0.625 µg/ml）
（參見圖二十）
明顯比夏季所採集之高山艾水萃物活性（>320µg/ml）
（參見圖六）高很多，
而山艾水萃物活性在秋季所採集之肝癌細胞毒殺活性（160 µg/ml）
（圖二十
一）比在夏季所採集之水萃物活性（>320 µg/ml）（圖六）為高，因此在山
艾與高山艾在夏、秋等不同季節，其活性皆偏向於秋季之天然水萃取物抗
肝癌活性大於夏季，而高山艾之水萃取物抗肝癌活性其季節活性差異最為
明顯。而在秋季所採集之高山艾及山艾其乙醇萃取物具有肝癌細胞毒殺活
性之劑量皆為10 µg/ml。而細葉山艾水萃物在夏秋季節間其活性並沒有明顯
差異，而細葉山艾之乙醇萃取物細胞毒性在秋季之處理劑量20 µg/ml具有細
胞毒性有略高於夏季所採集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之40 µg/ml具細胞毒性之
處理劑量，在艾草（梅峰採集）方面，艾草水萃物在秋季處理劑量大於320
µg/ml才具有細胞毒性（圖二十三），與夏季採集之處理劑量活性相仿（圖
五），而乙醇萃取物活性在秋季所採集之處理劑量為20 µg/ml即具有細胞活
性（圖二十三）
，但在夏季所採集之處理劑量需到達160 µg/ml才具有細胞毒
性（圖五）
，顯示細葉山艾抗肝癌活性其乙醇萃取物具有季節不同之活性差
異。
在抗B型肝炎病毒方面，本研究將以上測試肝癌細胞毒性之蒿屬及對照
植物及合成之萃取物，以其非造成肝細胞毒性之最大三種處理劑量進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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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後，再將處理後之肝癌細胞株HepG2 2.2.15培養基（conditioned medium）
收集起來，進行培養基中B型肝炎病毒抗原分泌量之偵測以分析這些蒿屬植
物天然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抑制活性之影響。從分析B型肝炎病毒之
HBsAg及HBeAg等抗原分泌量結果，黃芩水萃物對B型肝炎病毒之HBsAg
及HBeAg等抗原分泌量，除了HBsAg有抑制作用外，對HBeAg分泌並沒有
抑制作用（參見圖二十四）
，但在黃芩乙醇萃取物之處理下，可發現隨者處
理劑量增加，抑制HBsAg抗原表現及分泌非常明顯，但HBeAg之表現抑制
作用較差，但還是有抑制作用（圖二十五）
，而葉下珠之水萃物與乙醇萃取
物經由處理可以明顯抑制HBsAg及HBeAg兩種病毒抗原之表現與分泌（圖
二十六、二十七）
。平地所採集之艾草其水萃物、乙醇萃取物處理下觀察到
明顯具有抑制HBsAg及HBeAg之表現（圖二十八、二十九）
，而細葉山艾水
萃取物處理能明顯發現抑制HBsAg之表現（圖三十）
，而細葉山艾乙醇萃取
物經由處理則顯示能抑制HBsAg及HBeAg病毒抗原之表現（圖三十一）
，高
海拔梅峰所採集之艾草萃取物中，水萃取物處理能明顯抑制HBsAg及部份
HBeAg的表現，然而其乙醇萃取物處理後只能明顯抑制HBsAg表現，對
HBeAg則抑制效果有限（圖三十二、三十三）
，有趣的是，在較高海拔之合
歡山松雪樓附近所採集之艾草萃取物進行處理時，水萃物處理並沒有明顯
之抑制HBsAg及HBeAg表現能力，而其乙醇萃取物因採集數量有限而未萃
取並進行測試。在山艾與高山艾之萃取物抗病毒活性分析方面，結果顯示
這兩物種水萃取物似乎對HBsAg抑制效果較HBeAg明顯（圖三十五、三十
六）
。在一系列的細葉山艾進一步分液純化萃取過程所得到之萃取物分析其
抗病毒活性方面，由圖三十七結果顯示細葉山艾AM-EA層萃取物對HBsAg
及HBeAg抗原具有抑制作用，AM-AQ對HBsAg及HBeAg表現之抑制效果較
AM-EA萃取物較不明顯（圖三十八），但還是有效果，而AM-EA分液層進
一步分液純化所得之分液層萃取物AM-EA1~4等四個分液層萃取物經由分
析顯示皆具有抑制HBsAg及HBeAg病毒抗原之效果（圖三十九、四十、四
十一、四十二），尤其是AM-EA2分液層萃取物之實驗結果顯示抑制病毒抗
原表現所需之處理劑量較其他分液層萃取物來的低，顯示AM-EA2此分液層
萃取物中具有相當抗病毒之化合物成分。另外，在新純化之純化合物
AM-EA22-3處理下，具有明顯抑制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抑制能力（圖四十
四）
，此化合物將來可進一步分析其抗病毒之細部機制。在細葉山艾（AM）
、
山艾（AK）及高山艾（AO）衍生化合萃取物AM1~6、AK1~6及AO1~6方
面，經由處理後，只有AM1萃取物具有抑制HBsAg之活性其他如AK及AO
之萃取物對B肝病毒抗原表現抑制活性則並沒有在測試中發現（參見表
一）。至於在不同採集季節蒿屬植物天然萃取物抗B型肝炎病毒之活性比較
方面，在夏季所採集山艾水萃物抗B型肝炎病毒HBsAg抗原表現（SI: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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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秋季所採集之水萃物活性（SI: 3.09）（圖六十八）較高，而抑制HBeAg
表現活性夏季採集之水萃物活性（沒有活性，參見表一）比秋季採集之水
萃物活性（SI: 3.18）
（圖六十八）來的低；高山艾水萃物在夏季採集之抑制
病毒HBsAg抗原表現活性（SI: >5）較秋季採集之活性（沒有活性，參見表
一）為高，而抑制病毒HBeAg表現在夏季所採集之活性（SI: >2.84）較秋季
所採集之活性（沒有活性，，參見表一）為高，因山艾及高山艾之乙醇萃
取物只有秋季所採集之樣本，所以無從比較。另外在細葉山艾部分，其水
萃物在夏季所採集之抑制HBsAg活性（SI: 7.54）較秋季所採集之活性（SI:
>0.81）（圖七十一）為高，而乙醇萃取物夏季採集之抑制HBsAg活性（SI:
8.59）較秋季所採集之活性（SI: 8.09）
（圖七十二）差異不大，至於夏季所
採集水萃物抑制HBeAg活性（沒有活性）較秋季採集之活性（SI: 0.7）（圖
七十一）稍微低一點，而乙醇萃取物之活性在夏季所採集（SI: 5.88）較秋
季採集活性（SI: 0.76）為高；高海拔梅峰艾草水萃物夏季採集之抑制HBsAg
表現活性（SI: 4.46）較秋季所採集之活性（SI: >1.03）（圖七十二）為高，
抑制」HBeAg活性夏季（SI: 1.44）較秋季（SI: 1.14）
（圖七十二）差異不大，
在乙醇萃取物方面，抑制HBsAg活性夏季（SI: 1.23）較秋季（SI: 7.32）
（圖
七十三）為低，而抑制HBeAg表現夏季與秋季都沒有活性（參見表一）
（圖
七十四）
。因此，經由不同季節採集之蒿屬植物萃取物活性方面，夏季所採
集之水萃物抑制HBsAg活性明顯大於秋季的為山艾、高山艾、細葉山艾及
梅峰艾草，而抑制HBeAg在夏季較為顯著的為高山艾，在乙醇萃取物方面，
抑制HBsAg活性明顯大於秋季的為細葉山艾，而抑制HBeAg活性則幾乎沒
有季節性差異。而計畫預計合成之相關化合物Arcapillin經由處理也發現具
有抑制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活性（圖四十三）
，也是一個研究其抗病毒機制
之化合物。另外，由生技公司所購得之Baicalin（黃芩苷）經由處理也顯示
具有抑制HBsAg及HBeAg之活性（圖四十五），Lamivudine（3TC）為抗肝
炎病毒已知之陽性對照組，經由處理只發現明顯抑制HBsAg之表現，但不
影響HBeAg之表現（此結果為過去文獻已發表之結果）
，因此從相關之蒿屬
植物萃取物、純化之化合物及合成之化合物大部分顯示具有抑制B型肝炎病
毒抗原之活性。
在抑制B型肝炎病毒（HBV）DNA複製方面，本研究主要分析培養過
程中釋放到培養基之病毒顆粒進行萃取純化接著以Real-time PCR分析病毒
DNA含量以評估萃取物及純化化合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結
果顯示，黃芩萃取物（水萃物及乙醇萃取物）經由處理劑量在20 µg/ml即具
有明顯之降低HBV DNA的複製量（圖四十七）
，葉下珠水萃物及乙醇萃取
物在劑量20 µg/ml處理下即已具有抑制HBV DNA複製及表現，但水萃物處
理較乙醇萃取物活性明顯較好（圖四十八）
，平地艾草之萃取物（水萃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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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萃取物）處理下，顯示具有明顯之降低HBV DNA表現之活性（圖四十
九）
，且其抑制活性劑量比葉下珠（珍珠草）萃取物處理劑量要來的低，顯
示其抑制B肝病毒DNA複製活性較葉下珠來的好。在細葉山艾部份，個別以
非細胞毒性之劑量進行處理下，可發現細葉山艾萃取物（水萃物及乙醇萃
取物）皆具有抑制肝炎病毒DNA複製及表現之活性（圖五十）
，在高海拔松
雪樓所採集之艾草萃取物處理下，顯示松雪樓採集之艾草水萃物具有抑制
病毒DNA表現之活性（圖五十一）
，山艾水萃物同樣處理下也具有抑制病毒
DNA複製之活性（圖五十二）
，但不如松雪樓採集之艾草來的強。高山艾萃
取物處理下，顯示並未具有抑制病毒DNA複製表現之活性（圖五十三）
。細
葉山艾衍生萃取物AM-EA、AM-AQ、AM-EA1~4等這六個分液萃取物經由
處理後，顯示具有劑量效應之抑制病毒DNA複製之活性（圖五十四～五十
九）
，在AM-EA2分液層萃取物之處理劑量達到抑制病毒DNA複製之效能較
其他細葉山艾分液層之效能來的好。在新純化之細葉山艾純化合物
AM-EA22-3以及合成之Arcapillin化合物處理下，處理劑量40 µg/ml即具有明
顯之病毒DNA抑制效果（圖六十）。除此之外，本研究以所購得之黃芩 苷
（Baicalin）與Lamivudine（3TC）進行處理，結果顯示baicalin處理劑量在
10 µg/ml即具有明顯抑制B肝病毒DNA之複製活性（圖六十一）
，而3TC為抗
肝炎病毒DNA複製之陽性對照組，結果顯示很明顯之抑制活性（圖六十二）
。
由以上之抗肝炎病毒活性試驗結果顯示許多抗肝炎病毒之活性萃取物
被鑑定出來，其中不乏有些純化合物及非常具有抗病毒活性之細葉山艾分
液萃取物，因此我們想更進一步分析這些具抗肝炎病毒活性之化合成分其
抗病毒機制為何，因此，進一步從HepG2 2.2.15細胞株所含有之B肝病毒
DNA序列經由PCR分別clone出四個病毒基因啟動子DNA序列，以pGL4.17
載 體 為 基 底 建 立 出 啟 動 子 - 報 導 基 因 質 體 （ promoter-reporter containing
plasmid）
，包括pC-Luc（B肝病毒核心蛋白基因啟動子）
、pX-Luc（B肝病毒
X基因啟動子）
、pS-Luc（B肝病毒表面抗原主要基因啟動子）以及pPreS-Luc
（B肝病毒表面抗原基因上游PreS啟動子）等，藉由這些報導基因之構築將
可提供進一步分析研究蒿屬植物萃取純化物對病毒抑制之影響是否透過影
響病毒基因之活性所致。本研究主要以較具抗肝炎病毒活性之細葉山艾分
液萃取層AM-EA2、AM-EA3以及純化合物AM-EA22-3分別分析這些萃取物
之處理對病毒基因啟動子之活性影響，利用lipofectamine轉染方式先將以上
四個主要病毒啟動子報導基因送進肝細胞株HepG2，轉染經過18小時後，在
進行萃取物之處理繼續延續48小時培養，然後將處理後之HepG2細胞溶解得
到其cell lysate接著用Dual-luciferase assay kit（promega）測得報導基因之表
現活性以評估這些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基因活性之影響。從分析結果顯示
處理AM-EA2分液層萃取物（5 µg/ml）之後，對病毒X基因啟動子具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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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活化效應（圖六十五）
，其他病毒基因啟動子之活性則沒有明顯之活性差
異，在處理AM-EA3（40 µg/ml）之後，也發現其明顯增加病毒X基因啟動
子之活性卻不影響其他三個基因之活性（圖六十六）
，而處理AM-EA22-3純
化合物後，則發現除了明顯增加病毒X基因表現活性外，其他三個基因
（Core、S、PreS）基因活性有稍微增加之趨勢（圖六十七）
，至於經由處理
細葉山艾萃取物後沒有抑制肝炎病毒基因活性之外，反而增加其病毒X基因
之活性，此現象對這些萃取物抑制B肝病毒之機制為何，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研究。
經由文獻探討有研究顯示經由相關要裡活性萃取物之處理明顯會增加
肝細胞內質網壓力（ER stress）而促使肝炎病毒大量堆積在細胞內而不釋放
出去，此機制是否會發生在本研究所用之蒿屬植物相關萃取活性成分抗肝
炎病毒之機制，因此本研究選取細葉山艾具明顯抑制肝炎病毒活性之
AM-EA2、AM-EA3及AM-EA22-3純化合物進行處理後，分別收集HepG2
2.2.15培養基及HepG2 2.2.15細胞之均質液（cell syate）個別分析細胞內及細
胞外釋放之亦病毒抗原表現量，以比對萃取物處理前後，是否發生以病毒
顆粒堆積在細胞內，從圖六十三及六十四結果顯示，除了AM-EA3分液層萃
取物有增加細胞內抗原之堆積外，其他兩種萃取物皆沒有發現其處理有增
加病毒顆粒有明顯堆積在細胞內而產生內質網壓力的現象。
總結以上蒿屬植物抗B型肝炎病毒活性之分析結果，以及抑制IC50活
性，可參考經由整理之表一。
二、臺灣特有蒿屬植物之體內模式鎮痛與抗發炎作用評估
本研究的實施我們以細葉山艾乙醇抽提物(Am)試驗，分別實施鎮痛(扭
體反應實驗、福馬林試驗)及抗發炎(λ-carrageenan 誘導足蹠浮腫)之實驗，
並測量其生化值SOD、MDA及TP等，深入探討其可能機轉。
醋酸扭體試驗是利用1% 醋酸溶液，採用腹腔注射，使動物產生自主性
扭體的動作，觀察期為誘導後第5到15分鐘的扭體總次數，利用此一實驗可
以確認藥物是否具有鎮痛效果。
福馬林試驗是由Dubuisson 和Dennis 於1977年提出，利用福馬林溶液
注射至動物之足蹠引起疼痛，使動物產生舔足及頓足之行為表現。此一動
物實驗模式於1984 年經由Takahashi 等學者研究發現，其所產生舔足反應
呈現雙相作用(biphase response)，即其舔足時間具兩個高峰期，0~5分鐘，
即早期反應(early phase)，主要是由神經所傳導，其機轉乃藉由直接刺激疼
痛接受器(nociceptor)，致使substance P或bradykinin等致痛物質釋放出，此
方面所引起的痛覺途徑是由中樞所媒介之；15~30 分鐘，稱為晚期反應(late
phase)，主要是由福馬林溶液所引起的發炎現象，與histamine、serotonin、
prostaglandin、kinin 等化學傳遞物質的釋出有關。因此，利用此一實驗模
26

式來評估鎮痛作用時，可區分鎮痛的途徑是來自於中樞抑或是周邊。
浮腫試驗是利用λ-carrageenan誘發小鼠組織急性浮腫。誘發小鼠組織急
性浮腫發炎的介質包括λ-carrageenan，histamine，5-HT，dextran，bradykinin，
prostaglandin 等，其中以λ-carrageenan 誘導小鼠足蹠浮腫發炎的作用機轉
被研究的最透徹，因此被廣泛用於評估藥物的抗發炎效果。注射
λ-carrageenan 誘發發炎反應後1〜4 小時稱之為發炎初期，藉由histamine、
bradykinin 和5-HT 的釋出而引起水腫現象；因此，λ-carrageenan誘導發炎
之初，早期發炎性cytokine (TNF-α)生成，進而刺激IL-1β，IL-6的生成，並
導致COX 活性增加而引起發炎性疼痛；當發炎反應後4〜10 小時稱之為發
炎後期，iNOS 即被誘發出來並生成大量NO。因此在本研究中，即利用
λ-carrageenan 引起小鼠足蹠發炎疼痛之動物模式中，給予不同劑量的細葉
山艾醇提取物，以偵測其抗發炎及抑制疼痛的效果，並進行評估。
因此，本研究利用醋酸誘發扭體實驗與福馬林對實驗動物所引起之舔
蹠疼痛模式，及鹿角菜膠(λ-carrageenan)對實驗動物所誘發之炎症反應，以
進行細葉山艾於此方面相關的研究，藉以了解其藥理之作用機轉。醋酸扭
體試驗是利用腹腔注射0.1 ml/10 g的1 % 醋酸溶液，使動物產生自主性扭體
的動作，施打完休息五分鐘後，開始觀察。觀察期共15分鐘，觀察小鼠扭
體的總次數，利用此一實驗可以確認藥物是否具有鎮痛效果。由圖七十五
我們可以發現，Am(100、500 mg/kg)具有明顯抑制醋酸誘導的扭體反應。
Am對於福馬林所誘導的舔足反應前期無明顯的抑制作用，而在後期觀察方
面，Am (20, 100, 500 mg/kg)對於福馬林所誘導的舔足反應有明顯的抑制作
用。如圖七十六所示。當小鼠右足趾注射1%鹿角菜膠50µl誘導後，其第一
個小時與原本體積差大約落在40~80µl之間，隨時間變化，當誘導組的小鼠
足趾不斷發炎腫脹時，在第三小時，即給藥後ㄧ小時的Am(20, 100, 500
mg/kg) 治療組，有明顯的抑制鹿角菜膠所誘導的初期發炎反應，如圖七十
七所示。腹腔注射indomethacin (10 mg/kg)、與口服給予Am（20, 100, 500
mg/kg）組別的小鼠足蹠MDA 含量明顯較少，如圖七十八所示。給予Am(100,
500 mg/kg)其肝臟中抗氧化酵素活性明顯增加，這也可能為MDA減少的原
因之ㄧ，如圖七十九所示。如圖八十，Am(100, 500 mg/kg)可明顯的抑制IL-6
含量，進而減少發炎反應，由此結果可知由鹿角菜膠所誘導的發炎反應受
到了抑制。由圖八十一，顯示Am(100, 500 mg/kg)與indomethacin (10 mg/kg)
可明顯的抑制TNF-α生成，進而可能減少COX-2的活化，減少PGE2的產生，
使得發炎反應受到抑制。
三、臺灣特有蒿屬植物之體外模式抗發炎與免疫調節作用評估
使用小鼠之Dendritic cell評估蒿屬植物包含艾草、細葉山艾、高山艾與
山艾在春夏與秋冬季節之水萃取物是否具有增加或降低TNF-與IL-6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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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時與LPS(lipopolysaccharide)合併後觀察是否可降低TNF-。在初步
篩選結果來看，水萃取物為促進TNF-，但乙醇萃取物為抑制作用。但把
乙醇萃取物進行乙酸乙酯與水分配後得到水層q)與乙酸乙酯後發現具抑制
作用，把乙酸乙酯層以Sephadex LH-20初步分離後得到之部分純化物-1至-4
都沒有促進作用。針對山艾與高山艾之水萃取物發現山艾水萃取物與LPS
合併可顯著降低LPS對IL-6刺激濃度，如圖八十二所示。對TNF-作用顯示
山艾水萃取物同樣具顯著抑制，如圖八十三所示。而松雪樓艾草與高山艾
水萃取物對IL-6與TNF-具有刺激濃度增加作用，如圖八十四與八十五所
示。
四、黃酮類全合成
Eupatolitin 合成：取 3,4,5-Trimethoxyphenol 進行常見之乙醯化反應，
接 著 以 BF3-ether 催 化 之 Fries 重 排 反 應 ， 反 應 在 冰 醋 酸 進 行 ， 得 到
2-hydroxy-4,5,6-trimethoxyacetophenone ， 再 與 3,4-bis(phenylmethoxy)benzaldehyde 進行 aldol condensation 得到 3-[3,4-bis(phenylmethoxy)phenyl]
-1-(6-hydroxy-2,3,4-trimethoxyphenyl)- -2-propen-1-one，產率為 92.2 %，接
著 同 樣 以 催 化 當 量 之 I2 在 DMSO 溶 劑 內 進 行 環 化 反 應 ， 得 到
2-[3,4-bis(phenylmethoxy)phenyl]-5,6,7-trimethoxy-4H-1-benzopyran-4-one 產
率為 75.0 %。接下來原本為利用 LDA 在低溫下與 trimethylborate 在無水 THF
下加入冰醋酸與過氧化氫進行第三位氫氧化反應，但產率頗低，且無水環
境不易處理。因此採用 Oxone®在 CH2Cl2-acetone(2:1)之下溶解，在鹼性緩
衝溶液(碳酸氫鈉-碳酸鈉)內進行相轉換試劑反應，得到
2-[3,4-bis(phenylmethoxy)phenyl]-3-hydroxy-5,6,7-trimethoxy-4H-1-benzopyra
n-4-one，產率為 53.3 %，為水溶液反應，處理簡單。再利用 AlBr3 在-70 oC
低 溫 下 選 擇 性 將 第 五 位 甲 氧 基 去 除 ， 產 物 為 2-[3,4-bis(phenylmethoxy)
phenyl]-3,5-dihydroxy-6,7-dimethoxy-4H-1-benzopyran-4-one，因為分子內氫
鍵，極性降低，產率為 79.5 %。然後以常見之 Pd/C 催化進行 hydrogenation
得到 eupatolitin，產率 67.5 %。1H-NMR:  3.91, 3.78 (3H, each s, OCH 3), 
7.73 (d, J=1.6 Hz, H-2', 1H), 7.57 (d, J=8.4, 1.6 Hz, H-6', 1H), 6.88 (d, J=8.4 Hz,
H-5', 1H), 6.83 (s, H-8, 1H)。合成步驟如圖八十六所示。
Arcapillin合成：取2,4-dihydroxy-5-methoxy-benzaldehyde先進行保護，
利 用 isopropyl bromide 以 DMF 為 溶 劑 ， 產 率 為 96.7 % 。 接 著 與
2-Hydroxy-4,5,6-trimethoxyacetophenone 利 用 KOH溶 解 在 乙 醇 中 進 行 aldol
condensation得到1-(6-hydroxy-2,3,4-trimethoxyphenyl)-3- [5-methoxy-2,4-bis
(1-methylethoxy)phenyl]-2-Propen-1-one ， 在 此 反 應 中 2-hydroxy-4,5,6trimethoxyacetophenone加過量以消耗另一起始物，以避免分離之難題，產率
為 62.9 % 。 接 著 以 0.22 當 量 之 I2 在 DMSO 溶 劑 內 進 行 環 化 反 應 ， 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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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diisopropoxy-5-methoxyphenyl)-5,6,7-trimethoxy-4H-chromen-4-one 產
率為95.5 %。再利用BCl3在-70 oC低溫下將isopropyl基去除，得到arcapillin，
產率為53.5 %。1H-NMR為 3.86, 3.92, 4.02 (3H, each s, OCH3),  6.64 (s,
H-3', 1H),  6.74 (s, H -8, 1H),  7.19 (s, H -3, 1H),  7.45 (s, H -6', 1H), 
13.10 (brs, OH-4)，與文獻數值比對一致。合成步驟如圖八十七所示。
五、萃取與分析
2011 年 4 月 19 日在臺 14 甲海拔 22.5k 位置，採集細葉山艾之地上部，
於實驗室洗淨蔭乾後得 260 克，剪碎後以 95 %之酒精萃取三次，每次 3 小
時，萃取液合併以減壓濃縮得 8.56 克之酒精萃取物(AM-EtOH)。再以 250 ml
之水與乙酸乙酯分配三次後得到 2.75 克乙酸乙酯層(AM-EA)與 4.23 克之水
層(AM-AQ)。乙酸乙酯層取 2.5 克以矽膠管柱分離純化，管柱外徑 5 cm，
高度 27.2 cm，200 g，流速 24 ml/2.5 min, tube，從正己烷-乙酸乙酯(96:4)
增加至乙酸乙酯-甲醇(80:20)沖堤，每次體積為 200-400 ml，以 TLC 檢測合
併 得 到 1-30 部 份 純 化 物 ， 命 名 為 AM-EA-1 至 AM-EA-30 。 其 中
AM-EA-22(222.8 mg)再以 Sephadex LH-20 進一步純化，管柱外徑 2.5 cm，
高度 95 cm，132 g，流速 11 ml/3 min, tube，以丙酮沖堤得到 6 部份純化物，
其 中 AM-EA-22-3(122 mg) ， 以 核 磁 共 振 光 譜 測 定 後 發 現 為
p-hydroxyacetophenone，其 1H-NMR 為2.58(s, 3H), 6.95(d, J=8.5 Hz, 2H),
7.90(d, J=8.5 Hz, 2H), 13C-NMR 為 26.2(q), 115.6(d), 115.6(d),
129.3(s), 131.2(d), 131.2(d), 161.7(s), 198.9(s). ESI-MS(negative
mode), [M]+: 135, [M-CH3]+: 120, [M-CH3-CO]+: 93. 證 明 為
p-hydroxyacetophenone 無誤。此外，乙酸乙酯層取 250 mg 以 Sephadex LH-20
進行分離，管柱外徑 2.5 cm，高度 97 cm，131.7 g，流速 10 ml/2 min, tube，
得到 AM-EA-1 至 AM-EA-4。並且利用 HPLC-MS 分析。LC-MS 之分析管
柱為利用 Phenomenex Prodigy ODS(2), 5 m, 532610-1, 2.0 mmx150 mm，流
速固定為 250 l/min, 溶劑為 A: H2O(+0.1 %FA)+5 % ACN (+0.1 % FA), B:
ACN(+0.1 % FA)沖提梯度為起始 1 %B, 17 分鐘 50 %, 20 分鐘 70 %並維持至
25 分鐘，26 分鐘時降至 1 % B 並維持至 30 分鐘。MS 部份為 Bruker HCT Ultra
IonTrap 。 經 以 HPLC-MS 分 析 後 發 現 AM-EA-3 主 要 為
p-hydroxyacetophenone，如圖八十八所示，滯留時間為 9.5 分鐘，其 MS 如
圖八十九所示，負離子偵測模式顯示分子離子峰 135 與斷裂片 120 與 93，
證明無誤。進一步分析乙醇萃取物以 LC-MS 分析，因為質譜為相對較廣用
之偵測器，因此可進行定性分析。由層析圖發現有數個層析峰，而在滯留
時間 6.7 分鐘其分子離子峰為 134.9 且其 MS2 為 120 與 93 並且與標準品比
對完完全一致，確認其結構為 p-hydroxyacetophenone，如圖九十所示。此
外由在滯留時間 3.9 分鐘其分子離子峰為 353.3 且其 MS2 為 190 並且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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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品比對完完全一致，確認其結構為 chlorogenic acid，如圖九十一所示。溶
劑為 A: H2O(+0.1 %FA)+5 % ACN (+0.1 % FA), B: ACN(+0.1 % FA)沖提梯
度為起始 10 %B, 15 分鐘 60 %, 17 分鐘 90 %並維持至 20 分鐘，21 分鐘時
降至 10 %B 並維持至 25 分鐘。乙醇萃取物之層析圖與相對之 MS 與 MS2
如圖九十二至九十七所示，其結構目前正利用文獻比對與純化後以 NMR 鑑
定中。
六、代謝質體分析
2011 年 6 月 3 日與 8 月 5 日在臺 14 甲海拔 2718m，採集三株細葉山艾
之地上部，採集地點座標(N24o06’57.8’’ E121o13’52.0’’)以攜帶之液態氮急速
冷凍，並且保存於液態氮內，回到實驗室之後於-80 度下保存。之後取出放
入研缽中，加入液態氮快速磨成粉後將所有樣品冷凍乾燥抽乾備用。取 700
mg 冷凍乾燥粉末放入 50 ml 離心管中，每管加入 cold dd H2O 5.25 ml、cold
MeOH 10.5 ml、cold CH2Cl2 5.25 ml vortex 10 min 後放-20oC，72 min 4 oC 離
心 10000 rpm 離心 10min，吸出上清液 12 ml 至新離心管中，再加入 3 ml
的 CH2Cl2，vortex 1min，再於 4oC 以 13000 rpm 離心 10min，小心吸出上清
液至 20 ml 玻璃 vial 中，減壓濃縮抽乾，下層也保留至 20 ml 玻璃 vial 中，
減壓濃縮抽乾上層部分，用 H2O:MeOH=1:1 溶解，濃度為 1 mg/ml，0.45 m
filter 過 濾 後 上 機 。 於 海 拔 3229 m 合 歡 主 峰 登 山 口 採 集 之 高 山 艾
(N24o07’59.5’’ E121o16’16.8’’) 與 海 拔 3230 m 武 嶺 附 近 採 集 之 山 艾
(N24o09’12.6’’ E121o17’00.5’’)亦採取相同之萃取方式。LC-MS 之分析管柱
為利用 Phenomenex Prodigy ODS(2), 5 m, 532610 -1, 2.0 mmx150 mm，流
速固定為 250 l/min, 溶劑為 A: H2O(+0.1 %FA)+5 % ACN (+0.1 % FA), B:
ACN(+0.1 % FA)沖提梯度為起始 10 %B, 15 分鐘 60 %, 17 分鐘 90 %並維持
至 20 分鐘，21 分鐘時降至 10 %B 並維持至 25 分鐘。春夏與秋冬之代謝質
體主成分分析如圖九十八與九十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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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在針對臺灣特有蒿屬植物的抗 B 型肝炎病毒的評估上，我們發現許多
蒿屬植物萃取物皆具有抗 B 型肝炎病毒之活性，在細葉山艾萃取物中發現
具顯著抑制 B 型肝炎病毒 DNA 複製之天然成分，進一步分析其對 B 型肝
炎病毒基因啟動子活性發現對 B 肝病毒 X 基因啟動子有顯著促進作用。此
促進作用對病毒生合成機制甚至影響病毒顆粒之釋放是否有影響還有待進
一步分析。細葉山艾分離之 p-hydroxyacetophenone 可能透過抑制病毒顆粒
從細胞分泌之途徑而間接抑制肝炎病毒之產生，而 chlorogenic acid 可能為
另一具有抗病毒之成分。前者我們利用 1H 與 13C-NMR 配合 LC-MS 分析確
認其結構，chlorogenic acid 我們目前以 LC-MS 分析其分子離子峰與斷裂片
同時配合滯留時間的比對標準品確認，但如果欲針對上述成分進行精確定
量，還必須配合紫外光偵測器方為準確，並利用標準添加法(standard addition
method)去除基質效應(matrix effect)之影響。我們亦持續利用分離純化之方
法，確立活性成分之正確結構，並與 LC-MS 比對。近來 NSAID 的藥物被
廣泛的運用在發炎的疾病上，其諸多的副作用也已被證實，其機轉也被探
討的很透徹，因此，如何有效的治療發炎疾病，並減少其副作用是我們努
力的目標。本研究首先以醋酸扭體動物模式試驗細葉山艾的鎮痛效果，由
結果顯示細葉山艾乙醇抽提物(100, 500 mg/kg)，具有明顯的鎮痛作用；再
以福馬林舔足試驗，確認其鎮痛作用並探討其可能機轉，福馬林誘導的舔
足反應為雙相反應，誘導後觀察 5 分鐘為第一期，屬於中樞性的疼痛，主
要是因為外力及化學刺激所造成的疼痛反應，誘導後第 20 至 30 分鐘的反
應，屬於第二期，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化學刺激所誘發許多的發炎物質的產
生，造成紅腫熱痛等發炎反應(35)。由結果顯示，細葉山艾醇抽提物或許可
經由抑制發炎反應的路徑來減低疼痛反應。鹿角菜膠所誘導的抗發炎實驗
模式是成熟且廣被使用的動物模型之ㄧ，用來評估藥物的抗發炎效果及探
討發炎反應和自由基之間相互關係(36,37)。鹿角菜膠所注入足蹠引起的浮
腫是雙相性反應，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物質釋放而引起發炎；誘導後 1〜4 小
時稱之為發炎初期，藉由 histamine、bradykinin 和 serotonin、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38)的釋出而引起浮腫現象；並且會促進發炎性物質 cytokine（TNF-α）
生成，進而刺激 IL-1β、IL-6、IL-8 的生成，導致 COX 活性增加而引起發
炎性疼痛。而誘導 4〜10 小時後所產生的發炎反應，稱之為發炎後期，主
要是因為 iNOS 被誘發出來後促使 NO 大量生成，造成進一步的發炎反應。
另外鹿角菜膠所誘導的發炎反應亦與自由基有關，鹿角菜膠會活化巨噬細
•
胞，釋放大量的超氧陰離子自由基（O2 -）、H2O2（hydrogen per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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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xyl radicals（OH•）
、ONOO－（peroxynitrite）
，而這些自由基是急性發
炎反應中非常重要的介質，在發炎反應後 1-6 小時即可被發現(39)。如結果
顯示，在第三小時，即給藥後ㄧ小時的 Am (20, 100, 500 mg/kg) 治療組，
有明顯的抑制鹿角菜膠所誘導的初期發炎反應。上述結果是ㄧ個令人欣喜
的成果，但是其抗發炎的機轉並不清楚，因此將小鼠的右足趾及肝臟取下，
並測量其生化值以釐清細葉山艾醇抽提物抗發炎的機轉。發炎的過程中大
量的超氧陰離子自由基會攻擊細胞膜脂質，而引發脂質過氧化，而 MDA 為
脂質過氧化的反應中主要產物，因此可作為脂質過氧化作用的指標 (40)。
亦間接顯示了發炎反應的程度。由結果顯示，腹腔注射 indomethacin (10
mg/kg)與口服給予細葉山艾醇抽提物（20, 100, 500 mg/kg）組別的小鼠足蹠
MDA 含量明顯較少。因此我們可藉以判定其發炎反應受到了抑制。SOD、
GSH-Rx、GSH-Px 等物質是生物體中用來對抗自由基氧化性傷害的酵素，
廣泛的分布在細胞的內外，SOD 的作用是將 O2－•轉化成 H2O2，H2O2 則是
會經由 GSH-Rx 和 GSH-Px，轉換成無害的氧和水。因此抗氧化酵素的增加，
可以減少發炎反應產生的 NO、O2－•等自由基，間接減少發炎反應的程度
(41)。由結果顯示細葉山艾乙醇抽提物可明顯增加治療組小鼠肝臟中抗氧化
酵素 SOD 活性，這也是 MDA 減少的原因之ㄧ。
細胞激素（cytokine）
，屬於 polypeptides 類結構，通常會伴隨著發炎反
應、免疫反應、細胞分化或細胞死亡而產生。發炎前 cytokine 包括 IL-1、
IL-6、TNF-α由 T 細胞（T helper-1, TH-1）所分泌，具有活化 COX-2 促進
PGE2 生成的效應(42)。其中 TNF-α主要由單核球或巨噬細胞在生理或病理
因子刺激下產生。TNF-α的作用包含發炎反應、敗血性休克、細胞毒性等。
由結果顯示細葉山艾醇抽提物(100, 500 mg/kg)與 indomethacin(10 mg/kg)可
明顯的抑制 TNF-α及 IL-6 生成，可能進而減少 COX-2 的活化，減少 PGE2
的產生，而使得發炎反應受到抑制。
在體外之免疫調節活性之評估方面，我們利用小鼠之 Dendritic cell 測
量是否影響 TNF-α與 IL-6，並且是否降低 LPS 誘發之 TNF-α濃度。實驗結
果表明與採集季節無關，蒿屬植物之水萃取物皆顯示增加 TNF-α與 IL-6 濃
度，並且 LPS 誘發之 TNF-α濃度。然而乙醇萃取物則顯示降低 TNF-α與 IL-6
濃度，可能需要進一步分離其中成分加以比對，而水溶性物質可能需透過
離子交換樹酯、膜透析法利用分子量大小分離與膠濾層析方能純化，將列
為下一實驗重點。在全合成 arcapillin 與 eupatolitin 方面，其合成步驟與計
畫書不同是因為起始物取得不易，且價格昂貴。所需試劑 POCl3 已列入管
制進口，因此數次改變合成方法，以簡易方便處理為原則，最後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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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之合成。在代謝質體分析方面，可以分辨細葉山艾、高山艾與山艾之
差別，發現細葉山艾、高山艾在形態上接近其代謝物也較接近。亦可以發
現個分子離子峰可以分開且量相對較多的成分，發現細葉山艾之活性較其
他兩種強，將針對此一成分進行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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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許多蒿屬植物萃取物皆具有抗B型肝炎病毒之活性，在細葉山艾萃取物
中發現具顯著抑制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天然成分，進一步分析其對B型
肝炎病毒基因啟動子活性發現對B肝病毒X基因啟動子有顯著促進作用。此
促進作用對病毒生合成機制甚至影響病毒顆粒之釋放是否有影響還有待進
一步分析。細葉山艾分離之p-hydroxyacetophenone可能透過抑制病毒顆粒從
細胞分泌之途徑而間接抑制肝炎病毒之產生，而chlorogenic acid可能為另一
具有抗病毒之成分。Arcapillin與eupatolitin之抗病毒機制可能透過抑制病毒
顆粒從細胞分泌之途徑而間接抑制肝炎病毒之產生。此外，經由本實驗證
實，細葉山艾具有鎮痛及抗發炎之作用，主要途徑：一、提升肝臟抗氧化
酵素；二、抑制發炎介質IL-6及TNF-α之產生；三、減少發炎組織內脂質
過氧化產物MDA生成，而降低發炎反應。LC-MS分析代謝物配合主成分分
析對不易分辨之藥用植物確實是可行的方法，可以找出差異成分加以針對
性的分離。最後建議未來是否可以增加研究經費，因為要完成此一包含化
學分析、分離、合成、體內與體外之跨領域研究，所費不貲，希望未來能
多多支持本研究團隊，讓成果更加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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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黃芩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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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葉下珠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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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平地艾草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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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細葉山艾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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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細葉山艾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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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高山艾草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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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Fluorouracil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Treated period : 3 days

Baicalin

140
120
100

*

80
60

**

40
20
0
0

5

10

20

40

80

160

Trated concentration (µg/ml)

320

* p<0.05
** p<0.01
IC50 : 292.6 µg/ml

圖八、Baicalin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42

Treated period : 3 days

3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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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Lamivudine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Relative cell vi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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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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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cell viability (%)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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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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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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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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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Arcapillin及AM-EA22-3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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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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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cell vi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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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Relative cell vi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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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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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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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高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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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cell vi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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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高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Relative cell vi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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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秋季採集之高山艾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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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cell vi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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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秋季採集之山艾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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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秋季採集之細葉山艾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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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cell vi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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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秋季採集之高山艾萃取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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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黃芩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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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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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黃芩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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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葉下珠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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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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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葉下珠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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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平地艾草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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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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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平地艾草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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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細葉山艾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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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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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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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梅峰艾草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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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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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梅峰艾草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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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松雪樓艾草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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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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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山艾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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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高山艾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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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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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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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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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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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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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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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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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二、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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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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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Arcapillin合成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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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細葉山艾AM-EA22-3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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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五、Baicalin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9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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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六、Lamivudine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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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HBV DNA level (%)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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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七、黃芩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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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八、葉下珠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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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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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EtOH萃取物 IC50 : 16.97 µg/ml

圖四十九、平地艾草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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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細葉山艾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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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HBV DNA level (%)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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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松雪樓艾草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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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二、山艾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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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HBV DNA level (%)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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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三、高山艾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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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四、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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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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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五、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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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六、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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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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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七、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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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八、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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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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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九、細葉山艾分液層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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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Arcapillin及AM-EA22-3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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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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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一、Baicalin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Relative HBV DNA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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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二、Lamivudine對B型肝炎病毒DNA複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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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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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三、細葉山艾萃取物對HepG2 2.2.15 細胞分泌B型肝炎病毒
HBsAg抗原之影響

Treated period : 3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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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四、細葉山艾萃取物對HepG2 2.2.15 細胞分泌B型肝炎病毒
HBeAg抗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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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五、細葉山艾萃取物AM-EA2對HepG2 細胞中B型肝炎病毒基因
promoter活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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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六、細葉山艾萃取物AM-EA3對HepG2 細胞中B型肝炎病毒基因
promoter活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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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七、細葉山艾萃取物AM-EA22-3對HepG2 細胞中B型肝炎病毒基因
promoter活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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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八、秋季採集山艾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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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九、秋季採集山艾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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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秋季採集高山艾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73

Relative level (%)

100

*

*

80

*

HBsAg
HBeAg

*

60
40
20
0

0

80

160

320

Treated dose (µg/ml)

* p<0.05
** p<0.01
HBsAg IC50 : 395.67 µg/ml
HBeAg IC50 : 455.56 µg/ml

圖七十一、秋季採集細葉山艾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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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二、秋季採集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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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三、秋季採集梅峰艾草水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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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四、秋季採集梅峰艾草乙醇萃取物對B型肝炎病毒抗原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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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蒿屬植物萃取物與相關活性化合物對肝癌細胞（HepG2 2.2.15）毒性暨抗 B 型肝炎病毒活性分析總表（處理時間：3 天）
Inhibition of HBV
SI
HBeAg IC50
SI
SI
DNA replication IC50
(TC50/IC50)
(g/ml)
(TC50/IC50)
(TC50/IC50)
(g/ml)

Compound

TC50
(g/ml)

HBsAg IC50
(g/ml)

黃芩水萃物

144.6

138.86

1.04

−

−

16.68

8.67

黃芩 EtOH 萃取物

124.6

49.2

2.49

−

−

13.96

8.93

葉下珠水萃物

218.3

59.3

3.68

63.9

3.42

26.37

8.27

葉下珠 EtOH 萃取物

68.4

37.1

1.84

47.9

1.43

27.08

2.53

艾草水萃物（夏）

41.1

7.99

5.14

16.13

2.55

31.11

1.32

艾草 EtOH 萃取物（夏）

61.5

12.2

5.04

28.26

2.18

16.97

3.62

梅峰艾草水萃物（夏）

493.8

110.8

4.46

342.9

1.44

14.12

34.97

梅峰艾草 EtOH 萃取物（夏） 219.1

177.91

1.23

−

−

44.43

4.93

細葉山艾水萃物（夏）

702.4

93.2

7.54

−

−

20.45

34.35

細葉山艾 EtOH 萃取物（夏）

54.1

6.3

8.59

9.2

5.88

17.85

3.03

松雪樓艾草水萃（夏）

>320

−

−

−

−

31.53

>10.15

山艾水萃（夏）

>320

74.42

>4.3

−

−

46.69

>6.85

高山艾水萃（夏）

>320

64.05

>5

112.55

>2.84

−

−

AM-EA

102.77

25.24

4.07

70.66

1.45

5.64

18.22

AM-AQ

>320

71.72

>4.46

125.23

>2.56

6.55

>48.85

AM-EA1

223.97

33.11

6.76

51.91

4.31

9.75

22.97

AM-EA2

23.5

4.62

5.09

7.54

3.12

3.02

6.47

AM-EA3

100.26

22.03

4.55

−

−

8.84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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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ion of HBV
SI
HBeAg IC50
SI
SI
DNA replication IC50
(TC50/IC50)
(g/ml)
(TC50/IC50)
(TC50/IC50)
(g/ml)

Compound

TC50
(g/ml)

HBsAg IC50
(g/ml)

AM-EA4

94.24

20.66

4.56

47.46

1.99

5.02

18.77

Arcapillin

378.78

58.81

6.44

122.92

3.08

27.46

13.79

AM-EA-22-3

235.73

77.52

3.04

242.56

0.97

36.51

6.46

AM1~6

234.19

110.31

2.12

−

−

323.47

0.72

AK1~6

205.13

66.31

3.09

−

−

−

−

AO1~6

230.1

67.27

3.4

−

−

−

−

山艾 EtOH（秋）

18.07

131.77

3.09

127.92

3.18

N/A

N/A

山艾水萃（秋）

407.13

6.3

3.52

12.1

1.83

N/A

N/A

高山艾 EtOH（秋）

22.19

−

−

−

−

N/A

N/A

高山艾水萃（秋）

1.04

4.57

8.09

48.45

0.76

N/A

N/A

細葉山艾 EtOH（秋）

36.96

395.67

>0.81

455.56

>0.7

N/A

N/A

細葉山艾水萃（秋）

>320

7.32

7.32

−

−

N/A

N/A

艾草 EtOH（秋）

53.55

312

>1.03

280.33

>1.14

N/A

N/A

艾草水萃（秋）

>320

131.77

3.09

127.92

3.18

N/A

N/A

Baicalin

292.6

40.1

7.3

51.7

5.66

5.16

56.71

5-FU*

28.2

−

−

−

−

−

−

461.54

−

−

−

−

0.48

961.54

Lamivudine (3TC) *

*5-FU: Fluorouracil,為肝癌細胞毒性陽性對照組
Lamivudine (3TC)：為抗肝炎病毒陽性對照組
− : 表沒有活性
N/A：表尚未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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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五、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Am)對醋酸引起之扭體反應具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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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六、Am對於福馬林所誘導的舔足反應前期(A)與後期反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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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七、Am對於小鼠右足趾注射1 %鹿角菜膠之水腫體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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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八、腹腔注射indomethacin (10 mg/kg)、與口服給予Am（20, 100, 500
mg/kg）組別的小鼠足蹠MDA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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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九、給予Am (100, 500 mg/kg)其肝臟中抗氧化酵素活性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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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給予Am(100, 500 mg/kg)對IL-6顯著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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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一、給予Am(100, 500 mg/kg)對TNF-α顯著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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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二、山艾與高山艾水萃取物對 IL-6 之作用，和細胞組比較：
###
P<0.0001；和 LPS 組比較：***P<0.0001

圖八十三、山艾與高山艾水萃取物對 TNF-α之作用，和細胞組比較：
###
P<0.0001；和 LPS 組比較：***P<0.0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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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四、松雪樓艾草水萃取物、山艾與高山艾水萃取物與細葉山艾水層
(AMAq)對 IL-6 之作用，和 cell 組比較：***P<0.0001

圖八十五、松雪樓艾草、山艾與高山艾水萃取物與細葉山艾水層(AMAq)對
TNF-α之作用，和 cell 組比較：***P<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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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七、Arcapillin 之合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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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二、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層析圖與質譜圖一，顯示滯留時間與一次
與二次質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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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三、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層析圖與質譜圖二，顯示滯留時間與一次
與二次質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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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四、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層析圖與質譜圖三，顯示滯留時間與一次
與二次質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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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五、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層析圖與質譜圖四，顯示滯留時間與一次
與二次質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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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六、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層析圖與質譜圖五，顯示滯留時間與一次
與二次質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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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七、細葉山艾乙醇萃取物層析圖與質譜圖六，顯示滯留時間與一次
與二次質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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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八、細葉山艾(1-3)、高山艾(4-6)與山艾(7-9)代謝質體 PCA，左圖為
score plot，右圖為 loading plot，負離子偵測模式，春夏季節採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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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中醫護理人員臨床訓練環境---建立中醫
護理進階再教育課程標準及認證制度
鍾蕙如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摘

要

研究目的：
是建立台灣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標準及認證制度，並試辦中醫護理
再教育訓練活動，收集課程實施建議。

研究方法：
以德菲爾專家訪談，進行專家意見收集與彙整歸類分析；透過繼續教育試
辦，收集中醫護理人員的訓練需求及對再教育課程與認證制度的建議。

研究結果：
發現，專家認為中醫護理進階再教育課程與認證制度的建立是很重要，課程
標準應包括中醫內科、中醫婦科、中醫兒科、中醫針灸科、中醫傷科等五專科護
理。護理人員對於試辦訓練課程滿意度達 91%，且對於再教育訓練需求達
90.82%，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服務機構、年齡、教育程度等因素對參訓動機
及需求皆沒有影響(P>.05)。
綜上，護理人員對於爾後中醫進階再教育課程的建議包括 (1)持續爭取政府
補助與支持；(2)增加案例教學方式；(3)積極重視培育中醫護理師資；(4)建立中
醫護理證照制度；(5) 呼籲積極發展「中醫進階護理教育」的課程。(6)鼓勵爭取
教學資源投入。
關鍵詞：中醫護理、繼續教育、認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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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the Environment of Clinical
Practice for Nursing Staff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establish the Criteria
and Certification Scheme of Advanced/
Re-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Nursing
HUI-JU CHUNG
Taiwan Traditional Medicine Chinese Nurse Association

ABSTRACT
Purpose of this study includes establishing the criteria and certification scheme,
carrying out pilot programs, and collecting related suggestions of advanced/
re-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TCM nurses in Taiwan.

Methods
utilized include collecting expert opinion with Delphi interview for further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and collecting the needs for training and suggestions of
criteria and certification scheme from TCM nurses through pilot program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criteria and certification scheme of
advanced/re-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TCM nursing were important from expert
opinion, which curriculum standards should cover five specialties in nursing: TCM
Internal Medicine, TCM Gynecology Medicine, TCM Pediatric Medicine, TCM
Acupuncture, and TCM traumatology. The satisfaction of pilot programs for nurses
was up to 91%, and the needs for re-education curriculum was up to 90.82%. Tested
results of one-way ANOVA demonstraded that factors such as affiliation,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had no effects on training motivation or needs for training (p > .05).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nclude: (1) continually strive for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supports; (2) increase case teaching methods; (3) put emphasise on the culture of TCM
teacher actively; (4) establish the certification scheme for TCM nursing; (5) appeal to
develop curriculum for "TCM advanced nursing education" actively; (6) encourage the
involvement of teaching resource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nurs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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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護理服務人力是建置完整中醫照護服務品質的關鍵因素，專業人力素
質不足將會影響中醫醫療照護的效果。依據護理人員法第二章執業之第八
條規定，護理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150 小時）繼續教育，始
得辦理執業執照更新。為因應護理人員執業之規定，並使各醫療機構中醫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培訓計畫內容推動具一致性、連續性及完整性，需有相
關配套措施，以供中醫護理界遵循。
社會變遷醫療經營型態快速變革，民眾對醫療、護理服務品質之要求
日益高漲，護理人員之專業能力影響病人與家屬對醫療服務之滿意度，如
何因應此急遽變革為行政管理者之重大挑戰(汪等，2003)。面對疾病變遷、
醫療高度科技化、健康照護品質提升，促進護理專業角色趨向多元化與專
科化，護理人員角色職責面臨新的擴展。但護理專業發展與社會變遷息息
相關，護理照顧方式與護理教育亦環環相扣，真正專業的人並非是一般基
礎的就業人力，而是要符合時代潮流，能創造專業知識而且具備人本觀念
的專業人才。因此，臨床護理人員必需深入評估了解個案的護理照護，進
而提供整合性及個別化的高品質護理服務，惟有不斷地、持續性接受繼續
教育，吸取新知識與技能，方能在專業成長。
由於 2007 年 1 月 29 日總統頒佈實施的中華民國護理人員法第八條明
訂「護理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始得辦理始得辦理
執業執照更新。」
；行政院衛生署的護理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八
條，明訂護理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五○點
以上，始得辦理始得辦理執業執照更新。其中專業倫理與專業相關法規至
少應達十五點，並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預估 2013 年將會有
十二萬護理人員要進行第一次的執業執照更新，如果沒有儘早規劃課程，
以及訂定認定的標準，屆時中醫護理人員將面臨無法進行執業執照更新的
困境，且無法繼續執業，而直接影響病患臨床照護。
目前在臺灣中醫護理人力培育體系包括:①研究所、大學、專科等正規
教育開設中醫護理課程；②推廣教育中心開設中醫護理學分班；③護理專
業學會及學校、醫院辦理中醫護理研習會及講習(鍾，2007)。中醫護理師人
力培育的大環境中，
「教」
、
「考」
、
「訓」
、
「用」無法相互配合問題一直存在。
中醫護理的臨床訓練之中醫教學醫院明顯不足，中醫護理師在缺乏良好的
臨床訓練場所及教育環境下，將影響中醫病患照護的品質，其中最重要之
關鍵，在於嚴謹、有效率、高效能具公信力之系統性中醫護理知識相關學
科之臨床教學培育(周，1995)。
1997年台灣護理學會設立「中醫護理委員會」
，國內並於2003年成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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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中醫護理學會」，正式成為我國內政部認定之全國性醫療專業學術性社
團。各醫院陸續成立中醫部門，中醫護理及中西醫結合護理人力需求增加，
而在中醫護理人才培育需求逐年亦增加的情況下。在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委
託台灣護理學會、台灣中醫護理學會辦理中醫護理訓練計畫之前，部分醫
院、學校已先行辦理中醫護理相關訓練課程，為資源整合及劃一訓練品質，
宜訂定一套審查認定基準，俾作為訂定護理人員完成中醫基本及進階護理訓
練課程審查認定基準作為認證依據及有效執業繼續教育。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為確保中醫病患照護品質，於 2000 年籲請各學校
醫院開設「中醫基本護理訓練」七科目九學分，並自 2003 年起委請「台灣
中醫護理學會」辦理護理人員完成「中醫基本護理訓練」七科目九學分課
程標準及認證制度。自 2003 年迄今護理人員完成中醫基本護理訓練七科目
九學分認證人數已達 1261 人。然面對行政院衛生署的護理人員執業登記及
繼續教育辦法之實施，各縣市護理師公會多數會員來自西醫，辦理的護理
人員繼續教育皆著重於西醫護理，並沒有針對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
程實施，以至於各醫療機構的中醫護理人員在完成中醫基本護理訓練後即
發生停滯情形，醫學專業不進則退，此現象將影響中醫護理在專業之進步
與品質促進。
有鑑於中醫醫療的蓬勃發展，中西醫結合照護的迫切性，以及中醫護
理在專業角色功能擴展的需要，執行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實施與
認證基準推廣任務應由具中醫護理臨床及學術研究人才兼備的「台灣中醫
護理學會」擔任。臺灣中醫護理學會為增進中醫護理人員專業知能，已具
備建立及推廣中醫基本護理訓練七科九學分課程審查認定基準及認定作業
制度之經驗，中醫基本護理訓練目前全台各學校、學會及醫院辦理中醫基
本護理訓練課程之認證學校系所有23所，醫療機構(含護理師護士公會等)
已達27家， 2006年1月29日總統令修正「護理人員法」
，護理人員執業，應
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始得辦理執業執照更新。為持續提升護理
人員素質，維護中醫病患照護品質，配合護理人員法繼續教育要求及推動
中醫優質照護發展，建立中醫護理進階再教育課程標準及認證制度是非常
重要的。為協助我國護理人員之執業執照更新能順利、確實的辦理。本研
究目的旨在了解各醫療機構或醫院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實施情形
及課程標準認證制度的建議，並試辦全國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爭取繼續
教育積分，以滿足護理人員執業執照更新繼續教育需求。並期望透過中醫
護理再教育課程與認證制度的建立，促使各醫療機構中醫護理人員人力素
質培養有所遵循，以提昇中醫會診或住院護理品質照護或實證護理研究發
展。為能更清楚瞭解本研究目的，歸納為以下：
一、依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2000 年護理人員完成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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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七科目九學分)之培育方針，延伸設計建構的「中醫護理人員
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
。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
證制度」(附錄一)包括：中醫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實施之目標與作業流程及訓練課程
科目、課程綱要、學分數等。建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
程暨認證制度」
，邀集各醫院中醫護理專家以德菲爾專家內容效度
分析，對於本研究草擬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
制度」之課程科目名稱及時數標準，及審查認證作業如訓練對象、
訓練機構條件、訓練師資資格及訓練課程綱要等項目提供專家意
見，以利修正。
二、試辦 100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中醫內科護理學」進階再教育課
程研討會預定 3 場(並辦理申請認證 25 積分)。透過訓練辦理收集
全國醫院附設中醫部門及中醫醫院中醫護理人員代表對於「中醫
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規畫及設計實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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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回顧相關理論文獻，建構研究架構與研
究方法。然後，進行專家效度訪談題目修正，於正式訪談題目修正後，隨
即進入研究現場。將從研究調查結果，進行再教育課程規劃及內容實施的
調整，最後根據訪談、觀察、文件內容資料進行整理歸納、分析、解釋，
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見圖一研究流程)。第一階段由本研究為瞭解各醫
院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之需求
與反應包括對於中醫護理基本及再教育訓練規劃之教育內容、實用性與教
學方法等，收集對象以已完成且取得台灣中醫護理學會申請七科九學分認
證之護理人員為收案條件，為深入多元了解臨床護理人員之需求，以結構
性問卷「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需求問卷表」(附錄二)收集其再教育
之需求與反應。並收集瞭解專業學習及繼續教育進修上課之困難及需協助
之處。收案條件：(1)完成中醫基本護理七科目九學分訓練，並取得認證者；
(2)有意願能配合問卷訪談者。

圖一、本研究流程
為了解目前各醫院護理主管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
證制度」之建議情形，由台灣中醫護理學會先草擬的「中醫基本護理訓練
七科九學分課程審查認定基準及認定作業制度」
，以專家訪談方式收集目前
各醫院護理部繼續教育推行情形，並收集各醫院執行中醫護理再教育之困
難需協助事項及對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制度之建議。並與各醫院
護理部共同討論訂定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認證作業。並邀請集產、官、
6

學界中醫護理專家會議收集專家意見，先進行中醫護理臨床專家進行臨床
專家問卷內容鑑定，修訂研擬理想方案。
第二階段由研究小組將從研究調查結果，進行再教育課程規劃及內容
實施的調整，依據修訂後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
規畫辦理民國 100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研討會」並申請
衛生署繼續教育積分至少三場共 25 積分，課程簡章包括訓練對象、訓練方
式、訓練課程及訓練課程綱要、訓練師資、評值方式、上課注意事項及認
證方式等項目，結合科學性教育訓練等教學策略，期能逹成中醫護理之照
護品質要求。
二、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係以全國各醫院已完成中醫基本護理七科九學分
之護理人員為其篩選對象。收案說明如下：
1. 護理人員：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止，共計 3 個月，
以在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及中醫醫院門診及病房服務之護理
人員已完成台灣中醫護理學會申請七科九學分中醫基本護理學
分認證者為收案條件，以結構性問卷自填，預計問卷收案 100
人。
2. 各醫院護理部主管(護理主任、督導、護理長、組長等)：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止，共計 1 個月。預定訪談 30 家之護
理主任、副主任或督導或護理長各 1 名，約 30 人，係 30 家護
理主管皆是目前在台灣護理學會或台灣中醫護理學會之中醫護
理委員之故，達到內容飽和即可完成收集。
3. 中醫護理專家會議之專家：聘邀具教學經驗豐富的中醫護理、
中醫界、藥學等產官學專家共十一位(附錄三)。
4. 規畫辦理 2011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研討會」
並申請衛生署繼續教育積分至少三場(台北、台中、高雄)共 25
積分，預估 100 人。同時，建立中醫護理人才庫，配合中醫護
理訓練課程所需，建立師資陣容、現任職務、專長等資料。配
合中醫護理訓練課程，於全國中醫護理訓練辦理之場次進行「護
理人員中醫護理再教育訓練暨認證制度規畫」說明會，收集會
員意見及廣為宣傳，鼓勵各醫院中醫部門之護理人員認證。
(二)訓練目的：為提升中醫護理人員臨床照護能力，並培育具中醫護理
臨床專業護理人員，並提供中醫護理人員在職訓練。
(三)訓練對象：
1. 具護理師證書，專科或大學以上之學歷證明。
7

2. 在中醫醫院或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服務之護理人員。
3. 參與本次訓練前已完成中醫護理基本訓練七科目九學分之課
程，並經認證者。
(四)訓練名額：預估 100 名，2011 年「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及中醫
醫院評鑑」之護理人員，每家醫院至少薦送護理人員一名，本會
以書面函文通知及資格審查方式審核之。此次訓練經費由本計畫
支出，符合薦送條件之護理人員，不須負擔訓練費用，並由醫院
給予公假。
(五)訓練安排說明:
1. 核心課程以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或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為訓練中心；課程
進行方式以課室教學為主，輔以實務操作，敦聘教授劇中醫護
理教學經驗之中醫師及中藥師、護理師資授課。
2. 核心課程將安排於假日上課，以減少臨床人力需求之壓力。
3. 學員在核心課程結束前應分組與指導老師討論，完成心得報告。
4. 訓練結束則頒發核心課程主講者及實務操作指導員感謝狀。並
頒發受訓學員訓練證明，於參與的課程結束時繳交作業後發給
訓練證明。
三、名詞解釋
(一)中醫護理(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中醫護理乃是以我傳統中醫基礎理論進行辨證施護，擬定護
理計劃及措施，給予臨床個案及社區民眾健康照護。業務內容包
括運用望、聞、問、 切四種資料評估技巧進行各項問題之護理評
估，以辨證施護為依據進 行病室管理、病情觀察、生活起居護理、
情志護理、膳食護理、服藥護理及護理技術之執行。如針刺、灸
法、拔罐、放血、推拿、按摩、刮痧、耳穴埋豆、敷藥、薰洗等
護理及提供預防保健指導等（陳、王、林、張，2004）。
(二)中醫基本護理訓練(七科目九學分)與認證
中醫基本護理訓練是指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九
年函告中醫基本護理訓練最低標準七科目九學分，包括中醫學概
論二學分、中藥學一學分、針灸護理學一學分、中醫傷科護理學
一學分、中醫護理學二學分、藥膳學一學分、中醫護理實習一學
分，並建議全國大專護理學校在學校教育學程中能規劃中醫基本
護理訓練七科目九學分供護理學生選修，並委託教具嚴謹及公信
力之台灣中醫護理學會辦理「中醫基本護理教育訓練課程七科目
九學分」之課程認證基準與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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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醫進階護理再教育訓練與認證
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應包括中醫五專科如中醫內
科、中醫婦科、中醫兒科、中醫針灸科、中醫傷科等五專科護理
再教育訓練課程。
四、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係以半結構式問卷調查為主，由研究者向受訪者說明後，以半
結構式問卷及開放性建議題收集本研究資料收集方法分為兩階段進行。第
一階段研究，研究小組先向研究對象（護理人員）說明填卷方式，逐筆資
料檢誤，問卷回收有疑問處理立即與其溝通討論，以便改正，力求資料正
確。先依本會已建檔具七科九學分訓練合格之護理人員的名冊，能有意願
配合問卷訪談者，以電話或自填問卷方式收集。第二階段召開專家會議，
事先由研究助理協助將收集後之問卷資料結果及訓練辦理建議事項建檔彙
整後，研究小組研擬「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規畫方
案」
，將之製成專家效度問卷調查表，邀集臨床專家會議以德菲爾法進行訓
練課程及認證商討課程議題，並進行專家意見收集。
五、研究工具信度及效度
本研究工具包括結構式問卷及開放性建議，係參考文獻自擬設計之「中
醫護理再教育課程訓練需求問卷表」
，及建構「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認
定制度規畫」
。訪談問卷內容包含:個人基本屬性和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需求
及建議等三部份。
「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制度規畫」問卷內容包含:
個人基本屬性和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基準及建議等三部份。
「中醫護理
再教育課程訓練需求問卷表」及「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制度規畫」
問卷效度則是透過專家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加以評鑑，就問卷的適切
性及正確性進行審核後加以修正，整體問卷之專家內容效度指數（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預定為.8，未達.8 之題項將予以修正。為使問卷具有可
靠性或穩定性，測量時有一致性的程度，在開始作統計分析之前，先對這
些問卷做信度分析。問卷信度將採柯能畢曲 α 係數內容一致性信度(即一般
常用的 α reliability)，量測一組同義或平行測驗總和的信度，如果尺度中的
所有項目都在反映相同的特質，則各項目之間應具有真實的相關存在。若
某一項目和尺度中其他項目之間並無相關存在，就表示該項目不屬於該尺
度，而應將之剔除。相關係數愈高，內部一致性愈高。
本研究問卷信效度，專家內容效度指數（Content Validity Index,CVI）未
達.8 之題項予以逐題修正。整體問卷之 CVI 值達.924；問卷信度分析
Cronbach’s Alpha 值達 .915，研究問卷工具信效度(附錄四~五)。
六、資料統計分析
本研究係以質性研究半結構式訪談為主，第一階段「護理系所開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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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理專業進階培育訓練需求核心課程問卷表」調查結果，做描述性統計
量(Descriptive Statistics)及推論性統計，採用平均 數(Mean)、標準差(Standar
Deviation)、次數表(Frequency table)、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分析，顯示有關
變數的分佈(配)情況。問卷調查開放性建議的資料分析則利用研究者所採用
的教學設計理論架構為基礎，將問題的反應做分類及統計分析。
第二階段由研究小組研擬「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制度規畫」，
並以團隊焦點研究法中醫藥護專家進行專家意見訪談調查，以錄音設備收
取焦點團體討論的聲音，另一研究者記錄參與者發言的順序及非語言的溝
通（如貼名牌）
，以及每位發言者的開頭語等，以有效的確認是誰發言，在
某些情況下可以要求每位發言者確認自己的身分再發言，但這可能不是很
自然的事情，再以內容分析法中最常被用來分析焦點團體訪談資料的方法
是口語資料分析法（Protocol analysis）
，它與內容分析法最大的不同在於此
法是在完成訪談逐字稿後，先進行剪貼分類，剪貼技巧的第一步是瀏覽整
篇逐字稿，並仔細找出和研究相關的部分。憑藉著這初步的閱讀，可一邊
發展或修改研究的主題，並區別出在逐字稿內有哪些部分與主題相關與不
同，根據主題與內容的關聯性進行初步的概念化定義，即可進行「編碼」。
編碼是將蒐集來的資料分解成一個個單位，仔細檢視並比較異同，再針對
資料中所反映的現象而提出問題的過程。透過熟讀受訪者的回答，並且持
續思考該內容與研究主題間的關係以及所代表的意涵，同時於編碼處記錄
下感想與評註並標出受訪者表達之重點及關鍵字，再將每份逐字稿的內容
與位置給予不同的分類編號。編碼之後就可以進行核心資料的分析，即「建
構類屬及概念化」
，將主題資料歸納後，根據其所涵蓋的意義賦予一個適當
的概念名稱。也就是針對摘要內容的主題加以分類、比較、歸納後，將屬
性相同的編碼歸類，予以命名。而命名方式可採用既有的理論概念或是研
究者自行建構的概念，以形成研究中的主要核心類屬。並以專家認為的理
想「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制度規畫」
，專家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著重於測量「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制度」之標準內容的適宜性及
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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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本研究立意選取護理人員對「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
度規畫方案」之反應，以台灣中醫護理學會已完成七科九學分中醫基本護
理認證之會員為收案對象，以結構性問卷收集其需求反應與建議，瞭解專
業學習規畫及需協助之處。並訪談護理主任、副主任或學校中醫護理教師，
對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規畫之建議，依研究結果為我國未來中醫護
理相關政策制定與繼續教育辦理提供建言。
一、建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專家看法及建議
依據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推行之「護理人員完成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
程」(七科目九學分)之培育方案，延伸設計建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
課程暨認證制度」。於 2011 年 2 月 20 日參考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程七科九
學分完成「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包括：(1)中醫護理
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概念架構。(2)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實
施之目標與作業流程。(3)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訓練課程科目、課
程綱要、學分數等。(4)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審查認定
辦法。並規劃試辦 100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中醫內科護理學」進階再教育
課程研討會北、中、南三場(申請認證 25 積分數)之試辦計畫。
(一)產、學界中醫護專家看法及建議德菲爾專家內容效度分析結果
於 2011 年 2 月 25 日~2 月 28 日以問卷方式敦請中醫護理產、
學界共十一位中醫護專家 (附錄六)進行專家看法及意見收集，專
家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之建議，以德
菲爾專家評估法(Delphi Expert Assessment Method)進行專家之個
別意見，然後多次重複的整合出一致認同的看法和意見，來做為中
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標準及認證制度構想評估及群體決策
依據。德菲爾專家評估結果整體問卷之專家內容效度指數（Content
Validity Index,CVI）達.97，醫院中醫護理專家給予十分肯定，對於
進階護理訓練規劃建議：
1. 臨床護理人員請假不易，建議集中上課如一天 8 小時，2-3 天即
可。訓練時間安排的天數分開不同週別，以利人員預約排班。
2. 每堂課宜有休息時間，否則效果不佳。
3. 建議安排實務案例教學則更好。
4. 中部地區可考量在嘉義辦理離高鐵近，且免費接駁車 BRT 即可
到達（嘉義長庚、大林慈濟、嘉基）。
(二)中醫護理醫療機構護理主管專家看法及建議
於 2011 年 3 月 5 日邀集中醫護理醫療機構護理主管專家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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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醫護專家(附錄十)，再進行第二次專家看法及意見收集，收集
專家對於本會草擬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
之課程科目名稱及時數標準，及審查認證作業如訓練對象、訓練機
構條件、訓練師資資格及訓練課程綱要等項目提供專家 意見，以
利 修 正。 德菲 爾專 家 評估 結果 整體 問 卷之 專家 內容 效 度指 數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達 .89，中醫護理醫療機構護理主
管專家亦給予十分肯定。對於進階護理訓練規劃建議：
1. 認證申請書增修以勾選欄，且明確獨立「具備七科九學分」之
欄位。
2. 增修「中醫內科護理學」訓練課程中之「內科疾病四診護理評
估」
，時數增加為 2 小時:肝、心、肺、胃、腎病系辨證施護時數
調整為 1~2 小時。
3. 全國分區主辦辦理訓練之醫院需為「中醫評鑑優等之中醫教學
醫院」
。
4. 明確討論訂定全國北、中、南各場次辦理醫院資格審定及舉辦
時間。
5. 討論及修正「100 年全國「中醫進階護理訓練-中醫內科護理學」
活動簡章」。
二、試辦 2011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研討會中醫護理人員之
看法及建議
(一) 2011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試辦情形
依據專家意見，進行全國宣導說明會，並於北、中、南辦理
三場 2011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研討會，向衛生署
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證 25 積分數，供全國中醫護理人員
專業成長進修機會。已於 2011 年 4 月 10 日完成 2011 年全國「中
醫進階護理訓練-中醫內科護理學」活動簡章，並公告於「台灣中
醫護理學會」
、「台灣護理學會」及「中華民國護理師全國聯合會」
之訓練活動網頁，並進行報名作業，共 120 位報名。並完成全國北、
中、南三場次之衛生署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證各 25 積分申請
作 業 ( 活 動 代 碼 : S20110512Z9032 ， 認 證 字 號 : [ 台 護 審 字 第
100210808 號])。(1)北區於 2011 年 5 月 21、22、28 日在桃園長庚
紀念醫院辦理三天，共 53 人報名出席 53 位參加，參加人員皆為台
北、基隆、桃竹苗醫院之中醫護理人員。(2) 中區於 2011 年 7 月
23、24、30 日在台中中國醫藥大學辦理三天，共 39 人報名出席 39
位參加，參加人員皆為台中、彰化、豐原、台北、南投、嘉義、台
南醫院之中醫護理人員。(3) 南區於 2011 年 8 月 27、28 日、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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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在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辦理三天，共 28 人報名出席 28 位參加，
參加人員皆為台中、台南、嘉義、屏東、高雄醫院之中醫護理人員。
(二)參加試辦 2011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研討會學員基
本資料
收集各醫院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之認同
與意見結果發現，參加試辦 2011 年全國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
課程研討會學員基本資料 120 人佔 99%皆是女性，服務機構類型
有 82 人服務於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佔 68%最多；其次是服務於
學校教師 16 人佔 14%，再次是各有 11 人服務於中醫醫院或中醫
診所各佔 9%。年齡以 31 至 40 歲最多 50 人佔 42%；其次是 41 至
50 歲 37 人佔 31%；再次是 21 歲至 30 歲 21 人佔 18%。教育程度
則以大學最多 61 人佔 51%，其次是專科 30 人佔 25%。服務年資
平均 14 年（表一）
。
表一、參加中醫內科學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之人員基本資料 N=120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20 至 30 歲
31 至 40 歲
41 至 50 歲
51 至 60 歲

21
50
37
10

18
42
31
8

61 至 70 歲
平均年資

2
14

1

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男
女

服務機構類型
西醫醫院附設
中醫部門
中醫醫院
中醫門診或診所
學校及其他
教育程度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1
119

1
99

82

68

11
11
16

9
9
14

30
61
23
6

25
51
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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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醫護理人員對於本次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辦理之整體滿意度
於 2011 年 5 月至 21 日至 9 月 3 日三場訓練辦理時以問卷收
集護理人員(學員)對於本次課程辦理之整體滿意度及建議(附錄
七)，於每場次訓練後發出滿意度調查之問卷共 120 份，回收 120
份，回收率 100%。學員對於中醫內科學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之整
體滿意度五分量表達 4.52 分，介於非常滿意與滿意之間，整體滿
意度為 91%。滿意度最高前三名依序為課程內容主題安排 4.54 分、
教學內容及教師安排 4.52 分；滿意度較低之前三名依序為上課環
境 4.43 分、教學方法運用 4.44 分、對自己上課情形及態度 4.45 分
(表二)，分析原因主要係部份學員反應上課地點交通較不便利，且
希望能有更多案例式教學方式提升自我上課之專注力所致。
表二、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內科學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之整體滿意度情
形 N=120
問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1.課程內容主題安排

3

5

4.54

,548

2.教學內容

3

5

4.52

,534

3.教師安排

3

5

4.52

.565

8.工作人員服務及態度

3

5

4.49

.594

4.教師表達能力

2

5

4.48

.608

6.教具準備

3

5

4.48

.534

9.您對自己上課情形及態度

2

5

4.45

.592

5.教學方法運用

2

5

4.44

.605

7.上課環境

2

5

4.43

.706

10.整體而言對本課程滿意程度

3

5

4.52

.534

(四)中醫護理人員參加本次中醫內科學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之獲益
程度
同前述於每場次訓練後發出滿意度調查之問卷共 120 份，回
收 120 份，回收率 100%。學員對於中醫內科學進階護理再教育課
程之獲益程度以五分量表達整體獲益程度達 4.53 分，介於非常獲
益與獲益之間，獲益程度為 90.6%。獲益程度最高前三名依序為肺
系病辨證施護 4.61 分、外感及肺系病辨證論治 4.60 分、頭痛辨證
論治、痹症辨證施護 4.57 分;獲益程度低於 4.50 分只有一項為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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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四診護理評估 4.47 分，分析原因主要係部份學員反應內科
疾病的四診建議可以多採用案例教學方式較能理解，且較加強學習
印象(表三)。

表三、中醫護理人員參加本次中醫內科學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之獲益程度
情形 N=120
問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4. 肺系病辨證施護

4

5

4.61

.490

3. 外感及肺系病辨證論治

3

5

4.60

.509

14.頭痛辨證論治、痹症辨證施護

4

5

4.57

.498

5. 心系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4

5

4.56

.499

9. 脾胃系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4

5

4.56

.499

12.消渴證辨證論治與施護

4

5

4.56

.499

13.積聚辨證論治與施護

4

5

4.55

.500

16.內科專病護理病例研討

4

5

4.55

.500

2.老年期的生理、病理特點及保健

3

5

4.53

,517

15.肥胖辨證論治與施護

3

5

4.53

.533

6. 肝系病辨證施護

4

5

4.52

.501

10.肝系病辨證論治

4

5

4.52

.501

8. 頭痛辨證論治、痹症辨證論治

3

5

4.51

.518

1. 內科疾病的護理評估-四診

2

5

4.47

,579

11.腎系病辨證施護

3

5

4.46

.564

7. 腎系病辨證論治及施護

3

5

4.45

.563

4.53

.496

平均

(五)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規畫
方案」之回饋與建議
於滿意度問卷中設計以五分量表收集認同度問項及開放式問
項收集中醫護理人員對於本次課程辦理之建議，結果發現，(1)對
於各職級護理人員訓練模式認同度達 4.74 (95%)，表示中醫護理人
員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結合各職級教
育訓練及晉升之規畫是贊同的；(2)對於五專科課程主題內容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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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安排贊同度分別達 4.68 (94%)、4.52 (91%)，表示中醫護理人員
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主題及時數安排是贊同的；(3)
對於教師資格條件要求及教學方法運用安排分別達 4.78 (96%)、
4.54 (88%)，表示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
師資及教學安排是贊同的；(4)對於認證規範及作業程序流程、相
關表單、積分認定、舉辦機構條件規定分別達 4.78 (96%)、4.63
(93%)、4.89 (98%)、4.85 (97%)，表示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護理
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認證規範及作業程序流程、相關表單、積分認
定、舉辦機構條件規定等都是認同的；整體而言對再教育課程及認
證制度認同度可達 4.65 (93%) (表四)。
表四、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及認證制度之看法
N=120
問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8.對於再教育認證積分認定

3

5

4.89

.544

9.對於再教育舉辦機構條件規定

2

5

4.85

.582

4.對於教師資格條件要求

3

5

4.78

.568

6.對於認證規範及作業程序流程
1.對於各級護理人員訓練模式認
同
2.對於五專科課程主題內容安排

3

5

4.78

.534

3

5

4.74

,618

3

5

4.68

,514

7.對於認證制度之相關表單

2

5

4.63

.606

5.對於教學方法運用安排
3.對於五專科課程時數及天數安
排
10.整體而言對再教育課程及認證
制度認同度

2

5

4.54

.535

3

5

4.52

.505

3

5

4.65

.536

另收集中醫護理人員對再教育課程及認證制度之建議整理歸
納分類說明如下：
1. 對於實施本方案是認同並十分肯定：
護理專業必須不斷吸取專業知識及學習，很高興中醫護理
終於也有自己的專業成長規畫，除原有的七科九學分基礎訓練
外，規畫推展五專科的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
度是必要的，對於個人的專業成長很有助益，亦能提昇及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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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病患照護方面。期待中醫護理進階證書能有實際作用，
例如：是否有「中醫專科護理師執照」
，對中醫很有期待與認可。
2. 中醫五專科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課程主題能再多元：
建議規劃的課程可以增加其他課程，如氣功教學、芳香療
法、養生按摩等，多安排中醫護理評估課程及技術性進階課程，
未來會有中醫住院病人，初期病房護士會協助發中藥，針對中
西藥交互探討也希望能有教授，希望有傷科術科的課程強化技
能，可再增加中醫生藥及方劑學課程，能更生活化及對病患衛
教有實質幫助。
3. 能多運用個案(案例)與互動討論教學方式於再教育訓練課程:
建議可加入實習課程，部分課程可拍成錄影帶作成網路課
程減少課室教學時間，能以內科案例教學(如典型病人 X 片)說
明辨證論治，教學讓人印象深刻；配合舌診評估以中醫案例可
以讓學理更活用，如以中醫個案書寫的課程學習授益良多(如中
醫內科病例討論與黃教授討論案例增加學習及理解力)。課程規
劃以臨床常見疾病為主，能與照護工作互相呼應，提供臨床中
醫護理知能。施護部份以實務教學方式授課，較能運用於臨床
運用衛教及護理指導。課程規劃內容充實，可再加入實務操作
如傷科手法練習更佳。
4. 再教育辦理時間建議調整
進階再教育課程能安排在週日，或週間(週一至週五) ，因
為週六是中醫門診開診的大診(指門診數較平日多，此與國人例
假日看診習慣有關)，人力較緊，可以安排在星期日辦理。一天
課程不要超過 6 小時，學習力較好。希望南部可以多辦幾場，
學習資源較少之故。
5. 呼籲主管機關及學會重視及支持再教育辦理
對於主管機關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提供研究經費辦理本次進
階再教育訓練及台灣中醫護理學會規畫給予正面肯定，且希望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能持續支持辦理(每年都能補助)，提升中醫護
理人員專業素質。
三、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需求問卷調查結果
以問卷調查方式，收集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護理再教育(繼續性教育)
之訓練需求，共發出 120 份，回收 120 份，回收率 100%。其對於中醫護理
再教育訓練活動的看法、對於中醫護理再教育的參訓動機以及對於中醫護
理再教育課程安排主題需求程度等，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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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的看法
收集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的看法
結果得知，1.認為一旦獲知有中醫護理學程一定會選課(參加訓練)
達 4.64 分，表示中醫護理人員對於參加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
活動的意願度達 92.8%；且 2.當她為自己定下重要學習目標時，很
少能達成(4.06 分)；3.多數有 85.6%表示會設法面臨在教育學程活
動時所面臨的問題；4.有 56%的中醫護理人員如果教學的目標看起
來很複雜，不會不想嚐試參與；5.有 62%上課時學習新知識及事
務，若一開始不順利是不會很快放棄；6.有 58%對能達成學習目標
的能力具信心（表五）。
表五、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之看法
N=120
問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1. 一旦獲知有中醫護理學程訓練
3
5
4.64
計畫，我一定會選課
4. 我會設法面臨在教育學程活動
2
5
4.28
時所面臨的問題
7. 當我決定學習目標後，我會馬上
2
5
4.20
去做
3. 當我為自己定下重要學習目標
1
5
4.06
時，我很少能達成
6. 上課時學習新知識及事務，若一
開始不順利我就會很快放棄(順
1
5
3.09
利則會繼續持續)
2. 我的問題之一是：我可以專心投
1
5
3.01
入中醫護理課程
8. 我對我能達成學習目標的能力
1
5
2.87
缺乏信心(對於學習有信心)
5. 如 果 教 學 的 目 標 看 起 來 很 複
雜，我會不想嚐試參與(簡單會
1
5
2.80
想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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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547
.663
.669
.802
.850
.974
.654
.552

(二)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的的參訓動機
收集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的參訓
動機結果得知，1.認為參加中醫護理課程是可以滿足個人的求知欲
得分 4.53 分(90.6%)；2.且認為參加中醫護理課程有助於專業發展
得分 4.55 分(91%)；3.認為修習中醫護理課程對個人的專業發展是
重要的得分 4.28 分(86%)，4.且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
可以讓我的護理繼續教育積分及執證照持續得分 4.42 分(89%)，5.
認為參加中醫護理課程有助於可以提升個人的專業能力成長得分
4.50 分(90%) 。6.但認為會增加個人的升遷機會及增加個人在醫院
(診所)的地位只得分 3.29 分(66%)。而認為提升個人在醫院的地位
是很重要也是只有得分 3.48 分(70%)（表六）。由前述資料可知中
醫護理人員參加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的參訓動機中醫進
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的參訓動機主要是來自於有助於專業發展
及提升個人的專業能力成長且能滿足個人的求知欲。
表六、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的的參訓動機
N=120
問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
2
5
4.55
.592
程有助於我的專業發展
1.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
2
5
4.53
.579
程可以滿足我個人的求知欲
9.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
3
5
4.50
.608
有助於提升我的專業能力成長
1
5
4.47
.685
7. 獲得專業肯定，對我是很重要
6.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
2
5
4.42
.631
程，對我個人的專業發展而言是
重要的
10.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
3
5
4.40
.600
程，對我是很重要的
5.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
2
5
4.28
.756
程，可以讓我的護理繼續教育積
分及執證照持續
8. 提高在醫院(診所)或學校的地
1
5
3.77
.950
位對我而言是很重要
4.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
1
5
3.48
,987
程會增加我在醫院(診所)或學
校的地位
3.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
1
5
3.29
.786
程會增加我的升遷機會
平均
4.17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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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的需求
經收集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
的需求程度以五分量表達整體平均達 4.54 分(91%)，介於非常需要
與需要之間，整體需求程度達 91%。研究結果發現，對於中醫進
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每項需求度至少都達 4.43 分以上，前
十名依序:1.中醫養生康復訓練得分 4.68 分；2.中醫針灸科常見疾
病辨證施護得分 4.62 分；3.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得分 4.62
分；4.中醫實證研究學理與實作訓練得分 4.61 分；5.中醫護理技術
再教育與實作練習得分 4.59 分；6.中醫兒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得
分 4.58 分；7.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得分 4.57 分；8.中醫婦
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得分 4.57 分；9.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辨證論
治得分 4.57 分；10.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得分 4.53 分(表七)。
表七、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的需求
N=120
問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17.中醫養生康復訓練
15.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12.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16.中醫實證研究學理與實作訓練
18.中醫護理技術再教育與實作練
習
9. 中醫兒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6. 中醫婦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14.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3. 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11.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13.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5. 中醫婦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10.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2. 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4. 中醫婦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8. 中醫兒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7. 中醫兒科常見疾病診斷方
1. 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平均

1
1
3
1

5
5
5
5

4.68
4.62
4.62
4.61

.624
.636
.582
.702

1

5

4.59

.728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4.58
4.57
4.57
4.57
4.53
4.52
4.49
4.49
4.48
4.47
4.47
4.45
4.43
4.54

.644
.670
.645
.719
.673
.673
.698
.686
.756
.721
.673
.708
.786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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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醫護理人員人口學變項與對於參加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參
訓動機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醫護理人員不同的人口學變項對於中
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參訓動機是否有所不同，研究結果發現，
機構類型、教育程度、年齡等因素對於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
訓練參訓動機沒有不同，且沒有統計上之差異(P>.05)見表八。
表八、人口學變項與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參訓動機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 N=120
Schelfe metod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F值
事後比較檢定
醫院附設中醫部門
82
4.152
機構類型

年齡

教育程度

中醫醫院

11

3.964

中醫門診

11

4.155

學校或其他

16

4.420

20-3o 歲

21

4.230

31-40 歲

50

4.090

41-50 歲

37

4.195

51-60 歲

10

4.360

61-70 歲

2

4.350

專科

30

4.230

大學

61

4.075

碩士

23

4.283

博士

1.518

.965

1.655

6
4.367
ANOVA test with multiple comparison procedure of Scheff’ method.
註：* P<.05 ** P<.01 *** P<.00
依變項：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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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醫護理人員人口學變項與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
排需求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醫護理人員不同的人口學變項對於中
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的需求程度是否有所不同，研究
結果發現，機構類型、教育程度、年齡等因素對於對於中醫進階
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的需求程度沒有不同，且沒有統計上之
差異(P>.05)見表九。
表九、人口學變項與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需求之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N=120
Schelfe metod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F值
事後比較檢定
醫院附設中醫部門
82
4.521
中醫醫院
11
4.510
機構類型 中醫門診
11
4.540
.279
學校或其他
16
4.644
20-3o 歲
21
4.278
31-40 歲
50
4.442
41-50 歲
37
4.559
年齡
51-60 歲
10
4.578
.188
61-70 歲
2
4.550
專科
30
4.454
大學
61
4.524
教育程度 碩士

23

4.582

1.426

博士
6
5.000
ANOVA test with multiple comparison procedure of Scheff’ method.
註：* P<.05 ** P<.01 *** P<.00
依變項：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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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直以來我國政府機構與各醫院從1990 年代初期，均不餘遺力投入中
醫護理人才培育工作，護理人員專業發展必須從在職人才訓練發展投入。
然經過完善設計的在職教育訓練將可使得個人及組織提高效率與效能，以
達到所欲之目標，此也正是再教育訓練與人才培育的宗旨。中醫基礎護理
訓練推行近十年迄今已上軌道，若欲達到提升中醫護理人員專業素質能力
及品質照護提昇的目標，那麼政府的支持與學會的努力與規劃是同等重
要。以下針對再教育訓練規劃、政策配合二方面進行討論。
研究結果發現，中醫護理人員對於本次課程辦理之建議，結果發現，雖
然參加再教育訓練並不會讓中醫護理人員升遷有影響，但中醫護理人員為了
有助於專業發展及提升個人的專業能力成長且能滿足個人的求知欲，積極詢
求訓練學習機會，但此現象一直未受重視。研究中規畫各職級
(N1→N2→N3→N4)護理人員訓練模式非常受肯定及認同(認同度達 95%)，表
示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認同外且
對於結合各職級教育訓練及晉升整合性規畫是贊同的，透過研究小組的努
力，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課程認證規範及作業程序流程、相關表單、積
分認定、舉辦機構條件等規定亦取得全國各醫院之重視與共識。但對於未來
中醫護理人員職級再教育訓練仍應以案例教學為主，訂定辨證施護評估及個
案資料收集評估指引，有效協助中醫護理人員進行病患臨床照護與教學、晉
升報告撰寫之參考。
在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主題及時數安排雖然多數護理人員都
是表示贊同的，但仍希望朝向多元化學習為主軸設計，教師的遴選與教學方
法運用及時數規劃等安排將會影響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
教育課程學習的效果，尤其更應注意提供全國北、中、南、東區辦理之公平
機會。
中醫護理人員除了自我專業知能的提昇自願性參與再教育課程，以長遠
中醫護理人才角度來看，政策仍應有配套作法，方得鼓勵醫院、主管、中醫
護理人員個人產生學習動力朝向專業素質提升之路邁進，例如研擬成立中醫
專科護理師制度，中醫業務與西醫之間存在有各自的特色，臨床護理專家的
角色除了可以提供病患更完善照護外，亦是醫師的好助手，資淺中醫護理人
員的臨床教師，因此中醫專科護理師制度及人才培育已是重要議題。另衛生
署中醫藥委員會持續性提供
教學資源及經費輔導專業學會持續發展專業人才培育課程，減少各醫
院費時自辦及規劃也有待加強的地方， 例如在師資、課程、環境、訓練時
數的議題，多數在中醫診所服務的護理人員反應得不到教學及再教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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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何提供資源較少的診所護理人員自我充實機會及教學協助，以及醫
院「師資」延欖若能全國共享資源，也是值得政府與專業團體重視。
「護理人員法」，護理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
始得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政府長期較關注在西醫與西醫護 理的發展，而忽
略了中醫乃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珍貴資源，故鮮少在護理教育中放入中醫護
理的部分，尤其是資源投入方面。因此，政府除在促進中醫醫療事業健全
發展，應督促中醫醫事及有關團體將繼續教育納入重要工作項目，並積極
推動中醫護理人員之繼續教育及進階訓練規畫是當務之急。研究結果也發
現專業教育的充足已是嚴重影響各醫院中醫業務發展的方向，政府與相關
機關在以中醫藥護人才培育的宏觀策略上，應可再多作著墨。

24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專家意見收集規劃「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
透過試辦方式建立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暨認證制度施行之模式，並收集
全國北、中、南各醫院之中醫護理人員代表意見，作為中醫護理再教育辦理
之參考與人力培育遵循參考。研究結果發現各醫院中醫護理人員對於中醫護
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認證規範及作業程序流程、相關表單、積分認定、舉
辦機構條件規定等整體而言對再教育課程及認證制度認同度可達 93%，且對
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的需求程度為 91%。同時發現中醫護理
人員參加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活動的參訓動機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
練活動的參訓動機主要是來自於有助於專業發展及提升個人的專業能力成
長且能滿足個人的求知欲。
研究結果發現，對於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主題安排前十名依序:1、
中醫養生康復訓練；2、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3、中醫傷科常見
疾病辨證施護；4、中醫實證研究學理與實作訓練；5、中醫護理技術再教
育與實作練習；6、中醫兒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7、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辨
證施護；8、中醫婦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9、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辨證論
治；10、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另研究結果亦發現，中醫護理人員不同的人口學變項對於中醫進階護
理再教育訓練參訓動及主題安排的需求度是沒有影響且沒有統計上之差
異。
未來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課程推動建議應掌握幾項原則：(1)強調案例
教學及中醫實證護理方法的臨床應用，並發展統一教材；(2)中醫進階護理
再教育課程的發展應著重臨床照護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教授；(3)中醫進階護
理再教育課程建立認證制度與護理人員晉升結合。 (4)鼓勵中醫護理研究發
展。(5)政府應建立中醫護理師制度，並多鼓勵專業團體及學校教學資源投
入。(6)政府應持續經費支持辦理人才培育。(7) 對於實用科學運用的中醫護
理人員培育，亦應建立完整中醫護理師資培育規劃，培育課程應包括教學
技巧、教學策略、教學需求與評估、教材製作技巧及個案教學法等，以供
臨床護理再教育課程辦理之參考，建議政府能列入未來研究發展之主題進
行規劃。
本研究進行因受限於研究時間與人力，故未將講師培育及相關「教與
學」及「教學方法應用技巧」課程納入事前師資培育，建議爾後相關研究
訓練辦理前可以「教師共識營」方式提供教師分享教學技巧機會，以提升
教學效能，對訓練課程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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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附錄一、
「護理人員中醫護理再教育訓練暨認證制度規畫」
中 醫護 理再 教育訓 練課 程規 劃
規 劃小組 ：鍾蕙如
張 曼玲、 陳麗麗、 林淑瓊 、謝範孖 、李采 芬、陳光 慧
目的
中醫護理人員在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的積極推展下，中
醫護理人員能參與在中醫醫療團隊中一起為病患的照護品質而努力
。中醫 藥委員 會所推 行的中 醫護理訓 練自 90 年起 至今 受訓人 數已逾
貳千人，不僅喚起護理人員的中醫興趣，也使中醫護理人員積極參
與照護中醫的病患。為持續提升中醫護理人員的知能，實應規劃進
階 課程， 進而提升 中醫護 理 照護的 品質。

壹 、 訓 練目標
達 成中醫 護理人員 專業執 業 10 項能 力：中醫 基礎理論 知能、中
藥基礎知能、中醫整體護理知能、中醫基源知能、中醫護理技術技
能、中醫護理診斷技能、中醫護理專業認同、中醫藥膳護理技能、
中 醫針傷 護理技能 、中醫 臨床護理 技能。
各 級中醫 護理人員 所須具 備的能力 、訓練 課程及評 值項目 ：

Level

能力

TCMN4 實證研究
TCMN3 整體照護能力
TCMN2 專科（病）照護能力

TCMN1 基礎照護能力

訓練課程
中醫實證研究與寫作訓練
（３６小時）
五次專科訓練完成
（３６＊３＝１０８小時）
內護（內、婦、兒）
外護（針、傷）
各擇一
（共３６＊２＝７２小時）
七科九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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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值
專案＋研究
TCN4認證
個案報名
TCN3認證
案例分析
進階認證

七科九學分認證
１０項能力

貳 、 訓 練內容
中 醫護理 五次專科 訓練課 程內容與 時數：

訓練醫院

北
中
南

北市中
林口長庚
中國附醫
奇美
高市中

進階課程
專病護理診斷
共通
護理
8小時

內
婦
兒
針
傷

6小時
6小時
6小時
6小時
6小時

【內護】
【內護】
【內護】
【外護】
【外護】

TCMN2 TCMN3
治則方
劑
10小時
10小時
10小時
10小時
10小時

辨證施
護
8小時
8小時 擇一完
8小時 成
8小時 擇一完
8小時 成

參 、訓練 課程的方 法規劃 設計
1.本 學會 選取曾 協辦 92 年 ~96 年基礎 中醫護 理訓練之 醫院並 徵得中
醫 藥委員 會之同意 ，試辦 中醫護理 人員進 階課程。
2.規 劃每 年在各 區（ 北、中、南 等 五 大 訓 練 醫 院 ）舉 辦 專 科 的 課 程 。
3.中 醫護 理人員 中醫 進階護 理訓練專 業職能 訓練規劃
中 醫護理 人員中醫 進階護 理再教育 訓練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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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部
均
完
成

30

31

32

護理人員完成中醫護理再教育訓練(基礎及進階)課程審查認定基準作業規範
條文

說明

一、台灣中醫護理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護理人員 明 定 本 基 準 之
完成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包括基礎及進階繼續教育)審 訂定目的。
查認定事宜，訂定本作業規章（以下簡稱本規章）
。
二、辦理中醫基本護理訓練之團體、機構資格如下：
明定機構辦理中
醫基本護理訓
(一)護理學會。
(二)設有護理科系之專科學校以上。
練之資格條件。
(三)醫院附設中醫部門之醫學中心。
(四)公立中醫醫院。
三、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程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如下： 明定中醫基本護
(一)中醫學概論 二學分。
理訓練課程之
(二)中藥學概論 一學分。
科目名稱及學
(三)藥膳學
一學分。
分數最低標準。
(四)針灸護理學 一學分。
(五)傷科護理學 一學分。
(六)中醫護理學 二學分。
(七)中醫護理實習一學分。
課室課程一學分十八小時，實習課程一學分三十
六小時。
四、中醫進階護理訓練課程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如下： 明定中醫護理再
(一)中醫婦科學及護理 二學分。
教育訓練課程
(二)中醫兒科學及護理 二學分。
之科目名稱及
(三)中醫傷科學及護理 二學分。
學分數最低標
(四)中醫針灸學及護理 二學分。
準。
(五)中醫內科學及護理 二學分。
(六)實證護理研究(含實作)四學分。
五、講授中醫護理訓練課程者，應同時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明 定 中 醫 護 理
(一)具有教育部部定講師以上資格且教授中醫護理學 課 程 授 課 者 應
程。
具備之資格。
(二)執行中醫師臨床業務七年以上、執行中藥相關臨
床業務五年以上、執行中醫護理臨床業務五年以
上。
六、為辦理中醫護理訓練相關事務之審查認定，由本會設 訓 練 機 構 資
中醫基本護理訓練審定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為之。 格、科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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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學分數
之審定工作，由
本會設立小組
為之。
明定小組任務。

七、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關於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機構資格、課程及師
資之審定事項。
(二)完成中醫基本護理訓練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審定
事項。
八、本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委 明 定 小 組 召 集
人、委員人數、
員互選之。
委員由本會函請護理學會、設有護理科系之專科 產 生 方 式 及 任
學校以上、醫院附設中醫部門之醫學中心、公立中醫 期。
醫院等機構推薦擔任，不足人數由本會遴聘，其任期
隨職務異動調整之。
前項機構未於本會指定時間內推薦者，視為不推
薦。
小組委員的組成應由北、中、南、東各區皆有代
表。
九、各機構所推薦委員，應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明定小組委員
(一)現任或曾任本會理事長、理事、監事職務。
資格。
(二)具教育部部定講師以上資格。
(三)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訪查合格之中醫醫院、醫院
附設中醫部門之護理督導級以上職務。
十、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開會時，以召集人為主 明 定 小 組 會 議
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一人為主席。 之 召 集 及 出
本項會議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須有 席、決議之法定
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人數。
十一、本小組召集人及委員均為無給職。
明定小組成員
均為無給職。
十二、申請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機構資格、課程及師資 明 定 機 構 申 請
審查認定程序如下：
辦 理 訓 練 課
(一)機構申請辦理中醫基本護理訓練，應於舉辦日二 程、師資、團體
個月（以郵戳為憑）前，提出課程審查認定申請， 認 證 及 之 審 定
並應填妥「機構團體辦理中醫護理訓練課程審查 之程序。
認定申請書」（表一）連同「課程表」、「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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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冊」（表二）及足資證明講授者符合第四點資
格之文件，以電子郵件或信件寄送本會申請。
(二)訓練機構申請課程訓練認證得免收費。
(三)收件後一個月內，本會應將審核結果通知各申請
之訓練機構，審核結果五年內有效。
(四)訓練機構於辦理訓練活動完竣後七日內，應將出
席人員簽名名冊（需由參加者親筆簽名，不得以
蓋章代替）及訓練成績紙本及電子檔各一份，送
本會建檔及備查。
(五)團體申請認證之機構，應於訓練後將完成訓練之
「學員名冊」，註明學員訓練後評值成績，檢附
本會審核認證通過之通知函及認證申請費匯款証
明，以信件寄送本會申請。
十三、認證時數及學分數中醫基本護理訓練最高不超過七
科目九學分，七科目訓練課程以提出申請日起追溯
前六年內完成之訓練為原則。課程名稱、訓練目
標、課程內容、課程綱要、學分(時數)、評值方式
應符合本學會要求方得予以認證，中醫進階護理訓
練最高不超過六科目十四學分，
（基準見表三）。
十四、個人申請護理人員完成中醫護理專業訓練課程審查
認定程序如下：
個人申請時應檢具「個人辦理中醫護理訓練
審查認定申請書」（表四）及下列各應足資證明相
關事實之文件（含書面文件及電子檔），向本會申
請。檢具文件應符合下列參加七科九學分課程訓練
之證明文件規定。訓練科目的名稱與學分數需與本
學會規定基準相符合。
(一)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進修中醫護理相關課程
者，應提供學校名稱、課程名稱、授課教師、
修習期間及學分數、成績及訓練課程經本會審
查通過之代碼等相關資料。
(二)在國內醫院或團體參加教育訓練課程者，應提
供醫院或團體名稱、課程名稱、授時間及授課
對象及成績等相關資料。
(三)民國 94 年以前參加各醫院、學校、學會辦理之
在職教育、推廣教育及正規教育選修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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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護理人員完
成中醫基本及
進階專業護理
訓練課程認證
基準。
規定個人申請
課程科目及學
分數審定之程
序。

需檢附訓練科目、學分數。
(四)民國 95 年以後申請者本會需先查驗是否為本
會認證審核通過在有效期之訓練機構（含學
校），符合者方得予以申請辦理認證。
十五、本會受理申請審定案件後，秉迴避原則，並審酌委
員專長，先送請委員三人審查，並作成「機構或個
人申請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審查認定案件審查意見
書」（表五）；若委員二人以上審查意見相同，本會
即據以逕行製作「訓練機構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
審查認定案件審查結果通知書」（表六）或「個人
申請中醫專業護理訓練審查認定案件審查結果通
知書」（表七）將審定結果通知申請機構（或申請
人），並建檔及登錄本會網站。若委員二人以上審
查意見不同，提本組會議審定，審定結果之處理，
依前段規定。
十六、申請機構（或申請人）如對審定結果有異議時，應
於本會審定結果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十日內，以書
面敘明理由申請重行審定。申請重行審定者，以壹
次為限。
十七、本基準施行前，參加護理學會、設有護理科系之專
科學校以上、醫院附設中醫部門之醫學中心、公立
中醫醫院等機構辦理之中醫護理專業訓練課程科
目符合者應予以採認。
十八、本基準所定文書格式，由本會定之，並刊登本會網
站。
十九、本基準施行日期，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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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送請委員
審查原則、程序
及審定結果之
處理方式。

明定申請單位
對審定結果表
示異議之處理
方式。
明定過渡時期
課程科目符合
者應採認之規
定。
規定相關文書
格式由本會訂
定。
明定本基準施
行日期由會員
代表大會定之。

護理人員完成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基礎及進階)課程審查認定基準
審核作業流程
申請

申請程序
不符

申請程序
符合

委員意見
不一致

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應先劃撥
繳交費用)

重新申請

機構或個人填立「中醫基本護
理訓練」認證申請表

審查

退件

(審查意見書)

(退件通知書)

委
員
意
見
一
致

審定小組會議
不通過

通知結果
(二個月完成審查結果通知書)

通過
副本

正本

重新審定

申請人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申請單位

(課程及師資學員建檔)
正本

(出席人員簽名名冊)

申請人或申請單位有異議

發給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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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完成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基礎及進階)課程審查作業
相關文書
一、 申請書
(一) 機構類：
（訓練機構辦理訓練課程認證，依據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
一項規定）填立「機構團體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基礎及進階)
課程審查認定申請書」。
(二) 個人類：
（訓練機構辦理訓練課程認證，依據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
一項規定）填立「個人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基礎及進階)審查認
定申請書」。
二、審查意見書
(一)機構類：
（訓練機構辦理訓練課程認證，依據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
四項規定）。
(二)個人類：
（訓練機構辦理訓練課程認證，依據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
四項規定）。
三、審定結果通知書
(一)機構類：
（訓練機構辦理訓練課程認證，依據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
四項規定）。
(二)個人類：
（訓練機構辦理訓練課程認證，依據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
四項第二款規定）。
四、師資名冊
五、學員出席簽到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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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機構或團體代碼：□□□□

表一、機構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基礎及進階)課程審查認定申請書
機構類 （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一項規定）
適用範圍：本申請表適用於醫療機構及學校推廣教育於辦理專業中醫護理教育訓練時先
進行課程認定時使用。
申請日期：民國
訓練醫療機構或學校
單位名稱
訓練醫療機構或學校
地址
訓練醫療機構或學校
聯絡負責人姓名

年

月

日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E-mail
申請者請於下列的□欄位內打”v”

申請核備
之教育訓
練類別
申請
核備
之教
育訓
練科
目及
學分
數

專業訓練類別：
□中醫基礎護理教育訓練
□中醫進階護理教育訓練
中醫基礎護理教育訓練科目及學分數：
□中醫學概論
（二學分 36 小時）
□中藥學概論
（一學分 18 小時）
□藥膳學
（一學分 18 小時）
□針灸護理學
（一學分 18 小時）
□傷科護理學
（一學分 18 小時）
□中醫護理學
（二學分 36 小時）
□中醫護理實習
（一學分 36 小時）
中醫進階護理教育訓練科目及學分數：
□中醫內科學及護理
（二學分 36 小時）
□中醫婦科學及護理
（二學分 36 小時）
□中醫兒科學及護理
（二學分 36 小時）
□中醫針灸學及護理
（二學分 36 小時）
□中醫傷科學及護理
（二學分 36 小時）
□實證護理研究
（四學分 72 小時）
一、檢附文件：
請就檢附文件檢視應填具相關附表：
□機構團體辦理中醫護理訓練課程認證申請書
□課程表
□師資名冊
□足資證明講授、演講者符合第四點資格之文件
二、說明：
(一) 本項申請案，請依據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訓練機構需於
開課前二個月提出課程訓練認證申請，應填妥「機構團辦理中醫護理訓練課程認
證申請書」（表二）連同「課程表」、「師資名冊」（表三）及足資證明講授、演講
者符合第四點資格之文件，以電子郵件或信件寄送本會申請。
(二) 訓練機構申請課程訓練認證得免收費。
(三) 請在空格欄內勾選已檢附文件。
(四) 聯絡電話：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04-22073014 (ttcmna@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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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課程師資名冊
（訓練單位全銜）○○○○（中醫基礎或進階護理訓練）講師概況
訓練科目：○○○○○
編

課程內容

講師姓名

學歷

號

經歷（類別請鉤選）

醫師

護理

藥師

備註說明：
1 每一科目請填寫乙份（一式一聯）。
2.填表後請隨函檢附每位講師之學經歷証明影印本乙份一併寄交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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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部定講師 通訊處
證號

電話

表二、機構團體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課程學員出席名冊
（訓練單位全銜）○○（中醫基礎或進階護理訓練）學員概況
訓練科目：○○○○○
序號

學員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學歷

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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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處

備註

護理人員完成中醫基本護理訓練七學科九學分課程審查認定基準
課程認定基準適用範圍：
認證範圍包括中醫護理專業基礎七科目九學分（180 小時）之課程名稱、訓
練目標、課程內容、課程鋼要、學分(時數)、評值方式應符合本學會要求。
一、中醫學概論（2 學分， 36 小時）
課程內容

時數

師資規定

中醫學理論哲學基礎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陰陽、五行學說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藏象（臟腑介紹）

6

醫師或護理師資

氣、血、津液

4

醫師或護理師資

經絡系統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病因與發病、病機

4

醫師或護理師資

體質概論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四診（望、聞、問、切）

4

醫師或護理師資

6

醫師或護理師資

預防及治療原則

3

醫師或護理師資

評值

1

常用辨證法：八綱辨證、臟腑辨證、六經辨證、
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

二、藥膳學（1 學分，18 小時）
課程內容

時數

師資規定

緒論（發展、特點）

2

醫師、藥師或護理師資

藥膳食材介紹（性味、功能、主治）

5

醫師、藥師或護理師資

藥膳與養生

1

醫師、藥師或護理師資

藥膳實作與練習

2

醫師、藥師或護理師資

美容、減肥藥膳

2

醫師、藥師或護理師資

婦女保健及坐月子藥膳

2

醫師、藥師或護理師資

老年保健藥膳

2

醫師、藥師或護理師資

兒童保健藥膳

1

醫師、藥師或護理師資

課程評值

1

護理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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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藥學概論（1 學分，18 小時）
課程內容

時數

師資規定

中藥的起源和歷代中藥學發展

1

藥師或護理師資

中藥的產地、採收及命名

1

藥師師資

中藥材的加工、炮製、保存及儲存

2

藥師師資

四氣、五味、配伍、禁忌之基本概念

2

藥師或護理師資

9

藥師或醫師師資

中藥臨床應用（方劑簡介）

2

藥師師資

課程評值

1

護理師資

各論：
解表劑、清熱劑、化痰止咳劑、瀉下劑、利水
滲濕劑、溫裏劑、補養劑、理氣劑、理血劑（含
活血化瘀藥）、抗癌劑、安神劑、消導劑、外
用藥

四、針灸護理學（1 學分，18 小時）
課程內容

時數

師資規定

針灸學總論：針灸源流、定義、針灸作用、針
灸臨床應用、國內外針灸發展現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1

醫師或護理師資

3

醫師或護理師資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3

醫師或護理師資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1

醫師或護理師資

況
經絡學：經絡概念之起源、經絡的定義、經絡
系統的組成、經絡系統的分佈作用
腧穴學：腧穴定義、命名、分類、分布、腧穴
的作用、同身寸、尋穴法
經穴各論及取穴練習（含常用腧穴介紹）
針法及針具：常用針法簡介、針具種類及用途
簡介、針灸常用儀器簡介
針法治療法則：以疾病為例
針刺護理：針刺適應症與禁忌、行針與出針時
注意事項、合併症處理
灸法護理：灸法種類之介紹、適應症、施灸過
程應注意事項及護理、灸法練習
課程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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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醫傷科護理學（1 學分，18 小時）
課程內容

時數

師資規定

緒論

1

醫師或護理師資

傷科診斷與治療原則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基本手法應用與練習

4

醫師或護理師資

傷科藥物治療（內服、外用）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外治法及其護理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傷科手法應用－肩頸、腰背酸痛之處理

4

醫師或護理師資

練功療護

2

醫師或護理師資

評值

1

護理師資

時數

師資規定

1

護理師資

4

護理師資

2

護理師資

2

護理師資

中醫體質學說在護理的應用

2

護理師資

中醫護理評估方法

3

護理師資

中醫護理辨證施護與記錄

2

護理師資

食膳在疾病護理的應用

2

護理師資

飲食宜忌護理

1

護理師資

拔罐護理法與練習

2

護理師資

情志護理

2

護理師資

按摩護理法與練習

3

護理師資

刮痧護理法與練習

2

護理師資

耳穴護理法與練習

3

護理師資

中醫服藥護理

2

護理師資

2

護理師資

1

護理師資

六、中醫護理學（2 學分，36 小時）
課程內容
緒論
中醫護理發展與現況（含教育、實務、研究及
政策）
輔助療法及替代療法之趨勢與應用
中醫護理主要概念簡介－人、環境、護理、健
康

中醫護理學在臨床實務之應用舉例－老年照
護等
課程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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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機 構 或 團 體 代 碼：□

□□□
個人類 （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四項規定） 訓練機構或團體通過審核之代碼：□□□□□

表四、個人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審查認定申請書
適用範圍：本申請表適用個人護理師於醫療機構及學校推廣教育於辦理專業中醫護理教
育訓練時先進行課程認定時使用。
申請日期：民國
申請人姓名

年

月

日
電話

地址

手機

護理師（士）證書字號

E-mail

申請者請於下列的□欄位內打”v”
申請核備 專業訓練類別：
之教育訓 □中醫基礎護理教育訓練
練類別
□中醫進階護理教育訓練
申請核備 基本訓練科目：
之教育訓 □中醫學概論
二學分（三十六小時）
練科目
□中藥學概論
一學分（十八小時）
□藥膳學
一學分（十八小時）
□針灸護理學
一學分（十八小時）
□傷科護理學
一學分（十八小時）
□中醫護理學
二學分（三十六小時）
□中醫護理實習 一學分（三十六小時）
一、檢附文件：
（一）請就檢附文件檢視應填具相關附表：
□申請人護理師(士)證書影印本。
□個人申請辦理中醫護理訓練課程認證申請書
□檢具符合參加七科九學分課程訓練之證明文件。
□訓練成績証明。
(二)繳交認證行政費
□繳交匯款單影印本
二、說明：
(一)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進修中醫護理相關課程者，應提供學校名稱、課程名
稱、授課教師、修習期間及學分數、成績及訓練課程審查通過之代碼等相關
資料。
(二)在國內醫院或團體參加教育訓練課程者，應提供醫院或團體名稱、課程名稱、
授時間及授課對象及成績等相關資料。
(三)民國 94 年（含）以前參加各醫院、學校、學會辦理之在職教育、推廣教育及正
規教育選修課程，需檢附時數及訓練評值合格成績(或學校成績證明)。
(四)95 年以後申請者本會需先查驗是否為本會認證審核通過在有效期之
訓練機構（含學校），符合者方得予以申請辦理認證。
(五)團體及個人認證以每人次每科目計算認證費用，會員每科目 300 元，非會員每
科目 600 元，可逐一科目申請或七科目一起申請認證。為鼓勵個人完成「七學
科九學分」基礎訓練認證，凡辦理七學科統一認證者，認證費用會員得酌收
2000 元，非會員 4000 元。
(六)凡接受台灣中醫護理學會訓練具訓練証明者免再申請認證。
(七)聯絡電話：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04-2207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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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機構或個人申請中醫基本護理訓練審查認定案件審查意見書
訓 練 機 構 或 團 體 代 碼：□

□□□

訓練機構或團體通過審核之代碼：□□□□□

機構或個人類 （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四項規定）
所送審定案件，審查意見如下：
申請人姓名

申請日期

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程

學分數

年

月

日

審查意見
審查通過之代碼

課程認定結果

1.中醫學概論

2 學分 36 小時 代碼：

□同意

□不同意

2.中藥學概論

1 學分 18 小時 代碼：

□同意

□不同意

3.藥膳學

1 學分 18 小時 代碼：

□同意

□不同意

4.針灸護理學

1 學分 18 小時 代碼：

□同意

□不同意

5.傷科護理學

1 學分 18 小時 代碼：

□同意

□不同意

6.中醫護理學

2 學分 36 小時 代碼：

□同意

□不同意

7.中醫護理實習

1 學分 36 小時 代碼：

□同意

□不同意

不

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程

不同意理由

同
意
項
目
說明：
1. 請貴委員審酌訓練課程之「課程名稱」
、
「授課教師」
、
「學分數」
、
「修習期間」
、
「成績」
及訓練課程審查通過之「代碼」等相關資料，針對申請人所附各項相關事實證明文件，
是否符合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七點第二項規定，在「審查意見」之「課程認定結果」
欄內，逐項勾選同意或不同意，並在「審查通過之代碼」欄，逐項填上認證代碼。若
有不同意之課程請在「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程」欄位填上課程名稱，並請在「不同意
理由」欄內逐項敘明理由。
2. 請貴委員於

年

月

日前審畢並擲還。

3. 聯絡：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聯絡電話 04-22073014、傳真電話 04-22073013
聯絡信箱：ttcmna@yahoo.com.tw
審查委員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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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表六、訓練機構辦理中醫基本護理訓練審查認定案件審查結果通知書
單位類 （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四項規定）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函
機關地址：台中市北區學士路九十一號
聯 絡 人：蔡○○小姐
聯絡電話：
（04）22073014
傳真電話：
（04）22073013

受文者：○○○小姐
發文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年○○月○○日
發文字號：台中護字第○○○○○○號
附件

一、復貴單位○○年○○月○○日申請書。
二、貴單位申請案件，業經本會審定完竣，結果如下：
□(一)課程及學分數認定如下表：
訓練醫療機構或
學校單位名稱
審
定
結
果

不
同
意
項
目

負責人
聯絡電話及傳真
訓練課程審查認定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認定結果
審查通過代碼
□1.中醫學概論
2 學分 36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代碼：
□2.中藥學概論
1 學分 18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代碼：
□3.藥膳學
1 學分 18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代碼：
□4.針灸護理學
1 學分 18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代碼：
□5.傷科護理學
1 學分 18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代碼：
□6.中醫護理學
2 學分 36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代碼：
□7.中醫護理實習 1 學分 36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代碼：
合
計
共
門課程
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程
不同意理由

□(二)課程及學分數全部不予認定。
註：1. 貴單如對本項審定結果有異議時，應於本會審定結果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十日
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重行審定。申請重行審定者，以壹次為限。
2.為利台灣中醫護理學會執行中醫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電腦登錄作業，申請單
位應於辦理訓練完竣後七日內，將出席學員簽名名冊（需由參加者親筆簽名，不
得以蓋章代替）紙本及電子檔送本會建檔備查。

理事長 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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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個人辦理中醫基本及進階護理訓練課程認證審查案件審查結果通知
書
個人類 （審查認定基準作業第十四項規定）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函
機關地址：桃園縣龜山鄉頂湖路 123 號
聯絡人 ：丁○○小姐
聯絡電話：
（03）22073014
傳真電話：
（03）22073013

受文者：○○○小姐
發文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年○○月○○日
發文字號：台中護字第○○○○○○號
附件

一、復台瑞○○年○○月○○日申請書。
二、台瑞申請案件，業經本會審定完竣，結果如下：
□(一)課程及學分數認定如下表：
姓名
護理師（士）
證書字號
課程名稱
審 □1.中醫學概論

學分數
2 學分 36 小時

課程認定結果
□同意
□不同意

□2.中藥學概論

1 學分 18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3.藥膳學

1 學分 18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結 □4.針灸護理學
□5.傷科護理學
果 □6.中醫護理學

1 學分 18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1 學分 18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2 學分 36 小時

□同意

□不同意

定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機構

□7.中醫護理實習
不
同
意
項
目

1 學分 36 小時 □同意
合
計
中醫基本護理訓練課程

中醫進階護理訓練課程

證書證號

□不同意
共
門課程
不同意理由

不同意理由

□(二)課程及學分數全部不予認定。
註：1. 台瑞如對本項審定結果有異議時，應於本會審定結果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十日
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重行審定。申請重行審定者，以壹次為限。
2.本項審定結果，由台灣中醫護理學會執行中醫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登錄備查。

理事長 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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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完成中醫護理專業訓練課程審查認定申請作業
作業流程

申請人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送交審定委員會審定）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審定通過核算學分數，發予證書）

申請人
（正本）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電腦登錄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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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醫護理人員進階再教育課程需求問卷表」
敬愛的中醫護理同仁 您好：
因應「護理人員法」修法公告護理執業證照需六年更新，且須完成繼續教育一定時
數，台灣中醫護理學會為中醫滿足護理人員接受繼續教育之需求，冀能了解您已完成七
科九學分中醫基礎護理訓練後，對中醫護理再教育(繼續性教育)之訓練需求情形。所有
問卷資料僅作為研究之用，絕不對外公佈，請您放心填寫。
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本研究成敗之關鍵，懇請您支持與協助，在此由衷的感謝您在百
忙之中抽空填寫此問卷。
敬祝
業務順利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 理事長

鍾蕙如敬上

問卷開始
ㄧ、您的基本資料：
請您勾選下列選項，以便於問卷回收後的後續分析
1.您的性別：□男

□女

2.您的服務機構類型：□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

□中醫醫院

□中醫門診或診所

□其他
3.您的年齡：□20 歲(含)以下
□51 至 60 歲

□21 至 30 歲

□31 至 40 歲

□61 至 70 歲

□71 歲以上

4.您的教育程度：□高中或高職
5.您的服務年資：

□專科

□大學

□碩士

□41 至 50 歲
□博士以上

年

二、您對於教育訓練活動的看法：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一旦獲知有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計畫，我一定會參與訓練

□

□

□

□

□

2. 我的問題之一是：我無法專心投入訓練活動

□

□

□

□

□

3. 當我為自己定下重要訓練目標時，我很少能達成

□

□

□

□

□

4. 我會設法面臨在教育訓練活動時所面臨的問題

□

□

□

□

□

5. 如果訓練的目標看起來很複雜，我會不想嚐試參與

□

□

□

□

□

6. 訓練時學習新知識及事務，若一開始不順利我就會很快放棄

□

□

□

□

□

7. 當我決定訓練目標後，我會馬上去做

□

□

□

□

□

8. 我對我能達成訓練目標的能力缺乏信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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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教育訓練活動的參訓動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可以滿足我個人的求知欲

□

□

□

□

□

2.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有助於我的專業發展

□

□

□

□

□

3.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會增加我的升遷機會

□

□

□

□

□

4.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會增加我在醫院(診所)的地

□

□

□

□

□

5.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可以讓我的護理執業證照 □

□

□

□

□

位
持續
6. 個人的專業發展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

□

□

□

□

7. 獲得專業肯定，對我是很重要的

□

□

□

□

□

8. 提高在醫院(診所)的地位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

□

□

□

□

9.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有助於提升我的專業素質

□

□

□

□

□

□

□

□

□

□

成長
10. 參加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對我是很重要的
四、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安排的主題，您的需要程度如何？
訓練需求度
1.非常不需要
2.不需要
3.普通
4.需要
5.非常需要

分析項目\職務內容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1.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2.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3.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4.中醫婦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5.中醫婦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6.中醫婦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7.中醫兒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8.中醫兒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9.中醫兒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10.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11.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12.中醫傷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13.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診斷方法
14.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辨證論治
15.中醫針灸科常見疾病辨證施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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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醫實證研究學理與實作訓練
54321
17.中醫養生康復訓練
54321
18.中醫護理技術再教育與實作練習
54321
五、依您過去接受繼續教育訓練的經驗，對於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安排的內容、實用性
及教學方法，您的建議如何？（本會將納入課程規劃修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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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邀集各醫院中醫藥護臨床專家名單
項次

醫院名稱

中醫藥護臨床專家名單

1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

黃村金護理長

2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謝範孖督導長

3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李采芬督導

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素惠督導

5

彰化基督教醫院

張愛玲督導

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長

7

義守大學附設醫院

洪春金護理長

8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朱翠萍副主任

9

台中潭子慈濟醫院

劉玉玲督導

10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曾妍芳主任

11

奇美醫院

護理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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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中醫護理進階再教育訓練整體規劃專家建議問卷表
一、進階護理訓練認證制度之整體規劃建議
專家評分
項次
課程主題
普遍性 可用性 明確性
54321 54321 54321
各級中醫護理人員所須具備的進階
1
54321 54321 54321
能力設定基準
中醫五次專科護理訓練課程內
2
54321 54321 54321
容
中醫五科進階護理訓練時數安排
3
54321 54321 54321
中醫五科進階護理訓練師資要求基
4
54321 54321 54321
準
每科目事前申請護理繼續教育 25 積
5
54321 54321 54321
分
中醫護理人員中醫進階護理訓練專
6
54321 54321 54321
業職能訓練規劃
護理人員完成中醫護理再教育訓練
課程審查認定基準作業規範（認證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7
制度）
護 理人員 完成中醫 護理專 業訓 練
(基礎及進階課程審查認定基準審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8
核作業流程
護 理人員 完成中醫 護理專 業訓 練
9
(基礎及進階)課程審查作業相關文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書表單(申請書)
辦理中醫護理專業訓練審查認定申
10
54321 54321 54321
請書
11 試辦中醫內科護理學北中南各一場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12 其他建議
54

妥切性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專家建議

二、中醫內科學進階護理訓練整體規劃建議
項次
1
2
3
4

課程主題

普遍性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專家評分
可用性 明確性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專家建議
妥切性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訓練時數安排
訓練師資安排
北、中、南各舉辦一場
事前申請護理繼續教育積分共 25 學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時
其他建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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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醫內科護理學訓練課程主題安排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課程主題
四診評估於中醫內科診斷
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護理評估
消渴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腫瘤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肥胖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過敏證辨證論治與施護
冠心證辨證論治與施護
肝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腎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內科常見病例研討
肺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胃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老年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痹病論治與施護
中醫內科飲食宜忌護理
中醫常見儀器介紹與護理
中醫實證護理之應用
中醫護理專案報告之撰寫
中醫護理個案報告之撰寫
綜合討論與評值

普遍性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專家評分
可用性 明確性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6

妥切性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專家建議

附錄五、100 年中醫護理進階再教育訓練課程「中醫內科護理學」臨床專家
評分與建議彙整
一、進階護理訓練整體規劃建議
十一位臨床護理專家意見收集評分結果皆給予十分肯定：
項次

專家評分

普遍性

專家評分平均
可用性 明確性

妥切性

1

訓練時數安排

4.58

4.57

4.56

4.55

2

訓練師資安排

4.77

4.76

4.76

4.75

3

北、中、南各舉辦一場

5

5

5

5

4

事前申請護理繼續教育共 25 積分

5

5

5

5

5

中醫護理人員進階課程整體規劃

4.84

4.83

4.83

4.83

對於進階護理訓練規劃其他建議：
(1) 臨床護理人員請假不易,建議集中上課,如一天 8 小時,2-3 天即可。
（中國附設醫院、北市中醫、南市中醫、桃園長庚、嘉義長庚、彰基、台中慈濟、
大林慈濟、台北長庚、秀傳等）
(2) 訓練時數安排期程分開,以利人力配置。
(3) 每堂課宜有休息時間,否則效果不佳。
(4) 病徵(症)依體質而有異,建議每天上課時間應儘量平均約 6~7 小時，故時間應有差
異。
(5) 尚未辦理過中醫內科一般護理學課程,何謂進階護理學,建議可將題目修改或先辦
理中醫疾病的辨證施護後再辦進階護理。
(6) 授課師資與時間建議應分開,避免有超時之慮。
(7) 第三天併入第一天,以樽節日數(如附表)。
(8) 中部地區可考量在嘉義辦理離高鐵近,且免費街駁車 BRT 即可到達（嘉義長庚、
大林慈濟、嘉基）。
(9) 如能安排實務參訪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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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醫內科護理學訓練課程主題安排
1. 十一位臨床護理專家意見收集評分結果：
專家評分
項次
課程主題
1 四診評估於中醫內科診斷
2 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護理評估
3 消渴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4 腫瘤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5 肥胖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6 過敏證辨證論治與施護
7 冠心證辨證論治與施護
8 肝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9 腎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10 內科常見病例研討
11 肺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12 胃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13 老年病辨證論治與施護
14 痹病論治與施護
15 中醫內科飲食宜忌護理
16 中醫常見儀器介紹與護理
17 中醫實證護理之應用
18 中醫護理專案報告之撰寫
19 中醫護理個案報告之撰寫
20 綜合討論與評值

普遍性
4.98
4.91
5.00
5.00
4.84
4.86
4.86
4.95
4.93
4.75
4.82
4.84
4.91
4.84
4.66
4.59
5.00
4.82
4.82
4.75

專家平均
可用性
明確性
4.98
4.98
4.91
4.90
5.00
5.00
5.00
5.00
4.84
4.83
4.86
4.86
4.86
4.86
4.95
4.95
4.93
4.93
4.74
4.74
4.81
4.81
4.84
4.83
4.91
4.90
4.84
4.83
4.65
4.64
4.58
4.57
5.00
5.00
4.81
4.81
4.81
4.81
4.74
4.74

妥切性
4.98
4.90
5.00
5.00
4.83
4.85
4.85
4.95
4.93
4.73
4.81
4.83
4.90
4.83
4.64
4.56
5.00
4.81
4.81
4.73

2. 對於中醫內科護理學訓練課程主題規劃之建議：
(1)四診評估於中醫內科診斷與中醫內科常見疾病護理評估合併。--(已調整為「內科
疾病護理評估--四診」)
(2)內科常見病例研討建議加強疾病徵候的辨證，可再明確說明授課重點及方式，建
議以 2-3 個案例介紹。--(已增列說明)
(3)肥胖病、過敏及老年病辨證論治與施護建議列入基礎課程--(維持)。
(4)中醫內科飲食宜忌護理及中醫常見儀器介紹與護理融入其他課程一併--(已調整)。
(5)各節課程時間安排應符合申報教育積分之時數，如綜合討論與評值等增加時間
10~20 分鐘。--(已調整)。
(6)個案及專案報告之撰寫格式要用護理學會格式，還是我們中醫護理學會制訂寫法
(一般普遍接受台灣護理學會格式)。--(全國一致性故有共識依台灣護理學會格式)。
(7)建議綜合討論與評值參與人員與主持人互動需先設定(已增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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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邀集產學界中醫藥護臨床專家名單
項次

醫院名稱

中醫藥護臨床專家名單

1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護理主管

謝範孖督導、黃村金護理長

2

長庚紀念醫院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4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朱翠萍主任

5

彰化基督教醫院

張愛玲督導

6

中國醫藥大學

7

義守大學附設醫院

黃春金護理長

8

慈濟技術學院

彭台珠教授

9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章美英教授、陳美麗講師

10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林德滿主任

11

台北榮民總醫院

明金蓮督導

黃慈心主任、李采芬督導
朱宗藍主任、林淑瓊護理長
陳光慧督導、杜惠娟護理長
劉寶貞副主任

施欣欣教授、陳麗麗副教授
張曼玲教授、林君黛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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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100 年度中醫進階護理再教育訓練辦理之滿意情況及建議
辦理時間：100 年 5 月 21、22、28 日
地
點：北區-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B2 簡報室
問卷份數：52 份
結
果：
1. 學員對於本次課程辦理之整體滿意度為 88%,其中滿意度最高為教學內容安排及工作
人員服務及態度達 90%，滿意度較低為上課環境，從建議事項中分析主要係交通不便
因素之影響所致。
問項
滿意度
89%
1.課程內容主題安排
90%
2.教學內容
89%
3.教師安排
90%
4.教師表達能力
88%
5.教學方法運用
89%
6.教具準備
86%
7.上課環境
90%
8.工作人員服務及態度
88%
88%
9.您對自己上課情形及態度
10.整體而言對本課程滿意程度
2. 學員之肯定
(1)我覺得學會課程規畫得很好，對臨床很有幫助。
(2)整體課程規劃及辦理有系統很不錯。
(3)感謝學會及主辦單位桃園長庚醫院辛苦安排，非常用心，場地很好收益良多。
(4)此次課程安排內容精彩且師資優，希望可以多多辦理。
建議事項：
(一)依您過去接受繼續教育訓練的經驗，對於中醫護理再教育課程安排的內容、實用性
及教學方法，您的建議如何？（本會將納入課程規劃修正之參考）
1. 上課時間太短，上課內容不太能全部吸收。
2. 期待能持續辦理，有再繼續教育的機會。
3. 老師教學都很認真，王純娟老師，游智勝及黃澤宏教授很棒，淺顯易懂，希望
下次可以再邀請他們上課。
4. 地點較遠，但人員很用心，感謝辦理，上課點精油，感覺上課很棒很舒服。
5. 上課中以內科案例典型病人照片，說明辨證論治，印象深刻。
6. 建議規劃其他課程如氣功教學，芳香療法，養生按摩等。
7. 建議美容經絡及穴位按摩課程芳香療法及推拿按摩課程，疲勞之保健氣功對病
人很有幫助。
8. 多辦理各專病的研討會。
9. 未來會有中醫住院病人，初期病房護士會協助發中藥，針對中西藥交互探討也
希望能探討。
10. 配合舌診評估已中醫案例可以讓學理更活用，很好如中醫個案書寫。
11. 臨床案例可以再多加入與學員互動判定討論以加深印象，如中醫內科病例討論
黃澤宏教授討論案佳。
12. 可以穿插在假日及平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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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中醫護理進階教育訓練有何期望？
北區
1. 進階護理課程能持續辦理。
2. 期待中醫護理進階證書能有實際作用，例如：是否有中醫專科護理師執照，對中
醫很有期待與認可。
3. 除中醫內科護理學外其餘科別能盡快辦理。
4. 能開放較多員額，會有較多護理師受惠。
5. 辦理傷科手法課程。
6. 希望政府多重視中醫護理專業發展，給予多點補助(每年都能補助) ，多辦理中
醫臨床再教育課程，提升中西醫照護。
7. 感謝學會及桃園長庚讓我們有此機會可以參與進階課程,充實我們的專業知識，
進而能用在臨床，更期望能再有此類課程，讓護理人員接受中醫知識及成長，
推廣中醫，謝謝。
8. 針對中醫生藥能排課，更生活化及有實質幫助。
9. 希望一年可以多辦幾個科目的進階課程。
10. 中醫內科學內容頗多建議可以網路課程。
11. 希望今年可以再繼續辦理針灸婦科傷科兒科的進階護理。
12. 多安排中醫護理評估課程。
13. 希望在台北開課比較近，北市中師資完整交通方便。
14. 可以開放非機構推薦，自己可以報名參加讓更多護理人員有機會參加。
15. 多辦理鍾醫護理技術性進階課程。
中區
1. 與臨床實務結合,提供護理人員臨床中醫護理辨證施護能力，謝謝主辦單位辛勞。
2. 對於臟腑的生理功能變化及辨證論治內容教授應再強化，能讓學生更容易融會貫
通。
3. 建議學校課程也要有進階，各類進階課程免費或線上教學。
4. 多多推廣此課程。
5. 5 希望今年可以再繼續辦理針灸婦科傷科兒科的進階護理。
6. 請中醫藥司未來能多多支持中醫護理發展。
7. 希望持續辦理五專科進階護理訓練。
8. 可以向中醫專科護理師邁進。
9. 可以運用於臨床運用提升護理品質。
10. 10 護理界多多推廣教育訓練。
11. 時間很緊，希望多上一點，陳麗麗、賴東淵及黃佳盈老師都很棒，理論架構聽得
很清楚。
12. 感謝中醫護理學會對於中醫護理教育的投入，這幾年來感覺人員素質提升。
13. 亦較有方向及歸屬感，未來更要朝中西醫結合。
南區
1.
2.
3.
4.
5.
6.

其他中醫進階課程可以延續辦理。
最好能設計成專科制。
希望持續性辦理。
建議可以再多辦幾場。
建議辦理專病施護加強訓練。
進階課程很有趣，可以增加許多知識，應該要多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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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希望多辦相關課程。
8. 請盡早公告明年婦兒專科進階訓練。
9. 進階課程能安排在週日，或週間，因為週六是大診，人力較緊。
10. 可以配合安排參訪，中醫住院護理之介紹。
11. 課程可以專病施護課程，並分一般及專病。
北區
1. 上課時間太短，上課內容不太能全部吸收。
2. 期待能持續辦理，有再繼續教育的機會。
3. 老師教學都很認真，王純娟老師、游智盛及黃澤宏教授很棒，淺顯易懂，希望
下次可以再邀請他們上課。
4. 地點較遠，但人員很用心，感謝辦理，上課點精油，感覺上課很棒很舒服。
5. 上課中以內科案例典型病人照片，說明辨證論治，印象深刻。
6. 建議規劃其他課程如氣功教學，芳香療法，養生按摩等。
7. 建議美容經絡及穴位按摩課程，疲勞之保健氣功對病人很有幫助。
8. 多辦理各專病的研討會。
9. 未來會有中醫住院病人，初期病房護士會協助發中藥，針對中西藥交互探討也
希望能探討。
10. 我覺得學會課程規畫得很好，對臨床很有幫助。
11. 建議規劃芳香療法及推拿按摩課程。
12. 整體辦理有系統很不錯。
13. 配合舌診評估已中醫案例可以讓學理更活用，很好如中醫個案書寫。
14. 臨床案例可以再多加入與學員互動判定討論以加深印象，如中醫內科病例討論
黃澤宏教授討論案佳。
15. 感謝學會辛苦安排收益良多。
16. 此次課程安排內容精彩且師資優，希望可多辦。
17. 可以在平日辦理。
18. 感謝主辦長庚桃園醫院非常用心，場地很好。
中區
1. 課程規劃以臨床常見疾病為主，能與照護工作互相呼應,提供臨床中醫護理知能。
2. 進階課程因有名額限制，未來相關課程可以更開放或增加名額，讓中醫臨床護
理人員有更多機會參與。
3. 謝謝老師辛苦的教導，很喜歡淑娟及佳盈護理師的經驗分享和教學很棒。
4. 施護部份以實務教學方式授課較能運用於臨床運用衛教及保養，例如賴東淵王
淑娟陳麗麗老師。
5. 建議書籍統一授課內容程度一致。
6. 能多運用邏輯性教學，不用死記，護理師資較了解學習的困難及重點。
7. 建議推薦統一書及讓中醫護理人員能自修。
8. 希望有傷科術科的課程。
9. 希望持續辦理教育訓練活動才能充實自我中醫護理知能。
10. 建議可以持續性教育以主題式的研討會辦理。
11. 內容豐富師資優秀，意猶未盡，有時老師講太快，來不及記筆記。
12. 非常實用，內容充實，課餘可加入實務操作，如傷科手法。
13. 課程非常充實及實用，謝謝。
14. 建議可加入實習課程，部分課程可拍成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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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建議老師多提供臨床經驗及案例。
希望南部可以多辦幾場，可以在星期日。
希望還有賴東淵老師的課。
可望中醫護理學會能多辦進階課程或研討會再教育課程。
年會可以提供新資訊。
希望有足夠授課時間學習臨床技能。
希望下次能增加老師(辨證論治經驗分享)。
先制定中醫護理評估指引，作為上課推廣之用。
加入中藥材課程。

南區
1. 老師教學都很認真，淺顯易懂，與臨床實務相銜接有助學習及臨床評估能力。
2. 希望舉辦婦科及兒科專病課程。
3. 能舉辦以體質養生為主軸的訓練課程。
4. 課程實用且豐富，可再增加穴位教學。
5. 加強針傷科課程。
6. 建議每堂課都可以延長一點。
7. 可以再增加施護部份。
8. 建議可以個案為主，小組討論方式進行辨證施護介紹。
9. 各講師都很優秀，但覺得時間不夠,希望能充裕一點。
10. 課程很實用，可與臨床結合。
11. 可以開放多一點人參加。
12. 每位講師都講得很好。
13. 建議增加上課時間，分組討論。
14. 一天課程不要超過 6 小時。
15. 講師實力都很強，對於講解清楚明瞭，收獲很多，謝謝。
16. 希望持續辦理五專科進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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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活動照片紀錄

課室教學與個案討論狀況
(肺系辨證施護授課)

(腎系辨證施護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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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0-RD-024

心血管疾病之中西醫診斷及
證型基準之建立
呂鴻基
中華醫藥促進基金會

摘

要

中醫臨床研究之主要問題在於中醫辨證模式之操作型定義不明確，診斷標
準之可重複性易遭受質疑。而國際間有關中醫之研究雖已證實中醫辨證論治對疾
病之治療有其可靠及實用性，但在辨證分型的客觀化上卻仍未有大的進展。因此
辨證分型客觀指標之建立，是中醫進行臨床研究前急待解決之基本工作。
中醫在治療心臟疾病有其優勢，因此本研究以西醫之「心血管疾病」為研究
主題，進行文獻回顧建立相對應之中醫病名與證型資料庫；進一步召開專家會議
決議出基本證型及各證型所應包含之中醫四診內容，並依此採用「中醫體質量表」
作為「心血管疾病中醫證型診斷問卷」初稿，針對需接受心導管診斷或治療之心
血管疾病患者進行臨床收案觀察。同時利用脈診儀蒐集脈診結果，以此與西醫心
導管量測之血液動力參數進行統計比對，嚐試利用分析之結果，探討中醫脈學與
現代血流動力參數及機轉之相關性，建立未來可供中西醫共同使用之現代化脈學
資料。
本案自 100 年 6 月 29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間，於三軍總醫院及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共完成收案 300 例。先進行問卷信效度及鑑別度分析，確認「中醫
體質量表」於本研究族群中之信效度良好，可供建立診斷標準之用。後進行診斷
標準之統計分析，確定陽氣虛、陰血虛及痰瘀三種證型之診斷標準。
關鍵詞：心血管疾病、中醫證型、診斷基準、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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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cular Diseas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Modern Medical Diagnostic
Criteria
Hung-Chi Lue, MD, PhD
Chinese Medical Advance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The major problem of clinic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is the definition of
Chinese medical classific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researches about this issue,
but the objective and standard criteria of Chinese medical classification is not
established. So we create a study about this issue by observing the patients with
western medical diagnosis of CAD.
First, the historical review about Chinese medical classification of CAD will be
done. Then we convene a charrette to establish the “CAD Chinese medical
classification questionnaire” for clinical observation. We also collect patient’s basic
data, hematological data, report of cardiac catheter and EKG, and pressure wave of
radial artery. Finally, we use statistical methods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estern medical data with Chinese medical classification.
300 effective samples were recruited in the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of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and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from 2011/6/29
to 2012/12/31. The well reliability, efficiency and discrimination were evaluated by
factor analysis,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non-parametric Mann-Whitney tests. We also
establish the standard criteria of Chinese medical classification of CAD.
Keywords: CAD, diagnostic criteria, Chinese medical syndrome,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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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投入中醫臨床研究之資源日增，成果卻未盡理想，究其原因主
要在於目前以西方醫學思想為主導之研究，尚無法繼承中醫辨證論治體系
下累積之臨床經驗。其中主要問題在於：進行中醫診療之取樣中，中醫辨
證模式之操作型定義不明確，診斷標準之可重複性易遭受質疑。而近年來
國際間有關中醫之研究已證實中醫辨證論治對疾病之治療有其可靠及實用
性，但在辨證分型的客觀化上卻仍未有大的進展。
綜合近四十年之文獻，辨證診斷規範之工作分為幾方面：一為個人進
行之分類，係臨床資深醫師從典籍文獻對證型進行定義與分析。二為由資
深醫師會議制訂之診斷標準，如浙江省心陰虛標準，以及大陸全國中西醫
結合學會制定之虛證及血瘀證辨證標準等，雖然較為被接受，仍然有待檢
定。三是以臨床調查資料檢定並修正出之客觀指標，如陳國林等應用逐步
回歸方程之研究，屬非常少數之報告，研究方法也不夠嚴謹與適合臨床實
用。我們認為辨證分型客觀指標之建立，是中醫進行臨床研究前急待解決
之基本工作，因此自 1992 起曾針對系統性紅斑狼瘡、過敏性鼻炎患者陰陽
氣血之體質類型進行分析，並建立體質證型辨證研究方法與問卷之診斷指
標。而在未來國內可能將進行疾病之中西醫結合研究，其中如何有客觀之
中醫辨證診斷標準以提供進行臨床治療評估之依據，將是最重要之關鍵。
台灣社會隨著生活之富裕，國人飲食已轉為高熱量、高膽固醇之飲食
型態，冠狀動脈相關之心臟病病例也顯著增加。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以 DALY（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為指標，估算全球性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之報告指出，心血管疾病將在公元 2020 年成為全世界所
有疾病中 DALY 排名第一的高負擔疾病。因而本病已被列為國內重要研究
之疾病，由於中醫藥對慢性疾病之防制有其優勢，如能儘早建立中醫診治
本病之指標，未來將可提供結合中西醫學對本病進行臨床研究之基礎。因
此我們將以先前之經驗，加以中醫辨證之觀念，利用統計分析之實際資料，
嘗試建立疾病辨證之客觀的診斷標準，以供醫師臨床研究之參考。
一、現代醫學對心血管疾病的認識：
心血管疾病主要包含了四種因心肌缺血而引起的臨床症狀：心絞痛
（Angina pectoris）、急性心肌梗塞（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慢性心
肌缺血後心衰竭（Chronic postischemic cardiac failure）、突發性心臟缺血性
死亡（Sudden ischemic cardiac death)。因冠狀動脈因長期受到慢性的毒性物
質刺激與沉積造成血管之粥狀硬化，硬化後的冠狀動脈供氧量不足，加上
運動、情緒激烈變化等因素造成急性心肌耗氧量的增加，於是造成心肌缺
血性病變，近一步產生如缺血性心痛（ischemic cardiac pain）、急性心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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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te cardiac failure）、心律不整（cardiac arrhythmia）等問題。
冠狀動脈疾病的典型臨床表現為心絞痛（angina pectoris），但卻有約
四分之一的急性心肌梗塞病人並沒有症狀，只在做心電圖或運動激發試驗
時發現有心肌缺血的現象，或在心血管放射線攝影檢查時發現冠狀動脈狹
窄。心絞痛通常會由運動、情緒起伏、吃得過飽或是氣候太冷所引發，其
他會增加心肌血氧需求的情況，例如：心跳過快、血壓快速增加等因素也
會引發心絞痛。心絞痛的發作型態屬暫時性的，其疼痛症狀大約維持在 2~30
分鐘之間，此時若能中止其誘發因素，或給予舌下硝化甘油的治療，可使
症狀緩解，如果疼痛時間超過 30 分鐘，就較考慮為心肌梗塞。某些更嚴重
的病例，如急性不穩定冠狀動脈症候群，甚至會以急性肺水腫、或是心因
性猝死來表現。
心血管疾病常用的診斷依據如下：
(一)心電圖（EKG）檢查：水平或是低坡的 ST segment，其程度最少應
達到 J 點（QRS 和 ST 間的交界）後每 80msec 降低 0.lmV，此標
準提供了相當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可經由可攜式心電圖來達成。
(二)實驗室檢查：creatine kinase（CK2）、Serum glutamic oxaloacetic
transaminase（SGOT）、Lactic dehydrogenase（LDH）、Troponin。
(三)壓力試驗（stress test，exercise test）： treadmill 觀察病人運動時及
運動後的心電圖及心跳速率、血壓的變化。診斷的標準為超過 1mm
的水平或是下坡式的 ST segment 降低，且超過 0.08 秒。但是它的
缺點在於病人可能還沒能引起心肌缺血就已經累了，因而診斷率
較差。
(四)心肌灌流掃描（myocardial perfusion scan）。
(五)心臟超音波（endocardiography）。
(六)冠狀動脈血管攝影術（angiography）：冠狀動脈血管攝影術為最終
確定之診斷方法。有不穩定心絞痛症狀的病人中，90~95%以上可
以由冠狀動脈血管攝影術檢查出冠狀動脈硬化病灶。在不穩定心
絞痛病人中，約有 10~15%可以找到左主冠狀動脈病變。少數
（5~10%）病人血管攝影的結果正常、或近乎正常。
二、中醫有關心血管疾病之傳統文獻論述：
中醫在古典文獻中對心血管疾病無可直接對應之病名，但依據現
代醫學之症狀論述，可對應出包括「心痛」、「心厥」及「心絞痛」
三個部分的文獻記載。
(一)心痛
由氣血不暢、邪痺心緒所引起心前區疼痛，甚則痛徹肩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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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氣喘息不得臥等症狀的心脈疾病即為「心痛」
。西醫所稱的冠心
病心絞痛臨床表現或因心臟疾病所引起的心痛與本症相似，一般
認為可以相互對照。在歷代醫經中，關於心痛的記載，最早能追
溯到《陰陽十一脈灸經》與《足臂十一脈灸經》等古代醫書。在
長沙馬王堆漢代古墓所出土的帛書裡，被發現抄錄有前述兩部著
作，學者將其所記載的學術內容加以考證，認定這兩部醫經的著
作年代早於《黃帝內經》
。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均可見「心痛」
一詞。相關記載如《陰陽十一脈灸經》中「臂太陰脈……，其病，
心痛，心煩而噫」與《足臂十一脈灸經》中「臂鉅陰脈……，其
所產病，胸痛，脘痛，心痛，四末痛，瘕，為五病」
。學者們還進
一步研究發現，長沙馬王堆漢代帛書中完全沒有摻入五行學說的
痕跡，但是五行學說卻盛行於《黃帝內經》成書的年代。五行學
說是樸素唯物主義的古代哲學，當時的醫家採用此學說去總結醫
療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進一步萃煉出經典醫學理論，例如藏象
經絡學說等。在《內經》中不僅有多篇「心痛」的文字記載，
《素
問‧繆刺論》及《靈樞‧厥病》也出現「卒心痛」
、
「厥心痛」
、
「真
心痛」等病名。而《素問》不僅提出「心病先心痛」的理論，同
時在《靈樞》中也對心病的徵候有詳實的描述，例如《靈樞‧厥
病》謂「真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可知古人很早就發現心血管疾病的這個症狀。一直到了漢代，張
仲景在其《金匱要略》中也有關於「胸痺」、「心痛」的論述，而
後歷代醫家或名心痛，或名胸痺，仍持續沿用至今。
(二)心厥
「厥」字用於病症首見於《內經》
。例如《素問‧厥論篇》中
所提出的寒厥、熱厥等厥字，其意即為陰陽之氣不相順接，
《靈樞‧
厥病》中所指出的「厥心痛」、「厥頭痛」等的厥字則為氣上逆之
意。若再往先秦時代追溯，先民對於心臟的解剖形態與結構早己
經有所了解，因為殷商甲骨文裡即有象形文字「心」這個字，不
難理解先民能將劇烈心痛、胸中痛等症狀與心臟疾病互相聯繫起
來。名醫任繼學認為：
「厥者，絕也」有阻絕之意。綜合前述所言，
古代所指，因「心脈痺阻，氣血逆亂」所導致的「真心痛」
，即為
「心厥」之意。膻中至鳩尾之間疼痛、痛引肩腫或是臂內，心悸、
有汗、氣促、面色蒼白、四肢逆冷、脈沉細、結代或伏的一類病
證即是指「心厥」，也稱為「真心痛」。此症多見本虛標實，是因
氣陽虛、陰血虛、痰瘀痺阻心脈所引起。西醫所稱的冠心病心肌
梗塞臨床表現與「心厥」相似，所以在辨證論治上，一般認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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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照本症的症狀進行。
(三)心絞痛
《素問‧痺論》載「脈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
，又曰
「心痺者，肺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
。西方醫學中所說
的心絞痛，起因於心肌的暫時缺血、缺氧，其主要臨床症狀以發
作性胸痛或胸部不適為主。而冠心病心絞痛則是指冠狀動脈粥樣
硬化或痙攣所導致的心肌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絞痛。以上均屬
於中醫裡的「胸痺心痛」範圍。
《素問‧靈蘭秘典論》中記載「心
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居於胸中，其外有心包絡圍護，
功能為以下幾點：第一「心主身之血脈」
，第二「心主神明」（《靈
樞‧邪客篇》曰「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
第三「開竅於舌」（《靈樞‧脈度篇》曰「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
能知五味矣」
）
。因此，臨床上心的生理功能紊亂，即可導致心病，
其病理現象也離不開它的運行障礙和情志思維異常。
《素問‧六節
藏象論》中記載「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
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
，心主血脈，心主神明的人體生
理理論於此確立。而有關中醫心病的各種症候以及生理病理徵
象，後世均以這個基本概念做為起點，使藏象經絡學說更加廣泛
的闡述，進而發展出心病的診斷、治療，並推及臨證方藥。
三、近代中醫有關心血管疾病之文獻論述：
近幾十年來，中醫心病學術理論體系在各醫家的努力之下，也有了完
整的發展。從現代中醫研究文獻中探討心血管疾病的中醫臨床表現，主要
分為四項分述如下：
(一)心絞痛
心絞痛的主要臨床表現是由於心肌缺血、缺氧所引起的胸
骨下方疼痛，或胸部不適。通常在勞動或情緒壓力所誘發，可
因休息或用藥緩解。在中醫屬於「心痛」、「胸痹」的範疇，一
般認為「本虛標實」是本證的病機特點。根據大陸「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醫政司胸痺急症協作組」提出其證型及其自覺症狀、
體徵包括：
（診斷依據是依主症兩項以上加兼症一項以上，以及
舌、脈象）
1. 心氣虛損證：主症表現為隱痛振作，氣短乏力，神疲自汗。
兼症表現為面色少華，納差脘脹。舌、脈象表現為苔薄白質
淡，脈沉細或代、促。
2. 心陰不足證：主症表現為隱痛憂思，五心煩熱，口乾多夢。
兼症表現為眩暈耳鳴，驚惕潮熱。舌、脈象表現為苔淨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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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或苔薄黃，舌質紅，脈細數或代、促。
3.心陽不振證：主症表現為悶痛時作，形寒心惕，面白肢冷。
兼症表現為精神倦怠，汗多腫脹。舌、脈象表現為苔薄白質
淡胖，脈沉細弱或沉遲或結、代，甚則脈危欲絕。
4.痰濁痺阻證：主症表現為悶痛時作，口黏乏味，納呆脘脹。
兼症表現為頭重身困，噁心嘔吐，痰多體胖。舌、脈象表現
為苔膩或黃或白滑，脈滑或數。
5.心血瘀阻證：主症表現為刺痛定處，面晦唇青，怔忡不寧。
兼症表現為爪甲發青，髮枯膚粗糙。舌、脈象表現為舌質紫
暗或見紫斑或舌下脈絡紫脹，脈澀或結、代。
6.寒凝氣滯證：主症表現為遇寒則痛，徹背摯肩，手足欠溫。
兼症表現為脇脹急躁，畏寒口淡。舌、脈象表現為苔白質淡，
脈沉遲或弦緊或代。甚則脈危欲絕。
(二)急性心肌梗塞
急性心肌梗塞是由于冠狀動脈嚴重血液循環障礙，導致心
肌發生部分壞死。臨床典型表現為心絞痛（持續時間大於 30
分鐘）
、EKG 出現 STT change、血中心臟酵素（CK-MB、CPK、
Troponin I）升高。在中醫屬於「真心痛」的範疇。多為「本虛
標實之證」
。根據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政司胸痺急症協作
組」提出其證型及其自覺症狀、體徵包括：
（診斷依據是依主症
兩項以上加兼症一項以上，以及舌、脈象）
1. 痰濁閉塞證：主症表現為心區痞痛，脹痛徹背，神疲自汗。
兼症表現為脘腹脹滿，納呆、煩悶、頭暈。舌、脈象表現為
舌體肥胖有齒痕，舌質淡，苔白膩，脈弦滑或沉濡而滑。
2. 氣滯血瘀證：主症：心前區刺痛，氣促，口唇爪甲青暗。兼
症表現為心悸，胸悶，脘脹，易怒。舌、脈象表現為舌質紫
暗或有瘀斑，苔少或淡灰而膩，脈多沉澀，或結、促、代，
或有雀啄。
3. 陰血虛證：主症表現為心區煩悶而痛，頭暈。兼症表現為口
乾，五心煩熱。舌、脈象表現為舌深紅，少苔或無苔，脈細
數或促、代。
4. 陽氣虛證：主症表現為心區煩悶而痛，動則尤甚，畏寒肢冷。
兼症表現為氣短，自汗，疲乏。舌、脈象表現為舌淡胖，苔
白，脈沉細而遲或結、代。
(三)心律不整
心律不整是指心臟活動的節律和頻率不正常，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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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探討的是心肌梗塞之後所產生心律不整之併發症。在中醫
屬於「心悸」、「怔忡」等病的範疇，多是由於臟腑功能失調，
氣血陰陽虧損，以及內傷七情、外感六淫、氣滯血瘀等因素引
起。根據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政司胸痺急症協作組」提
出其證型及其自覺症狀、體徵包括：
（診斷依據是依主症兩項以
上加兼症一項以上，以及舌、脈象）
1. 心陽不振證：主症表現為胸悶痛心悸氣短，形寒肢冷，心胸
憋悶。兼症表現為面色蒼白，精神倦怠，小便清長。舌、脈
象表現為舌淡胖，苔薄白，脈沉遲或結代。
2. 氣陰兩虛證：主症表現為胸悶痛心悸氣短，五心煩熱，盜汗
口乾。兼症表現為眩暈耳鳴，失眠多夢，面色少華。舌、脈
象表現為舌紅少苔，脈細數，或結代或促。
3. 痰火擾心證：主症表現為胸悶心悸而煩、心下痞滿，煩躁失
眠。兼症表現為口苦而黏，痰黃而稠，噁心嘔吐。舌、脈象
表現為舌紅苔黃膩，脈促或結代。
4. 心血瘀阻證：主症表現為心悸心痛，定處刺痛，面晦唇青。
兼症表現為肌膚甲錯，爪甲發青。舌、脈象表現為舌質紫暗
或有瘀斑瘀點或舌下脈絡紫脹，脈結代。
以上分型及診斷標準是大陸學者經由文獻及會議討論所決定之參考依
據，缺乏臨床及客觀的實際驗證。綜觀各家治法雖有異同，但其重點在於
辨證不同，所以證型診斷的訂定及統一，不論在後續研究或治療上，都是
一重點要務。
四、證型定義與診斷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特點和精髓，它既是中醫認識和治療疾病的基本
原則，又是中醫對疾病的一種特殊的研究和處理方法，但是各醫家對於「證」
及「證候」的定義及分型，各有其主觀的標準，如沈自尹認為，
「證」是機
體在致病因素作用下的全身性抗病調控反應的綜合表現，這種反應是產生
各種證型的病理生理基礎，而王琦則進一步說明，
「證候」是疾病發生和演
變過程中某階段本質的反應，它以某些相關的脈症，不同程度地皆是病因、
病機、病位、病勢等，為治療提供依據，另外李德新指出，
「證」是由症狀
組成的，但它不是若干症狀的簡單相加，而是透過現象抓住了具有本質意
義的辨證指標，弄清了其內在聯繫，從而揭示了疾病的本質。因此，
「證」
是由具有內在聯繫的、能夠反應疾病本質的症狀所構成。
總結來說，
「證候」是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具體階段的本質反應，它
是由若干具有內在聯繫的、可以揭示疾病本質的症狀所組成，每一個證候，
都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一定的層次結構，它是疾病所處一定階段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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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位、病性、病勢等的病理概括，而證候的診斷標準，便是把最能反應疾
病本質特徵的症狀和體徵作為證候的組成要素，分清主症及次症，把握其
症狀和體徵的組合特徵，找出其規律性，再推演出診斷公式。
而證型的命名也是有許多不同的概念，如方向東認為自古至今，證型
之繁多不下千餘個，但就大類而言，只有二個：一為生理性證型即體質證
型，二為病理性證型即正虛性與邪實性證型，但冷方南在《中醫證候辨治
軌範》一書中則說明證候之命名可依主要特徵作為依據，如以病因特徵為
證名：如寒痰證、風痰證等，以病理特徵為證名：如血瘀證等，以時令氣
候而命名：如暑兼寒濕證等；而我們由上述證候定義的觀念來看，它的命
名必須包含病因、病位、病性、病勢等的觀念在內，也就是確定病變的位
置，分清疾病的病因和屬性，了解證候的動態趨勢，有時再加上某些含有
病理義意的字和詞，即可構成完整的症候名稱，例如「脾陽虛」
，病位為脾，
病因不論是外寒或內寒，總是寒邪為患，病性則因陽虛則寒，故證屬虛寒，
病勢虛實標示人體正氣與邪氣在相互對抗中的態勢，此可為命名之依據。
雖然辨證論治的精神存在於中醫已久，但至近代分型指標的客觀化卻
未有大的進展，現行的辨證軌範依據仍缺乏現代方法學嚴謹之檢定，不論
採用專家效度之診斷指標如名老中醫或資深中醫專家會議討論制定之辨證
診斷規範（如中國中西醫結合虛證與老年病防治學術會議討論訂定之「中
醫虛證辨證參考標準」）或以臨床調查資料檢定並修正出客觀指標（如陳國
林等應用逐步回歸方程之研究）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藉由客觀的研
究及統計方式來訂定證型診斷標準，才能賦予中醫辨證學一個新的生命。
五、中醫脈診簡述
脈診是中醫最早創用的一項獨特的診斷方法，最早文字記載的脈學專
著《脈經》大約於西元三世紀問世，之後中醫便持續使用至今。中國古代
醫家很注意診脈在臨床上的意義，認爲通過切脈可以瞭解病的屬性，以及
測知病因、病位和判斷預後。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記載「善診者察
色按脈，………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沉滑澀而知病所生以
治」
，意謂著從脈象可以識別疾病，也可以知道疾病 産生的原因。
因此經由
診脈所得到的結果，一直都是中醫師在臨床上進行辨證分型所需要的重要
參數之一。
診脈的方法古代有遍診法、三部診法和寸口診法，目前是以寸口診法
為主，就是中醫師以自己的手指切按病人雙手腕處的橈動脈來診察。並從
診察到脈的「位、數、形、勢」來進行脈的描述。所謂「位、數、形、勢」
就是指，脈象顯現的空間位置、脈象顯現的時間位置、脈象的指感形狀和
性狀、以及脈動的變化程度和趨勢。任何一種脈象都是具有位、數、形、
勢四種屬性，即具有深淺、至數、節律、粗細、長短、強弱、硬度和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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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八個方面的特性。依據此原則，目前將脈象分為二十八種，分別為浮、
沉、遲、數、滑、澀、虛、實、長、短、洪、微、緊、緩、芤、弦、革、
牢、濡、弱、細、散、伏、動、促、結、代、疾。但臨床上極少單獨出現，
多為複合式脈象，如浮緊、浮滑、滑數、沉弦遲等。
雖然脈診的分類十分詳細，但在學習上並非十分容易，容易受到個人
學習經驗及感官檢定細膩程度影響。因此診脈的紀錄與操作，並不容易標
準化。如同辨證診斷標準的建立一樣，在執行大樣本的中醫藥治療疾病療
效評估臨床試驗之前，診脈的標準化也需要被建立。同時，藉由現代醫學
對於心血管及血流動力學的了解，讓脈象紀錄賦予現代醫學的定義，亦是
未來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或研究，所需要的溝通工具。
六、本研究的目的
中醫對於心血管疾病的治療有相當豐富的經驗與臨床療效，但在研究
中醫藥臨床論文、傳統文獻及病案記載的過程中，各醫家所列述之證型及
各證型診斷標準之差異，是研究者最感困擾之處。因此在以臨床試驗對中
醫藥治療心血管疾病進行大樣本的療效評估之前，客觀的證型分類及證型
診斷基準之建立，為首要之工作。
目前西醫「心血管疾病」之中醫證型分類和診斷標準訂定，並未有一
共通的基準，本研究將結合中、西醫師及統計學者對於心血管疾病患者進
行研究，經由文獻回顧建立觀察紀錄病患臨床之症狀及徵候表現的中醫證
型診斷問卷，並進一步以統計分析方法來建立台灣地區心血管疾病之中醫
診斷分型與診斷基準，以作為未來研究及診斷之重要基礎。同時將脈診結
果與西醫心導管量測之血液動力參數進行統計比對，嚐試利用分析之結
果，探討中醫脈學與現代血流動力參數及機轉之相關性，建立未來可供中
西醫共同使用之現代化脈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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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依據前言所述，將本研究之進行流程整理如下圖一，並將此流程之材
料與方法分述於後。
一、中醫證型文獻整理及研究紀錄表訂定
(一)文獻蒐集及整理：在先前已完成之「缺血性心臟病中醫典籍彙編」
研究基礎上，已獲得古代中醫對於心血管疾病所表現的症狀描述及
對病因病機之基本論點和治療方法，利用典籍文獻整理分析之方法
針對此主題進行研究、歸納，將中醫歷代重要典籍以及「中國期刊
網」
、
「北京傳統醫學資料庫」等中醫文獻資料庫，依照本研究之關
鍵詞逐筆查尋，擷取各書中心血管疾病之診斷精華和大陸地區已建
立之中醫證型標準與問項，建立中醫診斷心血管疾病的醫療文獻資
料。再將所得醫療文獻資料，經中、西醫學及統計學專家共同參與
專家會議，反覆詳細討論與逐條釐清其定義後，確立心血管疾病之
中醫基本證型，進一步設計問卷調查量表。
(二)問卷選用：綜合前述文獻回顧之結果，經由中、西醫學及統計學專
家共同參與之專家會議進行討論，確立心血管疾病之中醫基本證
型，並依據各證型之症狀及其定義，搜尋過濾目前已完成信效度檢
定之中醫問卷量表，選擇適合本研究執行者，納入「心血管疾病中
醫證型研究臨床症狀紀錄表」中。
(三)確立紀錄表之其他內容：除上述問卷量表外，借由專家會議同時討
論其他與本研究相關之所需資料，訂定紀錄表中其他所需記載之內
容，其包括受訪者同意書、基本資料（包含姓名、性別、身高、體
重、生日、個人史、家族史、疾病史等）、心血管疾病資料紀錄表
（包含西醫診斷、心導管史、用藥、血液檢查、心電圖、心導管結
果等）
、脈診儀資料紀錄表（包括 P1、P2、V、D、FFT 等數值）
及脈診紀錄表（包含二十九脈）
。
(四)制定研究訪員訓練手冊：根據上述之紀錄表，制訂訪員訓練手冊及
二十九脈操作定義表，以供訓練訪視員及脈診執行標準統一化之
用。
二、脈診儀選用
經由中、西醫學及統計學專家共同參與之專家會議進行討論，搜尋過
濾目前市面上之脈診或橈動脈壓力測量儀器，選用藤達公司製造生產之「黃
氏脈診儀」
。該儀器已通過信效度檢測，並有衛生署醫療器材許可證，除可
測量中醫脈診所需寸、關、尺之浮取、中取、沉取脈診資訊外，可進行數
據化轉換將壓力值轉變為週邊血壓值，並可同步量測心電圖供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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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床收案執行方法
(一)訪員訓練：依據上述之訓練手冊分為三部份進行，包括問卷執行者
接受問項標準化說明及口語化之訓練，脈診儀操作者接受儀器操
作、資料擷取及轉檔訓練，及脈診蒐集醫師進行脈診標準化校正。
(二)收案地點：
1.三軍總醫院心臟內科病房。
2.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心導管室。
(三)收案期間：
1.三軍總醫院：100 年 6 月 29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2.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1 年 11 月 26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四)納入標準：
1.年齡：18~80 歲。
2.性別：不拘。
3.疾病診斷：經心臟內科專科醫師診斷需住院接受心導管檢查或治
療之心血管疾病患者。
4.病人來源：門診轉介。
(五)排除標準：
1.無法填答問卷者。
2.無法量測雙手脈診（如反關脈、單側截肢等）
3.執行心導管中或後出現併發症而無法取得資料者。
(六)執行步驟：
1.確定收案名單：
(1)心內醫師於門診轉介。
(2)研究助理向心內辦公室詢問當日安排住院之心導管病患名
單。
(3)安排每日可收案之名單，並通知執行脈診之中醫師。
(七)簽試驗同意書：於病房說明研究內容，並當場簽試驗同意書
(八)脈診儀量測：
1.於獨立之測量室進行，不受外界干擾，該空間明亮安靜、空調溫
度適宜。
2.啟動儀器確認可執行。
3.患者休息 10 分鐘，調勻呼吸、穩定坐姿後，由訪視員依據右寸、
右關、右尺、左寸、左關、左尺之順序，分別量測浮取(50g)、中
取(90g)、沉取(120g)之脈波，並儲存紀錄檔（共 18 個檔案）
4.每部脈均需紀錄 6 秒脈波及單一脈波資料。
(九)問卷填答：於脈診儀量測後十分鐘，由患者自行填答紀錄，若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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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由訪員解釋說明。
(十)脈診量測：於問卷填答後 10 分鐘，由兩位中醫臨床經驗達五年以
上之中醫師個別診脈後紀錄之，兩位醫師之資料於診脈前不得互相
參閱。
四、分析方法
(一)將患者資料依序以 Excel 形式鍵入電腦存檔，使用 SPSS15.0 統計
軟體執行分析。
(二)問卷信效度分析：
1.效度分析：採取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分析，利用因子分
析法（Factor analysis）中的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用來認定中醫證型上的特質，藉著共同因子之發現而
確定觀念的結構成分。
2.信度分析：採取內在一致性法，此為根據一次測量結果就可以估
計信度的方法，利用 Cronbach 的 alpha（α）係數來討論問卷內
部的一致性，當刪除該題後的 α 係數值較原來的 α 係數值高，表
示該題目之內部一致性相對較低。反之，當刪除該題後的 α 係數
值較原來的 α 係數值低，表示該題目之內部一致性相對較高。
3.鑑別度分析：將高分組（得分高之前 25%患者）與低分組（得分
低之後 25%患者）進行無母數統計的 Mann-Whitney 檢定方法，
檢定問卷每一問項，是否具備區別病症高出現頻率與低出現頻率
的功能。
4.精簡問項：利用因子分析、信度、效度及鑑別度校正後，將不具
鑑別力之問項進行刪除。鑑別力低但仍為診斷所需之問項，進行
問項內容之問法修正，最後得到修正後之新問卷。
(三)基本資料分析：
1.利用 Mann-Whitney test 分析病患基本資料。
2.利用 ANOVA 分析患者抽血檢查數值，並作事後比較。
3.利用 Chi-square test 分析患者疾病史、手術史及生活習慣。
(四)中醫證型診斷標準分析：利用 Independent T test 分析心血管疾病各
中醫證型得分狀況。
(五)脈診儀診斷標準分析：以 Spearman correlation 分析脈診儀檢測結果
與中醫證型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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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證型選定
以文獻回顧整理，依照前述缺血性心臟病典籍研究之結果，並從現代
研究文獻搜尋「心絞痛」、「急性心肌梗塞」、「心律不整」等疾病，及「心
痛」、「胸痹」、「心悸」、「喘症」、「水腫」、「心悸」、「怔忡」等心血管疾病
常見之症狀診斷和大陸地區已建立之中醫證型標準與問項，建立中醫心血
管疾病的證型診斷資料。再將醫療文獻資料經中醫專家會議討論後，確立
目前臨床上作為心血管疾病之中醫基本證型及診斷參考，含單一基本證型
或複合證型包含以下十七項：
(一)心氣虛損證：主症表現為隱痛陣作，氣短乏力，神疲自汗。兼症表
現為面色少華，納差脘脹。舌、脈象表現為苔薄白質淡，脈沉細或
代、促。
(二)心陰不足證：主症表現為隱痛憂思，五心煩熱，口乾多夢。兼症表
現為眩暈耳鳴，驚惕潮熱。舌、脈象表現為苔淨或少苔或苔薄黃，
舌質紅，脈細數或代、促。
(三)心陽不振證：主症表現為悶痛時作，形寒心惕，面白肢冷。兼症表
現為精神倦怠，汗多腫脹。舌、脈象表現為苔薄白質淡胖，脈沉細
弱或沉遲或結、代，甚則脈危欲絕。
(四)痰濁痺阻證：主症表現為悶痛時作，口黏乏味，納呆脘脹。兼症表
現為頭重身困，噁心嘔吐，痰多體胖。舌、脈象表現為苔膩或黃或
白滑，脈滑或數。
(五)心血瘀阻證：主症表現為刺痛定處，面晦唇青，怔忡不寧。兼症表
現為爪甲發青，髮枯膚粗糙。舌、脈象表現為舌質紫暗或見紫斑或
舌下脈絡紫脹，脈澀或結、代。
(六)寒凝氣滯證：主症表現為遇寒則痛，徹背摯肩，手足欠溫。兼症表
現為脇脹急躁，畏寒口淡。舌、脈象表現為苔白質淡，脈沉遲或弦
緊或代。甚則脈危欲絕。
(七)痰濁閉塞證：主症表現為心區痞痛，脹痛徹背，神疲自汗。兼症表
現為脘腹脹滿，納呆、煩悶、頭暈。舌、脈象表現為舌體肥胖有齒
痕，舌質淡，苔白膩，脈弦滑或沉濡而滑。
(八)氣滯血瘀證：主症心前區刺痛，氣促，口唇爪甲青暗。兼症表現為
心悸，胸悶，脘脹，易怒。舌、脈象表現為舌質紫暗或有瘀斑，苔
少或淡灰而膩，脈多沉澀，或結、促、代，或有雀啄。
(九)陰血虛證：主症表現為心區煩悶而痛，頭暈。兼症表現為口乾，五
心煩熱。舌、脈象表現為舌深紅，少苔或無苔，脈細數或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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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陽氣虛證：主症表現為心區煩悶而痛，動則尤甚，畏寒肢冷。兼症
表現為氣短，自汗，疲乏。舌、脈象表現為舌淡胖，苔白，脈沉細
而遲或結、代。
(十一)氣陰兩虛證：主症表現為胸悶痛心悸氣短，五心煩熱，盜汗口乾。
兼症表現為眩暈耳鳴，失眠多夢，面色少華。舌、脈象表現為舌
紅少苔，脈細數，或結代或促。
(十二)痰火擾心證：主症表現為胸悶心悸而煩、心下痞滿，煩躁失眠。
兼症表現為口苦而黏，痰黃而稠，噁心嘔吐。舌、脈象表現為舌
紅苔黃膩，脈促或結代。
(十三)心氣虛證：主症表現為心悸氣短，動則尤甚。兼症表現為神疲乏
力，自汗。舌、脈象表現為舌淡胖有齒印，脈沉細弱。
(十四)心陰虛證：主症表現為五心煩熱、口乾。兼症表現為眩暈耳鳴、
潮熱。舌、脈象表現為舌紅少苔，脈細數。
(十五)陽虛水泛證：主症表現為心悸氣短，畏寒肢冷，肢體浮腫。兼症
表現為身倦自汗，納呆腹脹，腰酸尿少，面色白或暗。舌、脈象
表現為舌暗、瘀斑。脈虛數，或結、促、代、散。
(十六)陰虛血瘀證：主症表現為心悸氣短、畏寒肢冷，心胸悶痛或刺痛。
兼症表現為神疲自汗，面色蒼白或暗。舌、脈象表現為舌淡暗或
紫暗，脈弦細數無力，或促、結、代、散。
(十七)心陽虛脫證：主症表現為心悸喘促，大汗淋漓，四肢厥冷。兼症
表現為咳吐泡沫，口唇青紫，神志淡漠。舌、脈象表現為舌淡紫
暗，脈微欲絕。
我們將上述之結果整理成下頁之表一及表二，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由上述資料整理，我們依照病證結構做一分析，認為大陸學者將病因、
病性、病位夾雜分型，不利於證型研究。因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病機為心之
臟腑氣血機能虛損，造成痰瘀等之病理產物，故僅以病性分析為研究範圍。
經專家會議訂出病性證型：氣虛證、血虛證、陰虛證、陽虛證、痰濕證及
瘀滯證六型。各證型之診斷標準，參照名老中醫馬建中、冷方南、李德新、
鄧鐵濤等所定之證型診斷標準，及中國中西醫結合虛證與老年病防治學術
會議討論訂定之「中醫虛證辨證參考標準」
，再經專家會議討論訂出各證型
之參考診斷標準（表三及表四）
。
二、問卷選擇
依據上述所訂出的證型診斷標準之症狀及體徵，經專家會議討論，建議
使用由中國醫藥大學蘇奕彰教授所帶領之體質與證型研究團隊所開發，已經
信效度檢測，且已廣泛運用於多種疾病之中醫體質及證型研究之「中醫體質
量表」
（Body Constitution Questionnaire，BCQ），作為本研究之初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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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此量表過去並未有心血管疾病患者之信效度檢測資料，故仍需進行信
效度檢測，以了解是否能適用於本研究。
「中醫體質量表」（Body Constitution Questionnaire，BCQ）是一份 44
題之自填試問卷。其填答給分為 1、2、3、4、5，並依據題目問像出現之強
度或頻率，分別對應為「完全不會」
、
「稍微會」
、
「中等程度會」
、
「很會」
、
「最
嚴重會」及「從來沒有出現」
、
「偶爾有出現」
、
「一半有一半沒有出現」
、
「常
常有出現」、
「一直都有出現」。
BCQ 問卷中包含三個子問卷，分別為陽氣虛（BCQ＋）、陰血虛（BCQ
－）及痰濕瘀滯（BCQ-S），其個別之敏感度與精確度為：陽氣虛（BCQ
＋）0.827 及 0.640，陰血虛（BCQ－）0.704 及 0,619，痰濕瘀滯（BCQ-S）
0.733 及 0.724。各子問卷相關的問項及說明分列如下：
(一)陽氣虛問卷的問項與說明：
1. 畏寒肢冷：我會覺得自己怕冷、手腳冰冷或需穿比較多的衣服。
2. 身倦乏力：我會覺得疲倦或無力不想動。
3. 目黑矇：突然站起來時，我會覺得眼前發黑。
4. 懶言：我會覺得疲倦不想說話或沒力氣說話。
5. 短氣：我會覺得氣不夠，需要深呼吸。
6. 肢體麻木：我的身體或手腳會有麻木感。
7. 胸悶：我會覺得胸口悶悶或緊緊的，好像有東西壓著。
8. 腰膝痠痛發冷：我會感到腰部、膝蓋或足跟酸軟、疼痛、無力
或發冷。
9. 筋攣：沒有劇烈運動時，我會抽筋。
10. 喘促：我會覺得呼吸深度短淺或喘。
11. 臥喘：平躺時我的呼吸會變喘。
12. 眩暈：姿勢改變時，我會覺得天旋地轉。
13. 畏風：我吹到風會不舒服。
14. 喜熱飲：我會喜歡喝溫熱的東西。
15. 易腰扭傷：沒有劇烈運動時，我的腰部會容易扭傷。
16. 便軟或瀉：我的大便不成形。
17. 口淡：我會覺得嘴巴淡淡的沒有味道。
18. 溲長：沒有喝很多水，我仍覺得小便量多。
19. 五更瀉泄：我在天亮前會因拉肚子而起床。
(二)陰血虛問卷的問項與說明：
1. 五心煩熱：我會覺得手心、腳掌心或身體會熱熱的。
2. 頭昏重：我會覺得頭重、頭昏不舒服。
3. 目黑矇：突然站起來時，我會覺得眼前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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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口舌瘡：我的舌頭或口腔會破。
5. 目澀視糊：我會覺得眼睛乾澀，或看東西不清楚。
6. 肢體麻木：我的身體或手腳會有麻木感。
7. 耳鳴：我會耳鳴。
8. 肌膚甲錯：我的皮膚會乾燥、龜裂、變厚或變硬。
9. 筋攣：沒有劇烈運動時，我會抽筋。
10. 口乾唇裂：我會口渴、嘴巴乾、嘴唇乾燥龜裂，且喝水後很快
又口渴。
11. 顴紅：我的臉頰會發紅。(部位請見附圖)。
12. 咽乾：我會覺得喉嚨乾，但嘴巴或嘴唇不會
乾燥。
13. 眩暈：姿勢改變時，我會覺得天旋地轉。
14. 聽力減退：我覺得我的聽力減退。
15. 烘熱：我會覺得身體或頭面突然一陣熱熱的。
16. 易腰扭傷：沒有劇烈運動時，我的腰部會容易扭傷。
17. 溲赤：除了早上第一次解尿外，我的小便顏色深黃或茶色。
18. 溲短：我的小便量少。
19. 便結：我的大便乾硬。
(三)痰濕瘀滯問卷的問項與說明：
1. 痰多：雖然沒有感冒，我喉嚨中會有痰。
2. 頭昏重：我會覺得頭重、頭昏不舒服。
3. 身倦乏力：我會覺得疲倦或無力不想動。
4. 口黏：我會覺得口中黏黏的或口水黏稠。
5. 身重：我會覺得身體或下半身重重的。
6. 悶痛：我的胸、腹部或四肢會悶痛不舒服。
7. 刺痛：我的胸、腹部或四肢會刺痛不舒服。
8. 嗜睡：我會覺得睡眠時間夠，但仍想睡覺或睡不飽。
9. 肢體麻木：我的身體或手腳會有麻木感。
10. 胸悶：我會覺得胸口悶悶或緊緊的，好像有東西壓著。
11. 易瘀血：我的皮膚會無故出現瘀血烏青。
12. 肌膚甲錯：我的皮膚會乾燥、龜裂、變厚或變硬。
13. 靜脈曲張：我的身體或四肢會看到扭曲變形的血管。
14. 脅肋悶痛：我的身體側面或兩側上腹肋骨處
（位置見右圖中打×範圍）會有悶、脹或疼
痛的感覺。
15. 身目四肢浮腫：我的四肢、身體、臉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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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周圍會浮腫。
16. 舌苔厚膩：我的舌苔會厚厚或黏黏的。
三、收案結果
自 100 年 6 月 29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共收案 300 人，總收案成功
率為 57.80%。
首先進行本案基本資料、生活習慣、疾病史等之分析。由於心血管疾
病之罹病年齡較高，且收案不易，故將原年齡限制提高為 18~90 歲（80-89
歲收案 25 人，佔 8.4%）。本次收案族群之年齡與性別和心血管疾病該項盛
行率相似（平均年齡為 59.82 ± 15.62 歲，且大於 50 歲者佔 79.2%，男性佔
74.7%）。與代謝疾病相關之指標，如體重、BMI、血脂肪、血糖等數值均
偏高，同時共病多為代謝性症候群：高血壓、糖尿病及高脂血症。於生活
習慣方面，喜歡吃冰及油炸食物、常熬夜等易影響心血管健康之狀況亦較
常出現。詳細數據整理於表六之一至三。
四、問卷信效度檢定
以 100 年收案之 60 筆患者資料，針對 BCQ 問卷使用於心血管疾病患
者之信效度進行初步檢定，其結果以下列三部分加以敘述：第一部份為以因
子分析探討 BCQ 問卷各問項之效度分析；第二部份為以 Cronbach α 係數來
探討 BCQ 問卷中三個子問卷之信度；第三部份為以無母數之 Mann-Whitney
檢定問項之鑑別力。
(一)以因子分析探討 BCQ 問卷各問項之效度分析
經由成分矩陣之主成分分析法，我們可以看出，每增加一個
成分之後所增加的可解說變異數百分比以及所累積的可解說變異
數百分比如何。借此可得知可解說變異量之變化程度。經由此一檢
測所得到之結果可與專家效度結果進行交叉比對，以做為問項增減
之參考依據。
以下就將 BCQ 三個子問卷：陽氣虛（BCQ＋）、陰血虛（BCQ
－）、痰濕瘀滯（BCQ-S）問項的效度分析分述於後。
1. 陽氣虛（BCQ＋）子問卷問項主成分分析法探討：
將歸屬於陽氣虛子問卷的十九個問項，經由成分矩陣之主
成分分析法得出之表七「陽氣虛問卷解說變異量分析表」
。當我
們取 Eigenvalues 大於 1 時，於第六的成分處，累積解釋百分比
為 71%左右，而在第五的成分處，其累積解釋百分比則為 63%
左右。故我們分別取六個或五個成分，來看看他所形成分項的成
分矩陣。
如果取六個成分進行轉軸後所形成之陽氣虛問卷主成分分
析，我們可以得出各個病性在六個因子中，比例佔較高的分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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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表八）。依據其轉軸後的成分矩陣，可整理得到各因子問項
之題目分布情形（表九）。我們可以看出，第五因子僅歸屬第
44 題一題。若取五個成份進行分析，由其結果（表十至十二），
雖然當 Eigenvalues 大於 1 時，其累積解釋百分比為 65%左右，
但其各因子問項之題目分布情形較平均，無單一問項成為獨立因
子之狀況。
2. 陰血虛（BCQ－）子問卷問項主成分分析法探討：
將歸屬於陰血虛子問卷的十九個問項，經由成分矩陣之主
成分分析法得出之表十三「陰血虛問卷解說變異量分析表」。當
我們取 Eigenvalues 大於 1 時，於第六的成分處，累積解釋百分
比為 71%左右，而在第五的成分處，其累積解釋百分比則為 65%
左右。故我們分別取六個或五個成分，來看看他所形成分項的成
分矩陣。
如果取六個成分進行轉軸後所形成之陽氣虛問卷主成分分
析，我們可以得出各個病性在六個因子中，比例佔較高的分佈情
形（表十四）。依據其轉軸後的成分矩陣，可整理得到各因子問
項之題目分布情形（表十五）。我們可以看出，第五因子僅歸屬
第 38 題一題。若取五個成份進行分析，由其結果（表十六至十
八），雖然當 Eigenvalues 大於 1 時，其累積解釋百分比為 66%
左右，但其各因子問項之題目分布情形較平均，無單一問項成為
獨立因子之狀況。
3. 痰濕瘀滯（BCQS）子問卷問項主成分分析法探討：
將歸屬於痰濕瘀滯子問卷的十六個問項，經由成分矩陣之
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之表十九「痰濕瘀滯問卷解說變異量分析
表」
。當我們取 Eigenvalues 大於 1 時，於第四的成分處，累積解
釋百分比為 65%左右，但在第三的成分處，其累積解釋百分比
則降至 54%左右，落差過大。故我們直接取四個來看看其所形
成分項的成分矩陣（表二十）。依據其轉軸後的成分矩陣，可整
理得到各因子問項之題目分布情形（表二十一），其各因子問項
之題目分布情形較平均，無單一問項成為獨立因子之狀況。
(二)以 Cronbach α 係數探討各子問卷問項之信度
當刪除該問項後的 Cronbach α 係數值較原來的 Cronbach α 係
數值高，表示該問項之內部一致性相對較低。反之，當刪除該問項
後的 Cronbach α 係數值較原來的 Cronbach α 係數值低，表示該問
項之內部一致性相對較高。因此我們將 BCQ 三個子問卷進行效度
檢定，了解其個別問項 Cronbach α 係數值的變化，結果可供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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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之參考。以下分別就 BCQ 三個子問卷：陽氣虛（BCQ＋）、
陰血虛（BCQ－）、痰濕瘀滯（BCQ-S）進行檢定，其結果分述如
下。
1. 陽氣虛（BCQ＋）子問卷問項信度分析：
根據表二十二之「陽氣虛子問卷信度 Cronbach α 係數表」
，
我們可以得知：此問卷的整體 α 係數為 0.877，在各別刪除各問
項之後的 α 係數值仍維持在 0.8 以上，表示陽氣虛子問卷題目之
內部一致性高。
2. 陰血虛（BCQ－）子問卷問項信度分析：
根據表二十三之「陰血虛子問卷信度 Cronbach α 係數表」
，
我們可以得知：此問卷的整體 α 係數為 0.895，在各別刪除各問
項之後的 α 係數值亦維持在接近 0.9 之高分，表示陰血虛子問卷
題目之內部一致性也很高。
3. 痰濕瘀滯（BCQ-S）子問卷問項信度分析：
根據表二十四之「痰濕瘀滯子問卷信度 Cronbach α 係數
表」，我們可以得知：此問卷的整體 α 係數為 0.885，在各別刪
除各問項之後的 α 係數值維持在 0.87 至 0.88 之間，表示痰濕瘀
滯子問卷題目之內部一致性亦高。
(四)以無母數之 Mann-Whitney 檢定問項之鑑別力分析
經由 non-parametric 之 Mann-Whitney 檢定法，我們可以看出
每一問項有無顯著能力區別高、低出現頻率群，借此得知此單一問
項之設計是否可使受測者知道如何適當作答，做為問項增減之依
據。我們將 60 份資料排序後，取得分前 25%與後 25%的患者資料
進行此檢定，其各問項之檢定分析結果呈現於表二十五至表三十
六。
由表二十五至表三十六所呈現的結果來看，除第 36 題「我會
喜歡喝溫熱的東西」其 p-value（雙尾顯著性）為 0.563 呈現不顯著，
顯示此題對於區別病症高出現頻率與低出現頻率兩群可能沒有顯
著能力。其餘題目之鑑別力均良好。
五、問項修訂
經過專家會議依據上述統計結果進行討論，會議決議表示，依據因
子分析之結果，三份子問卷分別以五、五、四個因子所得之分析結較佳，
故效度檢測量好，不需依此增修問項。各子問卷之 Cronbach α 值均在
0.8 以上，信度良好。至於鑑別度檢測部分，雖然第 36 題「喜熱飲：我
會喜歡喝溫熱的東西」其 p-value（雙尾顯著性）為 0.563 呈現不顯著，
但此為陽氣虛證之重要診斷項目之一，並不適宜刪除。故最後保留 B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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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問項供後續研究使用。
六、心血管疾病之中醫證型診斷標準
(一)中醫證型與心血管疾病狀態之相關性
我們依據心導管檢測結果，將收案資料分為三組，分別為「無
異常發現」、「冠狀動脈阻塞」及「心律不整」。將此三組之 BCQ
問卷診斷之結果進行分布比例相關性分析，結果呈現於表三十七。
發現「無異常發現」及「冠狀動脈阻塞」兩組之間體質證型分佈相
似但無顯著差異，而「無異常發現」與「心律不整」兩組之間的分
佈有不同，
「心律不整」組的陰虛及痰瘀體質出現比例較「無異常
發現」組低，且呈現顯著差異。
(二)心血管疾病之中醫體質證型分數比較
為建立心血管疾病之中醫證型診斷標準，我們將收案患者資
料中，心導管檢測結果確診為「冠狀動脈阻塞」及「心律不整」兩
組，其是否為「陽氣虛」
、
「陰血虛」及「痰瘀」體質證型之得分進
行相關性統計分析，結果呈現於表三十八及表三十九。發現兩組之
間體質證型診斷與否，與其 BCQ 得分之高低分佈有相關，且呈現
顯著差異。故依 BCQ 之診斷分數切點，便可將心血管疾病之各中
醫證型診斷出，不需校正其分數切點。
七、心血管疾病之中醫證型脈診診斷標準
(一)脈診儀測量結果與冠狀動脈阻塞之相關性
脈診儀是客觀量測週邊脈搏波之非侵入式工具，由其波形結
果除可推論中醫脈診之歸類外，所得之壓力波參數，更是可與現代
醫學相互溝通之生理訊號。將脈診儀所量測的數據與冠狀動脈阻塞
與否進行相關性統計分析，發現有一項呈現正相關，一項呈現負相
關（表四十）
。
(二)冠狀動脈阻塞患者之各中醫證型與脈診儀結果之相關性
將收案患者資料中心導管檢測結果為冠狀動脈阻塞之 202 筆
資料，以其各中醫體質證型與否和脈診儀量測所得數據進行相關性
統計分析，其具統計顯著差異（p<0.05）之相關項目分別呈現於表
四十一、表四十二及表四十三。其中陽氣虛證有十三項數值呈現正
相關、十一項為負相關，陰血虛證有八項為正相關、一項為負相關，
而痰瘀證則有二項為正相關、五項為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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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中醫對於心血管疾病所含蓋之各項疾患有相當豐富的經驗與臨床療
效，但在研究中醫藥臨床論文、傳統文獻及病案記載的過程中，各醫家所
列述之證型及各證型診斷標準之差異，是研究者最感困擾之處。因此在以
臨床試驗對中醫藥治療心血管疾病進行大樣本的療效評估之前，客觀的證
型分類及證型診斷基準之建立，為首要之工作。為了達到此目的，我們設
計此研究方法，利用客觀的統計學方法，來建立有利於臨床或研究使用的
問卷量表，並進一步整理出客觀的診斷標準及證型分類。
初步證型訂定是採取文獻整理模式，在古典文獻中對心血管疾病病名
的論述包括了「心痛」
、
「心厥」及「心絞痛」三個部分，因此採用「心痛」、
「心厥」及「心絞痛」這三個關鍵詞。但是以「心痛」此一病名為例，在
元朝朱丹溪以前的醫家，
「心痛」之內涵是與「胃脘痛」之內涵有所重疊的，
因為從胸骨劍突以下到肚臍以上的上腹部區域，古時亦稱為「心」
、
「心窩」
或是「心下」
。因此在搜尋時必須排除「胃脘痛」內容的部分。另外的問題，
便是各家學者對於心血管疾病證型的分類方法不一，部分學者將病因、病
性、病位夾雜分型，不利於證型研究。依照證型之概念，它應涵蓋病因、
病性及病位三部分，但由於心血管疾病主要為「心」之臟腑機能退化及病
理產物堆積所造成之疾患，應排除外來環境致病之病因變項，因此本研究
依照文獻搜尋結果加以分析後，決定僅以病性分析為研究範圍。
其次中醫臨床以病患之體質為基礎，可因時、因地之特性產生不同之
辨證類型，如台灣以陰虛、痰濕體質為多，因此辨證分型可能與大陸學者
所見不同，為避免事先訂下分型範圍導致分析上之限制與困難，我們決定
先建立基本證型，並以組合之觀念產生複合式證型，例如有心證及氣虛證
者，組合為心氣虛證，如此可避免因分型的複雜化而影響統計方法進行。
依據上述所訂出的證型診斷標準之症狀及體徵，經專家會議討論，建
議使用由中國醫藥大學蘇奕彰教授所帶領之體質與證型研究團隊所開發，
已經信效度檢測，且已廣泛運用於多種疾病之中醫體質及證型研究之「中
醫體質量表」
（Body Constitution Questionnaire，BCQ），作為本研究之初步
問卷。該量表是一份 44 題之自填試問卷，其填答給分為 1、2、3、4、5，
並依據題目問像出現之強度或頻率，分別對應為「完全不會」
、「稍微會」、
「中等程度會」
、
「很會」
、
「最嚴重會」及「從來沒有出現」
、
「偶爾有出現」、
「一半有一半沒有出現」
、
「常常有出現」
、
「一直都有出現」
。此量表包含三
個子問卷，分別為陽氣虛（BCQ＋）
、陰血虛（BCQ－）及痰濕瘀滯（BCQ-S）
，
其個別之敏感度與精確度為：陽氣虛（BCQ＋）0.827 及 0.640，陰血虛（BCQ
－）0.704 及 0,619，痰濕瘀滯（BCQ-S）0.733 及 0.724。但由於此量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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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並未有心血管疾病患者之信效度檢測資料，故我們先以 100 年所收案之
60 份問卷資料進行信效度檢測，以了解是否能適用於本研究。
經由因子分析三份子問卷之效度，依據其轉軸後的成分矩陣，陽氣虛、
陰血虛與痰濕瘀滯各以五、五、四因子之累積解釋百分比較佳，此與 BCQ
問卷各子問卷之因子分項相同。在信度檢定部份，三個子問卷之的 Cronbach
α 值均在 0.8 以上，顯示整體問卷的信度十分良好，不需要進行問項的修正。
另於鑑別力檢測中，44 題問項，除第 36 題「我會喜歡喝溫熱的東西」其
p-value（雙尾顯著性）為 0.563 呈現不顯著，顯示此題對於區別病症高出現
頻率與低出現頻率兩群可能沒有顯著能力外，其餘題目之鑑別力均良好。
經過專家會議討論，認為雖然第 36 題「喜熱飲：我會喜歡喝溫熱的東西」
其 p-value（雙尾顯著性）為 0.563 呈現不顯著，但此為陽氣虛證之重要診
斷項目之一，並不適宜刪除。故最後保留 BCQ 所有問項供後續研究使用。
綜合而言，「中醫體質量表」（Body Constitution Questionnaire，BCQ）適合
本研究之族群，可不進行修訂直接使用於後續診斷標準之建立。
我們將收案資料進行中醫證型及脈診結果與心血管疾病之相關性統計
分析。在中醫證型方面發現，利用 BCQ 之三種證型分類，不論是「冠狀動
脈阻塞」或是「心律不整」患者，其證型得分與診斷切點，與原 BCQ 之規
範相同，均呈現顯著相關。因此亦可以 BCQ 之得分或診斷切點，將證型分
為「陽氣虛」
、「陰血虛」及「痰瘀」三型。
而脈診儀檢測之結果，由於包括左右寸、關、尺及浮取、中取、沉取
各部位之類別太多，
「心律不整」之資料數不足以進行統計分析，因此僅針
對「冠狀動脈阻塞」之 202 筆資料進行三種證型之相關性分析，發現陽氣
虛證在「右寸浮 D 大小」
、
「右寸沉 D 大小」
、
「右關中 D 大小」
、
「右關中 D
高度」
、「右關中 P1」、
「右尺浮 D 高度」、
「右尺中 D 大小」、
「右尺中 D 高
度」、
「左關浮 D 大小」、
「左關中 D 大小」、
「左關中 D 高度」、
「左尺浮 D
大小」及「左尺沉 D 大小」呈現正相關，而「右寸中 VP」
、
「右寸中下降速
度」
、
「右關浮 V」
、
「右關中 V」
、
「右關沉 V」
、
「右尺沉 V」
、
「左寸浮 VP」、
「左寸中 VP」、
「左關浮 V」、
「左尺浮 VP」及「左尺中 Alr」呈現負相關。
陰血虛證在「右寸沉 P1」
、
「右寸沉 P2」
、
「右寸沉上升速度」
、
「右寸沉收縮
力」、
「右尺沉 Alr」、「左寸浮 P1」、
「左寸浮上升速度」及「左寸中 P1」呈
現正相關，而「左尺中 Alr」呈現負相關。痰瘀證在「右寸沉 VP」及「左
尺中 V」呈現正相關，而「右關浮 Alr」、
「右關沉 P1」、
「左寸中 D 高度」、
「左寸中 P1」及「左關中 P1」呈現負相關。
再將上述結果參照心臟收縮過程與脈波之時域關係圖（圖二），心肌梗塞
病患屬於陽氣虛證型者，在多處部位之脈診數據，均呈現與 D 波（不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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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或高度）有正相關性，而與 V 值程現負相關性，似乎顯示陽氣虛證與主
動脈之狀況較有相關性。另陰血虛證型者其 P 值、上升速度及收縮力正相
關明顯，便需考慮是否與心臟收縮力有相關。故可將這些項目加入中醫證
型診斷的標準中，作為客觀之診斷標準依據，但需要再蒐集較多個案，以
建立數據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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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文獻整理訂定心血管疾病之基本證型，再依據此分類診斷標
準，由專家會議決議使用由中國醫藥大學蘇奕彰教授團隊所發展，已經信
效度檢測之 44 題「中醫體質量表」
（Body Constitution Questionnaire，BCQ）
作為制定診斷準之初版問卷。並採用可測量橈動脈之動脈壓訊號及波形之
「黃氏脈診儀」，進行週邊脈診訊號量測。在 100 年 6 月 29 日至 10 月 31
日間，於三軍總醫院心臟內科進行取樣施測收案之有效樣本 60 人，進行問
卷信效度及鑑別度檢定。根據檢定結果發現 BCQ 使用於心血管疾病病人之
信效度良好，可供計畫繼續使用，並作為未來修訂診斷標準之工具。
在進行臨床觀察性研究收案部份，本案最初評估三軍總醫院為醫學中
心級教學醫院，同時設有心臟內科及中醫部兩單位，且心導管執行案件數
穩定，可獨立完成此前驅性之研究，但未考慮到即使為非侵入性之觀察性
研究，患者同意加入研究之意願仍受挑戰，且又遭遇三軍總醫院縮減床位
導致轉介人數下降，故自 101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間加入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為收案單位，未來若要進行相關研究，在初期評估
上要更謹慎，且可考慮擴大收案機構，但如此執行恐需要更高之經費來因
應。
經過統計分析後我們發現，心血管患者使用 BCQ 所得到之中醫證型診
斷與得分，均與原 BCQ 之切點相符，故建議未來可直接以此量表之三種證
型分類及評分方式，作為心血管疾病之中醫證型診斷依據，供該疾病流行
病學分析、臨床分型及治療結果評估使用。再加上脈診儀所檢測數據與中
醫證型之相關性分析結果，於每一證型均有其相關指標，我們將其整合成
下表四十四，成為本研究最重要之結果，心血管疾病中醫證型診斷基準。
未來可繼續進行資料收集，以修正此基準，並建立脈診儀數據之數值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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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圖一、心血管疾病中醫診斷標準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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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心臟收縮過程與脈波之時域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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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心血管疾病臨床辨證參考分型
出現證型

病性歸類

病位歸類

心氣虛損證

氣虛

心

心陰不足證

陰虛

心

心陽不振證

陽虛

心

痰濁痺阻證

痰濕、瘀滯

心血瘀阻證

瘀滯

寒凝氣滯證

病因歸類

寒

瘀滯

痰濁閉塞證

痰濕、瘀滯

氣滯血瘀證

瘀滯

陰血虛證

陰虛、血虛

陽氣虛證

陽虛、氣虛

氣陰兩虛證

氣虛、陰虛

痰火擾心證

痰濕

心

心氣虛證

氣虛

心

心陰虛證

陰虛

心

陽虛水泛證

火

心

濕

陽虛

陰虛血瘀證

陰虛、瘀滯

心陽虛脫證

陽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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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表二、心血管疾病臨床辨證參考症狀及徵象變數
出現證型
心氣虛損證
心陰不足證

心陽不振證

痰濁痺阻證

心血瘀阻證

寒凝氣滯證

痰濁閉塞證

氣滯血瘀證

陰血虛證
陽氣虛證
氣陰兩虛證

痰火擾心證

症狀變數

徵象變數

隱痛陣作、氣短乏力、神疲自 面色少華、苔薄白質淡，脈
汗、納差脘脹
沉細或代、促
隱痛、憂思、五心煩熱、口乾、 苔淨、少苔、薄黃、舌質紅、
多夢、眩暈、耳鳴、驚惕、潮熱 脈細數、代、促
面白、腫脹、苔薄白質淡胖、
悶痛時作、形寒、心惕、肢冷、
脈沉細弱或沉遲或結、代，
精神倦怠、汗多
甚則脈危欲絕
悶痛時作、口黏乏味、納呆脘
體胖、苔膩或黃或白滑、脈
脹、頭重、身困、噁心嘔吐、痰
滑或數
多
面晦唇青、爪甲發青，髮枯
膚粗糙、舌質紫暗或見紫斑
刺痛定處、怔忡不寧
或舌下脈絡紫脹，脈澀或
結、代
遇寒則痛、徹背摯肩、手足欠 苔白質淡、脈沉遲、弦緊、
溫、脇脹急躁、畏寒口淡
代、甚則脈危欲絕
心區痞痛、脹痛徹背、神疲自
舌體肥胖有齒痕、舌質淡、
汗、脘腹脹滿、納呆、煩悶、頭
苔白膩、脈弦滑或沉濡而滑
暈
口唇爪甲青暗、舌質紫暗或
心前區刺痛、氣促、心悸、胸悶、 有瘀斑、苔少或淡灰而膩、
脈多沉澀、或結、促、代，
脘脹、易怒
或有雀啄
心區煩悶而痛、頭暈、口乾，五 舌深紅少苔或無苔、脈細數
心煩熱
或促、代
心區煩悶而痛、動則尤甚、畏寒 舌淡胖、苔白、脈沉細而遲
肢冷、氣短、自汗、疲乏
或結、代
胸悶痛、心悸、氣短、五心煩熱、
面色少華、舌紅少苔，脈細
盜汗、口乾、眩暈、耳鳴、失眠
數、結代或促
多夢
胸悶、心悸、心下痞滿、煩躁、
失眠、口苦而黏、痰黃而稠、噁 舌紅苔黃膩、脈促或結代
心、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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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證型

症狀變數

徵象變數

心悸、氣短、動則尤甚、神疲、
舌淡胖有齒印、脈沉細弱
乏力、自汗
五心煩熱、口乾、眩暈、耳鳴、
心陰虛證
舌紅少苔、脈細數
潮熱
心悸、氣短、畏寒、肢冷，肢體
面色白或暗、舌暗、瘀斑、
陽虛水泛證 浮腫、身倦、自汗、納呆、腹脹、
脈虛數、或結、促、代、散
腰酸、尿少
面色蒼白或暗、舌淡暗或紫
心悸、氣短、畏寒、肢冷，心胸
暗、脈弦細數無力、或促、
陰虛血瘀證
悶痛、刺痛、神疲、自汗
結、代、散
心悸喘促、大汗淋漓、四肢厥 口唇青紫、舌淡紫暗，脈微
心陽虛脫證
冷、咳吐泡沫、神志淡漠
欲絕
心氣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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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中醫心血管疾病病性證型診斷參考標準
證型分類

症狀

體徵

陰虛證

五心煩熱、便結、口乾咽乾、急躁易怒、
盜汗、失眠、不易入睡、眠淺易醒、夜 面紅升火、舌紅少
尿、小便黃赤、少尿、身熱、目澀、舌 苔、脈細數
瘡、口瘡、口角瘡、失音嘶啞、掉髮

血虛證

頭暈目眩、視糊、頭暈眼花、少尿、耳 面色萎黃或白或唇
鳴、心悸、肢體麻木、失眠、不易入睡、 甲色淡、脈細弱、舌
眠淺易醒、掉髮
淡

氣虛證

頭昏、短氣、自汗、嗜睡、頭暈目眩、
面色無華、舌淡胖齒
頭暈眼花、懶言、倦怠乏力、納呆或食
痕、脈虛
慾減退、屈身喜暖、喘促

陽虛證

畏寒、肢冷、屈身喜暖、便軟或瀉、尿 面白無華、舌淡胖苔
頻、尿清長、夜尿、身目浮腫
滑、脈沉弱或遲

痰濕證

胸悶、痰多、納呆或食慾減退、倦怠乏
力、嗜睡、口黏、頭重、身重、頭昏、
舌苔厚膩、脈濡滑
便軟或瀉、食少腹脹、積聚、口淡、身
目浮腫、噁逆

瘀滯證

悶痛常作、刺痛常作、易瘀青、積聚、 膚色晦暗或口唇紫
暗、肌膚甲錯、舌暗
甲錯、靜脈曲張、脅肋悶脹
瘀點瘀斑、脈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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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之一、患者基本資料之分布情形
觀察項目

N

Mean ± SD

Range

年齡(歲)
年齡分組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70-79 歲
80-89 歲
性別
男
女
身高 (cm)
體重 (kg)
身體質量指數(BMI)
教育程度
≧12 年
＜12 年
檢驗數據

300
300
22
12
28
68
95
50
25

59.82 ± 15.62

69.59

AST (IU/ L)
ALT (IU/ L)
BUN
Cr
收縮壓
舒張壓
飯前血糖
總膽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

271
265
294
296
239
239
258
136
132
136

224
76
300
300
300

Frequency(%)

7.4
4.0
9.4
22.5
31.5
16.8
8.4
74.7
25.3
165.52 ± 8.23
70.04 ± 14.15
25.50 ± 4.40

48
83
32.99

186
114

62.0
38.0
27.99 ± 21.13
27.44 ± 27.38
18.47 ± 11.05
1.42 ± 1.95
135.33 ± 18.01
78.72 ± 11.01
134.66 ± 53.16
165.85 ± 36.08
105.09 ± 35.67
133.77 ± 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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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330
105
18
110
70
352
200
214
328

表六之二、患者生活習慣之分布情形
觀察項目

N

Frequency(%)

是
否

164
136

54.7
45.3

是
否

208
92

69.3
30.7

是
否

221
79

73.7
26.3

是
否

77
223

25.7
74.3

是
否

101
199

33.7
66.3

是否熬夜

是否吃冰

是否吃油炸食品

抽菸情形

喝酒情形

說明：由於各組人數過少，作倂組處理
1. 完全沒有=否，偶爾+經常=是
2. 抽菸情形：只有不抽菸=否，其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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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之三、患者代謝疾病史、手術史之分布情形
觀察項目

N

Frequency (%)

是
否

161
138

53.8
46.2

是
否

80
220

26.8
73.2

是
否

98
202

32.8
67.2

是
否

202
52

67.3
32.7

是
否
是否曾接受心導管手術
是
否

174
126

58.8
41.2

95
205

31.7
68.3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冠狀動脈是否阻塞

是否曾接受其他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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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陽氣虛問卷解說變異量分析表
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itial Eigenvalues
Total
6.441
1.857
1.595
1.407
1.158
1.037
.915
.818
.775
.552
.518
.424
.343
.309
.249
.200
.174
.118
.109

% of Variance
33.901
9.774
8.392
7.407
6.092
5.460
4.816
4.304
4.077
2.908
2.726
2.232
1.807
1.628
1.310
1.055
.918
.621
.573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Cumulative %
33.901
43.674
52.067
59.474
65.566
71.026
75.842
80.146
84.223
87.131
89.857
92.089
93.896
95.524
96.833
97.889
98.807
99.427
100.000

Total

% of Variance

6.441
1.857
1.595
1.407
1.158
1.037

33.901
9.774
8.392
7.407
6.092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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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33.901
43.674
52.067
59.474
65.566
71.026

3.313
2.641
2.619
1.837
1.622
1.463

17.434
13.900
13.782
9.670
8.539
7.702

17.434
31.334
45.116
54.786
63.325
71.026

表八、陽氣虛子問卷取六因子轉軸後成分矩陣
Component
1
BCQ_15
BCQ_28
BCQ_24
BCQ_16
BCQ_5
BCQ_17
BCQ_31
BCQ_8
BCQ_9
BCQ_43
BCQ_33
BCQ_22
BCQ_42
BCQ_23
BCQ_37
BCQ_41
BCQ_44
BCQ_36
BCQ_3

2
.814
.781
.694
.567
.551
.500
.112
.308
.534
.004
-.019
.376
.290
.132
.156
.131
-.009
-.021
-.078

.134
1.87E-005
.268
.172
.345
.466
.896
.768
.548
.508
.338
.089
.140
.048
.256
.001
.146
-.001
.066

3

4
.197
.030
.012
.548
.377
.105
.130
.198
.213
.345
.778
.736
.596
.096
.182
.089
-.018
-.052
.590

5
.069
.012
.360
.119
.189
.254
.015
.169
-.043
.128
.033
.245
.174
.798
.638
.610
-.049
.09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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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16
.036
.121
.294
-.095
-.094
.153
.146
-.095
.399
-.180
.006
.312
-.225
.322
.533
.844
-.002
.087

.263
-.277
-.007
.055
-.249
.155
-.014
.141
-.156
-.117
.080
-.150
.036
.111
-.252
.119
.020
.820
.614

表九、六因子轉軸後各因子之問項分配表
第一因子(6)

第二因子(4)

第三因子(3)

第四因子(3)

第五因子(1)

第六因子(2)

5、15、16、17、
8、9、31、43 22、33、42
24、28

23、37、41

44

3、36

39

表十、陽氣虛問卷解說變異量分析表（取五個因子）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1

6.441

33.901

33.901

6.441

33.901

33.901 3.965

20.869

20.869

2

1.857

9.774

43.674

1.857

9.774

43.674 2.713

14.279

35.148

3

1.595

8.392

52.067

1.595

8.392

52.067 2.229

11.732

46.880

4

1.407

7.407

59.474

1.407

7.407

59.474 2.071

10.899

57.779

5

1.158

6.092

65.566

1.158

6.092

65.566 1.479

7.787

65.566

6

1.037

5.460

71.026

7

.915

4.816

75.842

8

.818

4.304

80.146

9

.775

4.077

84.223

10

.552

2.908

87.131

11

.518

2.726

89.857

12

.424

2.232

92.089

13

.343

1.807

93.896

14

.309

1.628

95.524

15

.249

1.310

96.833

16

.200

1.055

97.889

17

.174

.918

98.807

18

.118

.621

99.427

19

.109

.573

100.000
40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表十一、陽氣虛子問卷取五因子轉軸後成分矩陣
Component
1

2

3

4

5

BCQ_15

.767

.211

-.017

.145

.212

BCQ_24

.733

.023

.133

.373

-.032

BCQ_17

.674

.140

.211

.108

.160

BCQ_9

.673

.251

.325

-.139

-.159

BCQ_28

.668

.034

-.082

.121

-.333

BCQ_5

.642

.404

.127

.097

-.258

BCQ_33

.126

.804

.165

-.115

.104

BCQ_22

.364

.740

-.010

.255

-.167

BCQ_42

.226

.583

.217

.347

.013

BCQ_16

.479

.541

.202

.318

.013

BCQ_31

.381

.165

.789

-.085

.027

BCQ_8

.534

.229

.626

.090

.165

BCQ_43

.086

.342

.615

.227

-.098

BCQ_44

-.184

-.067

.594

.406

-.004

BCQ_41

.073

.054

.184

.801

.110

BCQ_37

.236

.172

.278

.646

-.237

BCQ_23

.322

.113

-.226

.507

.140

BCQ_36

.019

-.050

-.040

.078

.820

BCQ_3

-.104

.587

.113

-.056

.607

表十二、五因子轉軸後各因子之問項分配表
第一因子(6)

第二因子(4)

第三因子(4)

第四因子(3)

5、9、15、17、 16、22、33、
8、31、43、44 23、37、41
42
24、28

41

第五因子(2)
36、3

表十三、陰血虛問卷解說變異量分析表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1

6.866

36.136

36.136

6.866

36.136

36.136 3.666

19.295

19.295

2

1.893

9.964

46.100

1.893

9.964

46.100 3.194

16.811

36.106

3

1.383

7.277

53.377

1.383

7.277

53.377 2.370

12.476

48.582

4

1.256

6.613

59.990

1.256

6.613

59.990 1.689

8.888

57.469

5

1.186

6.243

66.233

1.186

6.243

66.233 1.458

7.676

65.145

6

1.041

5.480

71.713

1.041

5.480

71.713 1.248

6.567

71.713

7

.806

4.243

75.956

8

.753

3.965

79.921

9

.709

3.733

83.654

10

.593

3.121

86.775

11

.582

3.064

89.839

12

.438

2.304

92.143

13

.393

2.070

94.212

14

.311

1.638

95.851

15

.261

1.371

97.222

16

.198

1.043

98.265

17

.141

.741

99.006

18

.107

.564

99.570

19

.082

.430

100.000
42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表十四、陰血虛子問卷取六因子轉軸後成分矩陣
Component
1

2

3

4

5

6

BCQ_8

.838

.219

.180

.078

.137

-.102

BCQ_4

.779

.284

.069

.058

.088

.199

BCQ_26

.730

.286

.021

.218

.103

-.034

BCQ_31

.685

.344

.158

-.183

.032

-.222

BCQ_29

.248

.851

-.052

-.017

-.146

.104

BCQ_35

.191

.717

.271

.147

.154

.134

BCQ_30

.326

.705

.065

.225

.086

-.064

BCQ_16

.239

.619

.311

.105

.437

-.113

BCQ_18

.389

.574

.436

-.083

.158

-.061

BCQ_32

.117

.117

.817

.059

-.012

.027

BCQ_20

.518

.000

.555

.121

.199

-.092

BCQ_39

-.183

.227

.553

.121

.480

-.003

BCQ_11

.320

.119

.490

.440

-.311

.135

BCQ_23

-.018

.042

.186

.868

.077

.021

BCQ_10

.472

.411

-.113

.565

.153

-.100

BCQ_38

.287

.035

.041

.027

.774

.044

BCQ_40

-.041

.210

.425

.155

.013

.675

BCQ_37

.205

.264

.375

.339

.002

-.653

BCQ_2

.419

.230

-.218

.262

.395

.421

表十五、六因子轉軸後各因子之問項分配表
第一因子(4) 第二因子(5) 第三因子(4) 第四因子(2) 第五因子(1) 第六因子(3)
4、8、26、 16、18、29、11、20、32、
31
30、35
39

43

23、10

38

2、37、40

表十六、陰血虛問卷解說變異量分析表（取五個因子）
Initial Eigenvalues

Component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1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6.866
36.136
36.136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6.866
36.136
36.136 3.538
18.622
18.622

2

1.893

9.964

46.100

1.893

9.964

46.100 3.070

16.159

34.781

3

1.383

7.277

53.377

1.383

7.277

53.377 2.352

12.379

47.160

4

1.256

6.613

59.990

1.256

6.613

59.990 1.823

9.597

56.757

5

1.186

6.243

66.233

1.186

6.243

66.233 1.801

9.476

66.233

6

1.041

5.480

71.713

7

.806

4.243

75.956

8

.753

3.965

79.921

9

.709

3.733

83.654

10

.593

3.121

86.775

11

.582

3.064

89.839

12

.438

2.304

92.143

13

.393

2.070

94.212

14

.311

1.638

95.851

15

.261

1.371

97.222

16

.198

1.043

98.265

17

.141

.741

99.006

18

.107

.564

99.570

19

.082

.430

100.000
44

表十七、陰血虛子問卷取五因子轉軸後成分矩陣
Component
1

2

3

4

5

BCQ_8

.788

.253

.083

.128

.281

BCQ_31

.734

.353

.064

-.123

.053

BCQ_26

.628

.330

-.043

.239

.319

BCQ_20

.580

-.028

.466

.194

.128

BCQ_37

.578

.094

.253

.370

-.331

BCQ_4

.558

.392

.015

.108

.407

BCQ_29

.164

.890

-.024

.012

.010

BCQ_35

.168

.683

.368

.156

.158

BCQ_30

.339

.667

.110

.218

.126

BCQ_18

.470

.525

.454

-.031

.051

BCQ_16

.368

.487

.470

.060

.237

BCQ_39

-.008

.064

.734

.083

.129

BCQ_32

.226

.084

.716

.190

-.189

BCQ_40

-.319

.314

.478

.227

.231

BCQ_23

-.031

-.010

.168

.847

.136

BCQ_11

.232

.200

.269

.588

-.126

BCQ_10

.420

.387

-.104

.520

.321

BCQ_2

.107

.299

-.053

.180

.735

BCQ_38

.281

-.068

.296

-.104

.666

表十八、五因子轉軸後各因子之問項分配表
第一因子(6)

第二因子(5)

第三因子(3)

第四因子(3)

第五因子(2)

4、8、20、26、16、18、29、30、
32、39、40
31、37
35

23、10、11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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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痰濕瘀滯問卷解說變異量分析表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1

6.052

37.825

37.825

6.052

37.825

37.825 3.456

21.599

21.599

2

1.906

11.914

49.738

1.906

11.914

49.738 2.879

17.997

39.596

3

1.418

8.864

58.602

1.418

8.864

58.602 2.324

14.527

54.123

4

1.140

7.122

65.725

1.140

7.122

65.725 1.856

11.602

65.725

5

.908

5.678

71.403

6

.792

4.952

76.355

7

.736

4.599

80.954

8

.656

4.098

85.052

9

.499

3.120

88.172

10

.415

2.592

90.764

11

.376

2.351

93.115

12

.313

1.956

95.071

13

.298

1.864

96.934

14

.213

1.330

98.265

15

.144

.902

99.167

16

.133

.833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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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表二十、痰濕瘀滯子問卷取四因子轉軸後成分矩陣
Component
1

2

3

4

BCQ_13

.821

-.035

.112

.187

BCQ_12

.801

.060

.051

.249

BCQ_17

.678

.155

.215

.234

BCQ_14

.676

.153

.012

.006

BCQ_4

.587

.480

.229

.180

BCQ_1

-.139

.823

-.122

.138

BCQ_6

.203

.696

.244

.428

BCQ_7

.256

.649

.426

-.101

BCQ_34

.188

.626

.262

.327

BCQ_5

.470

.548

.322

-.177

BCQ_21

-.170

.084

.804

.273

BCQ_27

.463

.040

.693

-.080

BCQ_16

.212

.467

.635

-.039

BCQ_20

.323

.261

.490

.345

BCQ_25

.305

.046

.110

.798

BCQ_19

.100

.161

.022

.695

表二十一、四因子轉軸後各因子之問項分配表
第一因子(5)

第二因子(5)

4、12、13、14、17 1、5、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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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因子(4)

第四因子(2)

16、20、21、27

19、25

表二十二、陽氣虛子問卷信度 Cronbach α 係數表
Corrected
Scale Mean if Scale Variance if
Item-Total
Item Deleted Item Deleted
Correlation

Cronbach's Alpha
if Item Deleted

BCQ_3

33.58

107.434

.238

.878

BCQ_5

32.88

99.020

.643

.863

BCQ_8

33.38

95.325

.707

.860

BCQ_9

33.50

100.797

.586

.866

BCQ_15

32.73

97.589

.634

.863

BCQ_16

33.00

94.881

.732

.859

BCQ_17

32.67

97.514

.588

.865

BCQ_22

33.05

97.709

.629

.863

BCQ_23

33.62

107.562

.315

.874

BCQ_24

33.08

100.552

.623

.864

BCQ_28

33.60

105.193

.384

.873

BCQ_31

33.60

100.108

.539

.867

BCQ_33

33.80

105.553

.476

.870

BCQ_36

33.08

112.044

.006

.889

BCQ_37

33.87

104.965

.489

.869

BCQ_41

33.42

107.196

.367

.873

BCQ_42

33.50

101.475

.585

.866

BCQ_43

33.75

104.191

.475

.870

BCQ_44

34.08

112.179

.174

.877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N of Cases = 60.0

N of Items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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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 .87

表二十三、陰血虛子問卷信度 Cronbach α 係數表
Scale Mean if
Item Deleted

Corrected
Scale Variance if
Cronbach's Alpha
Item-Total
Item Deleted
if Item Deleted
Correlation

BCQ_2

33.31

136.354

.411

.893

BCQ_4

32.98

129.603

.649

.886

BCQ_8

33.08

126.182

.713

.883

BCQ_10

33.22

129.485

.616

.887

BCQ_11

32.61

134.242

.445

.892

BCQ_16

32.69

126.767

.698

.884

BCQ_18

33.14

127.050

.698

.884

BCQ_20

33.10

131.162

.558

.889

BCQ_23

33.34

140.711

.299

.895

BCQ_26

32.83

128.419

.647

.886

BCQ_29

33.47

136.081

.510

.891

BCQ_30

33.03

130.688

.654

.886

BCQ_31

33.31

131.147

.568

.888

BCQ_32

33.02

133.327

.410

.894

BCQ_35

33.42

130.869

.657

.886

BCQ_37

33.58

137.973

.457

.892

BCQ_38

32.58

136.317

.350

.896

BCQ_39

33.14

138.568

.332

.895

BCQ_40

33.24

141.391

.263

.896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N of Cases = 60.0

N of Items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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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 .895

表二十四、痰濕瘀滯子問卷信度 Cronbach α 係數表
Scale Mean if
Item Deleted

Scale Variance
if Item Deleted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ronbach's Alpha
if Item Deleted

BCQ_1

29.13

103.473

.267

.888

BCQ_4

29.13

92.795

.729

.870

BCQ_5

28.73

95.962

.608

.875

BCQ_6

29.37

95.151

.697

.872

BCQ_7

29.15

95.825

.593

.876

BCQ_12

28.62

95.901

.565

.877

BCQ_13

29.20

96.569

.536

.878

BCQ_14

28.88

98.444

.434

.882

BCQ_16

28.85

94.164

.595

.876

BCQ_17

28.52

93.237

.612

.875

BCQ_19

29.75

104.089

.325

.885

BCQ_20

29.23

94.385

.625

.874

BCQ_21

29.57

101.470

.334

.886

BCQ_25

29.23

98.148

.455

.881

BCQ_27

29.43

97.572

.535

.878

BCQ_34

29.45

96.421

.616

.875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N of Cases = 60.0

N of Items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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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 .885

表二十五、BCQ問項Mann-Whitney檢定-1
等級
組別
BCQ_1

BCQ_2

BCQ_3

BCQ_4

BCQ_5

BCQ_6

BCQ_7

個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低分群

15

11.93

179.00

高分群

15

19.07

286.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50

142.50

高分群

15

21.50

322.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2.40

186.00

高分群

15

18.60

279.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8.50

127.50

高分群

15

22.50

337.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8.97

134.50

高分群

15

22.03

330.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90

163.50

高分群

15

20.10

301.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10

136.50

高分群

15

21.90

328.50

總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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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六、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2
檢定統計量
BCQ_1
Mann-Whitney U
Wilcoxon W
Z
Asymp. Sig. (2-tailed)
Exact Sig. [2*(1-tailed Sig.)]

BCQ_2

BCQ_3

BCQ_4

BCQ_5

BCQ_6

BCQ_7

59.000

22.500

66.000

7.500

14.500

43.500

16.500

179.000

142.500

186.000

127.500

134.500

163.500

136.500

-2.425

-4.243

-2.307

-4.758

-4.195

-3.143

-4.207

.015

.000

.021

.000

.000

.002

.000

.026(a)

.000(a)

.056(a)

.000(a)

.000(a)

.003(a)

.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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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七、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3
等級
組別
BCQ_8

BCQ_9

個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低分群

15

9.20

138.00

高分群

15

21.80

327.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73

146.00

高分群

15

21.27

319.00

總和

30

BCQ_10 低分群

15

9.90

148.50

高分群

15

21.10

316.50

總和

30

BCQ_11 低分群

15

10.97

164.50

高分群

15

20.03

300.50

總和

30

BCQ_12 低分群

15

10.60

159.00

高分群

15

20.40

306.00

總和

30

BCQ_13 低分群

15

8.77

131.50

高分群

15

22.23

333.50

總和

30

BCQ_14 低分群

15

11.50

172.50

高分群

15

19.50

292.50

總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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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八、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4
檢定統計量
BCQ_8
Mann-Whitney U
Wilcoxon W
Z
Asymp. Sig. (2-tailed)
Exact Sig. [2*(1-tailed Sig.)]

BCQ_9

BCQ_10

BCQ_11

BCQ_12

BCQ_13

BCQ_14

18.000

26.000

28.500

44.500

39.000

11.500

52.500

138.000

146.000

148.500

164.500

159.000

131.500

172.500

-4.160

-3.988

-3.802

-2.921

-3.149

-4.530

-2.569

.000

.000

.000

.003

.002

.000

.010

.000(a)

.000(a)

.000(a)

.004(a)

.002(a)

.000(a)

.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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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九、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5
等級
組別
BCQ_15

BCQ_16

BCQ_17

BCQ_18

BCQ_19

BCQ_20

BCQ_21

個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低分群

15

9.03

135.50

高分群

15

21.97

329.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8.93

134.00

高分群

15

22.07

331.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97

149.50

高分群

15

21.03

315.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93

149.00

高分群

15

21.07

316.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3.43

201.50

高分群

15

17.57

263.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40

141.00

高分群

15

21.60

324.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90

163.50

高分群

15

20.10

301.50

總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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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6
檢定統計量
Mann-Whitney U
Wilcoxon W
Z
Asymp. Sig. (2-tailed)
Exact Sig. [2*(1-tailed Sig.)]

BCQ_15

BCQ_16

BCQ_17

BCQ_18

BCQ_19

BCQ_20

BCQ_21

15.500

14.000

29.500

29.000

81.500

21.000

43.500

135.500

134.000

149.500

149.000

201.500

141.000

163.500

-4.153

-4.221

-3.531

-3.671

-1.844

-4.093

-3.355

.000

.000

.000

.000

.065

.000

.001

.000(a)

.000(a)

.000(a)

.000(a)

.202(a)

.000(a)

.003(a)

56

表三十一、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7
等級
組別
BCQ_22

BCQ_23

BCQ_24

BCQ_25

BCQ_26

BCQ_27

BCQ_28

個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低分群

15

9.00

135.00

高分群

15

22.00

330.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60

159.00

高分群

15

20.40

306.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30

139.50

高分群

15

21.70

325.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1.17

167.50

高分群

15

19.83

297.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80

147.00

高分群

15

21.20

318.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8.77

131.50

高分群

15

22.23

333.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40

156.00

高分群

15

20.60

309.00

總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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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二、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8
檢定統計量
Mann-Whitney U
Wilcoxon W
Z
Asymp. Sig. (2-tailed)
Exact Sig. [2*(1-tailed Sig.)]

BCQ_22

BCQ_23

BCQ_24

BCQ_25

BCQ_26

BCQ_27

BCQ_28

15.000

39.000

19.500

47.500

27.000

11.500

36.000

135.000

159.000

139.500

167.500

147.000

131.500

156.000

-4.258

-3.354

-4.021

-2.890

-3.675

-4.533

-3.646

.000

.001

.000

.004

.000

.000

.000

.000(a)

.002(a)

.000(a)

.006(a)

.000(a)

.000(a)

.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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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三、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9
等級
組別
BCQ_29

BCQ_30

BCQ_31

BCQ_32

BCQ_33

BCQ_34

BCQ_35

BCQ_36

個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低分群

15

11.10

166.50

高分群

15

19.90

298.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40

141.00

高分群

15

21.60

324.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1.17

167.50

高分群

15

19.83

297.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2.90

193.50

高分群

15

18.10

271.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1.50

172.50

高分群

15

19.50

292.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50

157.50

高分群

15

20.50

307.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00

135.00

高分群

15

22.00

330.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4.60

219.00

高分群

15

16.40

246.00

總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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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四、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10
檢定統計量
BCQ_29 BCQ_30 BCQ_31 BCQ_32 BCQ_33 BCQ_34 BCQ_35 BCQ_36
Mann-Whitney U
Wilcoxon W
Z
Asymp. Sig. (2-tailed)
Exact Sig. [2*(1-tailed Sig.)]

46.500

21.000

47.500

73.500

52.500

37.500

15.000

99.000

166.500

141.000

167.500

193.500

172.500

157.500

135.000

219.000

-3.188

-4.071

-3.071

-1.735

-3.205

-3.720

-4.506

-.579

.001

.000

.002

.083

.001

.000

.000

.563

.005(a)

.000(a)

.006(a)

.106(a)

.011(a)

.001(a)

.000(a)

.5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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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五、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11
等級
組別
BCQ_37

BCQ_38

BCQ_39

BCQ_40

BCQ_41

BCQ_42

BCQ_43

BCQ_44

個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低分群

15

11.37

170.50

高分群

15

19.63

294.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1.80

177.00

高分群

15

19.20

288.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00

150.00

高分群

15

21.00

315.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73

161.00

高分群

15

20.27

304.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67

160.00

高分群

15

20.33

305.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9.27

139.00

高分群

15

21.73

326.0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0.90

163.50

高分群

15

20.10

301.50

總和

30

低分群

15

13.00

195.00

高分群

15

18.00

270.00

總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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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六、BCQ 問項 Mann-Whitney 檢定-12
檢定統計量
BCQ_37 BCQ_38 BCQ_39 BCQ_40 BCQ_41 BCQ_42 BCQ_43 BCQ_44
Mann-Whitney U
Wilcoxon W
Z
Asymp. Sig. (2-tailed)
Exact Sig. [2*(1-tailed Sig.)]

50.500

57.000

30.000

41.000

40.000

19.000

43.500

75.000

170.500

177.000

150.000

161.000

160.000

139.000

163.500

195.000

-3.084

-2.386

-3.714

-3.338

-3.256

-4.124

-3.356

-2.408

.002

.017

.000

.001

.001

.000

.001

.016

.009(a)

.021(a)

.000(a)

.002(a)

.002(a)

.000(a)

.003(a)

.1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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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七、心血管疾病與中醫體質證型之相關性
心導管檢查結果
無異常發現

冠狀動脈阻塞

心律不整

(n=52)

(n=202)

(n=43)

變項名稱

Frequency(%)

p value Frequency(%)

陽氣虛體質

0.512

0.514

是

33 (63.5)

122 (61.6)

25 (58.1)

否

19 (36.5)

76 (38.4)

18 (41.9)

陰血虛體質

0.910

0.039*

是

33 (63.5)

131 (65.8)

19 (44.2)

否

19 (36.5)

68 (34.2)

24 (55.8)

痰瘀體質

0.342

0.011*

是

34 (65.4)

112 (56.3)

16 (37.2)

否

18 (34.6)

87 (43.7)

27 (62.8)

說明：*為 P<0.05

表三十八、冠狀動脈阻塞各中醫體質證型平均得分
體質證型名稱

體質分數

p value

陽氣虛

<0.0001
是

40.86 ± 8.62

否

25.37 ± 4.31

陰血虛

<0.0001
是

38.74 ± 8.75

否

24.24 ± 4.03

痰瘀

<0.0001
是

28.36 ± 7.71

否

30.49 ± 10.38

說明：n 為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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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value

表三十九、心律不整各中醫體質證型平均得分
體質證型名稱

體質分數

p value

陽氣虛

<0.0001
是

38.24 ± 6.13

否

25.53 ± 2.90

陰血虛

<0.0001
是

37.05 ± 5.94

否

25.52 ± 2.92

痰瘀

<0.0001
是

26.11 ± 8.21

否

26.57 ± 5.65

說明：n 為 43

表四十、冠狀動脈阻塞與脈波數據之相關性
變項名稱

相關係數

p value

右關浮 P1

-0.169

0.044

右尺浮舒張力

0.17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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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一、冠狀動脈阻塞患者陽氣虛證與脈診儀數據之相關性
變項名稱

相關係數

p value

右寸浮 D 大小

0.265

0.010

右寸沉 D 大小

0.212

0.041

右關中 D 大小

0.270

0.008

右關中 D 高度

0.312

0.002

右關中 P1

0.292

0.004

右尺浮 D 高度

0.213

0.041

右尺中 D 大小

0.238

0.023

右尺中 D 高度

0.215

0.040

左關浮 D 大小

0.319

0.003

左關中 D 大小

0.284

0.009

左關中 D 高度

0.260

0.009

左尺浮 D 大小

0.302

0.006

左尺沉 D 大小

0.227

0.040

右寸中 VP

-0.228

0.027

右寸中下降速度

-0.207

0.045

右關浮 V

-0.266

0.009

右關中 V

-0.260

0.011

右關沉 V

-0.242

0.019

右尺沉 V

-0.208

0.046

左寸浮 VP

-0.223

0.044

左寸中 VP

-0.230

0.036

左關浮 V

-0.232

0.034

左尺浮 VP

-0.258

0.019

左尺中 Alr

-0.231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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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二、冠狀動脈阻塞患者陰血虛證與脈診儀數據之相關性
變項名稱

相關係數

p value

右寸沉 P1

0.195

0.044

右寸沉 P2

0.208

0.032

右寸沉上升速度

0.289

0.003

右寸沉收縮力

0.242

0.012

右尺沉 Alr

0.239

0.014

左寸浮 P1

0.237

0.021

左寸浮上升速度

0.256

0.012

左寸中 P1

0.228

0.018

左尺中 Alr

-0.230

0.028

表四十三、冠狀動脈阻塞患者痰瘀證與脈診儀數據之相關性
變項名稱

相關係數

p value

右寸沉 VP

0.248

0.010

左尺中 V

0.205

0.050

右關浮 Alr

-0.198

0.040

右關沉 P1

-0.207

0.032

左寸中 D 高度

-0.217

0.033

左寸中 P1

-0.257

0.011

左關中 P1

-0.217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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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四、中醫心血管疾病證型診斷標準
證型分類

症

狀

脈診正相關指標

脈診負相關指標

右寸浮 D 大小
右寸沉 D 大小

右寸中 VP

右關中 D 大小

右寸中下降速度

右關中 D 高度

右關浮 V

畏寒肢冷、身倦乏力、目黑 右關中 P1
矇、懶言、短氣、肢體麻木、
右尺浮 D 高度
胸悶、腰膝痠痛發冷、筋攣、
陽氣虛證
右尺中 D 大小
喘促、臥喘、眩暈、畏風、
右尺中 D 高度
喜熱飲、易腰扭傷、便軟或
瀉、口淡、溲長、五更瀉泄 左關浮 D 大小
左關中 D 大小

右關中 V
右關沉 V
右尺沉 V
左寸浮 VP
左寸中 VP
左關浮 V

左關中 D 高度

左尺浮 VP

左尺浮 D 大小

左尺中 Alr

左尺沉 D 大小
右寸沉 P1
五心煩熱、頭昏重、目黑矇、 右寸沉 P2
口舌瘡、目澀視糊、肢體麻 右寸沉上升速度
木、耳鳴、肌膚甲錯、筋攣、 右寸沉收縮力
陰血虛證
口乾唇裂、顴紅、咽乾、眩 右尺沉 Alr
暈、聽力減退、烘熱、易腰 左寸浮 P1
扭傷、溲赤、溲短、便結 左寸浮上升速度

左尺中 Alr

左寸中 P1

痰瘀證

痰多、頭昏重、身倦乏力、
口黏、身重、悶痛、刺痛、
嗜睡、肢體麻木、胸悶、易 右寸沉 VP
瘀血、肌膚甲錯、靜脈曲張、 左尺中 V
脅肋悶痛、身目四肢浮腫、
舌苔厚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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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關浮 Alr
右關沉 P1
左寸中 D 高度
左寸中 P1
左關中 P1

附錄一、二十九脈操作定義
部位：依據難經之「寸關尺定量法」定位，參考蔡運寧醫師論文之定位方法。
先取「最長腕橫紋」橈側端及「最長肘橫紋」橈側端連線之距離為 L。
寸－於關與「最長腕橫紋」之間距離(P)的 6/10 處尋取橈動脈。
關－於距離腕橫紋 L/10 處尋取橈動脈。
尺－於關向肘方向取 6.5/10 P 處尋取橈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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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
象

操作定義

1.

浮

浮取之脈搏力較沉取強

2.

沉

沉取之脈搏力較浮取強

3.

伏

浮、中取均無，但沉取需按至接近橈骨才可取
得

4.

遲

5.

數

6.

疾

7.

促

8.

結

9.

代

醫師呼吸一次患者脈動小於四次，心跳數小於
64 下
醫師呼吸一次患者脈動六至七次，心跳數 90
至 108 下
醫師呼吸一次患者脈動大於七次，心跳數大於
108 下
醫師呼吸一次患者脈動大於六次，心跳數大於
90 下，且脈動停止次數不固定
醫師呼吸一次患者脈動小於四次，心跳數小於
64 下，且脈動停止次數不固定
脈動停止次數固定

10. 大

如脈圖

11. 細

如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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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圖

脈
象

操作定義

12. 長

脈長超過寸與尺部

13. 短

脈長不到寸與尺部

14. 虛

浮、中、沉取之脈搏力均無力

15. 實

浮、中、沉取之脈搏力均有力

16. 濡

浮取可得，中、沉取則無，且脈搏力不強

17. 弱

沉取可得，浮、中取則無，且脈搏力不強

18. 革

浮取可得，中、沉取則無，且脈搏力強

19. 牢

沉取可得，浮、中取則無，且脈搏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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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圖

脈
象

操作定義

20. 芤

浮、沉取可得，中取則無，且脈搏力不強

21. 滑

如脈圖

22. 澀

如脈圖

23. 弦

如脈圖

24. 緊

如脈圖

25. 洪

如脈圖

26. 微

脈搏力極弱，似有若無

27. 散

如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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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圖

脈
象

操作定義

28. 動

如脈圖

29. 緩

如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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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圖

編號：CCMP100-RD-025

中醫診斷標準儀器舌診儀、聞診儀及脈診儀
記錄之參數與標準化問診所得體質之間的
相關分析
蘇珊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摘

要

體質的判斷為中醫師給與處置及衛教的依據，在進行體質的研究上，體質量
表往往是研究者用來判斷體質的工具，但是體質量表常以患者主觀的症狀為判斷
依據，舌診、聞診與脈診在體質診斷的重要性與權重並未被定出。本研究的目的，
即為探討舌診、聞診與脈診的診斷參數，是否與體質相關，以及這些參數對在診
斷各種體質的重要性，先以收集專家意見決定各種體質應具有的舌診、聞診及脈
診特色並訂定其參數，之後收集 291 位自願受試，以體質問卷判定其體質，再以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標準舌診儀；聞診儀與脈診儀，擷取舌脈診資料，後分
析其參數，最後使用多變項相關分析，來判斷舌診、聞診、與脈診參數與體質的
關係。此研究的結果，專家的結 論與儀器診斷相符合的部分有陽虛質與脈無力、
陰虛質與舌體瘦、陰虛質音調高，氣虛質具虛脈，濕熱質有苔厚膩，濕熱質有 數
脈；不相符的部分有陽虛質應有齒痕、舌質淡白、濕潤多津、音低、音微、脈遲
等特徵，陰虛質應有舌質紅、少苔、質裂、剝苔、苔裂、音嘶、頻率高、細脈、
數脈、沉脈小於中、浮脈，氣虛質應有齒痕、胖大、萎軟、淡紅偏淡、音低、音
微，痰濕質應有苔厚、有津、膩、滑、齒痕、胖大、重濁、滑脈、濡脈，濕熱質
應有苔黃、質紅、數、滑、濡，瘀血質應有瘀斑、瘀點、絡脈怒張、分枝、囊柱
(泡)、舌下瘀血絲、澀脈，氣鬱質應有弦脈、結代脈、及脈大小不一，與儀器診
斷的參數均不相符。此研究初步為中國人的九大體質定下舌診、聞診、脈診之儀
器檢查所得之參數特徵，並與傳統中醫之診斷定性條件比較，此研究結果可提供
臨床中醫師及中診研究人員的參考。
關鍵詞：舌診、聞診、脈診、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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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itution differentia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In previous studies, researchers usually used constitutional questionnaires to determine
constitutions.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 tongue diagnosis, ausculative diagnosis,
pulse diagnosis remained unclear. The specific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indices of tongue diagnosis, ausculative diagnosis, and pulse diagnosi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onstitutions using the modern equipments. Expert meeting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for each constitution to represent the traditional
diagnostic criteria. Then we recruited 291 volunteers without taking medicines within
3 months. Their constitu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constitutional questionnaires.
Tongue manifestations, ausculative indices, pulse pressure waveforms were taken at
the same time by standardized instruments.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ces and each
constitution were determin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the predictors for each
constitution were determine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d
diagnostic indices for 9 constitution for instrumental diagnosis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d data for Chinese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tongue diagnosis, pulse diagnosis,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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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體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生命現象，在先天遺傳和後天獲得的基礎上，
所表現的形態結構、生理機能和心理狀況等方面的綜合且相對穩定的特
質，其影響因素有 年齡、心理、環境、遺傳 [1]，並有地域性的差 異存在[2]。
臨床上，體質的判斷常為中醫師給與處置及衛教的依據，望、聞、問、切
四診是中醫診斷方法中的重要項目，傳統上，中醫師靠著患者告知的症 狀，
及醫師自身的感觀，包括視覺、聽覺與觸覺，進行舌診、聞診、脈診的檢
查，以收集客觀的資訊來判斷患者的體質，這種主觀診斷的結果容易受到
不同中醫師感觀敏感度差異的影響，年輕中醫師的診斷結果也常與經驗豐
富的中醫師不同，所以，傳統上完全依賴感觀的診斷方式常為現代科學研
究學者所詬病。
在進行體質的 研究上，體質量表往往是研究者用來判斷體質的工具
[3]，許多中醫問卷包括主觀的症 狀與客觀的舌脈結果 [4]，只靠問診決定體
質的問卷，目前發展最完善的體質 量表為中華中醫藥學會於2009年4月於北
京發佈的「中醫體質與判定」標準，其中，將的體質以陰、陽、氣、血、
津夜偏頗失衡的分類方法主要分為平和質、氣虛質、濕熱質、陽虛質、陰
虛質、痰濕質、瘀血質、氣鬱質及特稟質九種，量表的內容 (即體質特徵)
如附件九所示，各體質的內涵如下：(1)平和質：強健 狀實的體質狀態； (2)
氣虛質：由於元氣不足，機體、臟腑功能下降的為特徵；(3)陽虛質：陽氣
不足、虛寒現象為特徵； (4)陰虛質：津液 精血等陰液虧少，陰虛內熱為特
徵；(5)痰濕質：水液內停痰濕凝聚、粘滯重濁為特徵；(6)濕熱質：濕熱內
蘊為主要特徵；(7)瘀血質：體內血液運行不暢的潛在傾向或瘀血內阻的病
理狀態；(8)氣鬱質：由於長期情志 不暢、氣機鬱滯
形成性格不穩定、憂鬱脆弱、敏感多疑為特徵； (9)特稟質：以過敏反
應為特徵[5]。量表的設計，每個問題為 5個刻度的李克氏等距尺度表量來
測量，由於該量表經過信度及效度的測試 [6]，較為研究學者所接受，且 北
京中醫藥大學王琦教授曾利用該量表對中國南北九省近兩萬兩千人口的體
質進行流行病學調查，確立人群中最常見的體質比例，故本研究採該量表
做為研究工具。王琦等人於 2009年對中國九省的體質調查發現，平和質佔
32.14%、氣虛質佔 13.42%、濕熱質佔 9.08%、陽虛質佔
9.04%、陰虛質佔 8.27%、痰濕質佔 7.32%、瘀血質佔 8.10%、氣鬱質佔
7.66%、特稟質佔 4.97%[7]。雖然該體質 量表已發展近趨成熟，然而其判斷
標準主要根據患者長期的症 狀表現，可以說是「問診」的標準化，而望診、
聞診與切診項目甚少參與其中。
近二十餘年來，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為了增進中醫診斷的科學化，
陸續設置各種標準化的中醫診斷儀器，包括舌診儀、聞診儀與脈診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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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舌診儀與脈診儀不只用於研究上，也常用於臨床上輔助診斷的工具。
然而，由於各種標準化工具各自發展，各項標準化的檢查工具所獲得的結
果是否能互相配合是目前最大的問題，至目前為止仍未有研究將四診儀器
診斷所獲得之參數進行統合整理。然而，定出每種診斷工具(甚至其每個參
數)，在診斷某個特定體質所佔角色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 臨床醫師
更有把握的來使用標準化診斷儀器，進而做出更正確的診斷。
我們假設中醫四診望、聞、問、切對每種體質的診斷上貢獻度不同，
不同體質所依賴的診斷方法不一，例如氣虛證在望診表現為舌胖大、聞診
表現為語音低微、切診表現為虛脈，而氣滯證可能在望診、聞診並無診斷
特色，但是在脈診表現出弦脈，這些是在中醫診斷學教科書上所敘述關於
定性的描述，但是目前並沒有定量的研究報告。在此研究中，我們利用體
質量表所得到的各類型體質的分數，與舌診、脈診、聞診所得到的參數進
行相關分析，以評估舌診與脈診在各種體質判斷上所佔的角色差異，冀望
此研究結果能提供標準化診斷儀器診斷體質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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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料與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橫向調查的方法，收集 291位受試者，利問體質量表將其體
質分類獲得各種體質的分數，並使用舌診儀、聞診儀與脈診儀測量舌診、
聞診、脈診參數，藉以探討體質與舌診、聞診、脈診參數之間的相關性。
二、個案收集：
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刊登廣告，收集20歲以上不拘年齡之男性及
女性共291人進入研究。
(一)納入標準(inclusion criteria)：
1. 3個月來無服用中藥及西藥。
2. 患者願意接受臨床研究評估
3. 24小時內無服用含咖啡因飲料及食品，包括咖啡、可樂、各種
茶葉。
(二)排除標準(exclusion criteria)
1. 目前懷孕中
2. 目前處於急性疾病狀態，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急性腸胃炎等。
3. 患有長期疾病處於急性期者，如慢性肝炎急性發作、氣喘急性
發作中、偏頭痛發作中。
4. 長期服用某種藥物(包括中藥)(但不排除針灸或推拿患者)。
5. 半年內曾因精神疾病住院
三、量表的填寫
(一) 由受試者自行填寫「基本資料表」(附件一)
(二) 由受過訓練的研究助理填寫「九種體質量表」(附件二)
(三) 填寫量表的時間：量表填寫時間約20分鐘
(四) 填寫量表的場所：本院中醫診斷研究室，環境幽靜，填寫完量表
後可進行舌、脈、聞診檢測。
四、儀器及分析基本資 料表﹕
(一) 脈波儀：所使用之脈波儀為WS 901型(科隆)[8]，受試者在控制室
溫21±1°C之環境下休息20分鐘後進行測量。方法為依次把壓力感
應器放置在受試者左右手腕橈骨動脈，再依受試者之實際體重與
理想體重之比值決定壓力大小，相當於中醫浮、中、沉之手法，
先取左手寸、關、尺，再取右手寸、關、尺， 兩手共取
18個脈圖，
以時域法(time domain)記錄，每個脈圖約取7秒鐘脈圖，並同時記
錄心電圖。
(二) 脈波分析
1. 分析的進行：採單盲測量，進行測量脈波各參數的研究人員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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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受試者之姓名、病 歷號碼，以左右手寸關尺三部脈來分析。
2. 脈波參數的分析：脈波參數以Mat 7.2軟體來分析，分析參數可
能包含脈率 (Pulse rate)、主波高度 (h1)、重搏波高度 (height of
dicrotic wave; h3)、單一脈圖面積(single waveform area; sSA)、
一分鐘脈圖總面積(one minute waveform area; sSA*PR)、快速射
血時間(rapid ejection time; RET)[9]。各參數的圖示如下：

(三) 舌診儀：舌診的測量以標準化之舌診影像擷取器材(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中醫診斷研究室)[10]，其設備如下：相機為 Nikon E2
數位相機，燈光為Kaiser RB 5000標準色溫冷光燈光組，鏡頭保護
鏡為 B+ WUV010瀘色片，以Gossen colormaster 3F色溫表測量色
溫和亮度，並使用灰板校正，舌診攝影工作在黑幕攝影棚內進行。
影像攝影由經過訓練的操作人員，依照固定程序攝影，每次測量
各取舌診正面與背面各照片各一張。範 例如下：

舌診判讀：本研究受試者之舌診照片經由上述三位中醫師獨立分
析受試者之舌象，採單盲分析法，分析醫師並不知道
受試者姓名及其它任何資 料。
(四) 舌診參數分析
建立判讀標準：延請中國醫藥大學曾受舌診判讀訓練醫3位，
先召開專家會議，再分別進 行此研究受試者分析共291位，進 行判
讀之中醫師約有80-90%的共同意見，若有不同意見則由3位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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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後得到共識。各項舌診判讀標準指標如附件九。
(五) 聞診儀
操作時發聲者對準麥克風（具有指向性、高靈敏性，適用於
人的語音頻寬的麥克風）發出母音/a/一短聲，每一短聲約一秒鐘。
聲 音 從 麥 克 風 經 過 振 幅 擴 大 器 (amplifier) ， 由 具 有 抗 失 真
(anti‐aliasing) 功 能 的 DSP2200 語 音 訊 號 擷 取 卡 擷 取 ， 配 合 在
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環
境下所發展的訊號分析及擷取軟體擷取儲存。
(六) 聞診頻率分析
擷 取 語 音 之 有 效 聲 波 由 中 央 處 向 前 及 向 後 各 取 300 毫 秒
(msec)，共600毫秒長度，並以25.6毫秒音框(frame)，每次移動12.8
毫秒的長度對此段聲波進行頻譜分析，並以3000Hz以上為高頻，
3000Hz以下為低頻，分析之參數為頻率穩定度及高頻及低頻的比
例。
(七) 流程

五、統計分析方法：
(一) 單變項描述：體質分數、年齡、脈波參數為連續變項者，以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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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及標準差描述連續變項的分布；若指標分數只有 2項者(非0即
1)，採binomoial distribution方法分析， 若指標分數大於等於3項者，
採ordinal分析方法。
(二) 雙變項分析：以ANOVA檢定檢查不同體質的受試者，其舌診、聞
診、脈診參數的差異。以皮爾遜相關係數量化九種體質的分數與
舌脈診各參數相關的強弱。
(三) 多變項分析：以多變項線性迴歸模式(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及羅吉氏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考量體質分數與舌
診、聞診、脈診參數之間的相關性。並可列出各參數在某體質的
比重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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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果
收案對象為年齡 20 歲以上，並且排除具有系統性慢性疾病、長期服用
某種藥物或因精神疾病住院之受試者，截至 100 年 10 月底止收案對象為 291
位。
一、專家會議的結果
以下是除了平和質之外，專家們認為各體質所可能具有的特徵：
(一)陽虛質：齒痕、舌質淡白、濕潤多津、音低、音微、脈遲(PR<60)、
無力
(二)陰虛質：舌質紅、少苔、質 裂、舌體瘦、剝苔、苔 裂、音嘶、頻率
高、細脈、數脈、沉脈小於中、浮脈
(三)氣虛質：齒痕、胖大、萎軟、淡紅偏淡、音低、音微、虛脈
(四)痰濕質：苔厚、有津、膩、 滑、齒痕、胖大、重濁、滑脈、濡脈
(五)濕熱質：苔厚、苔黃、膩、質紅、 數、滑、濡
(六)瘀血質：瘀斑、瘀點、絡脈 怒張、分枝、囊柱(泡)、舌下瘀血絲、
澀脈。
(七)氣鬱質：弦、結代
(八)特稟質：為現代醫學名詞，無法以傳統舌脈分 類，希望這次研究能
發現此體質之特殊舌脈音診 參數
二、收案對象基本資 料分布情形
從表一可發現收案 291名受試者年齡分布在20至30歲佔3成5，其中31
至40歲佔2成9，41至50歲佔1成2，則51至60歲佔1成8，61至70歲不到1成；
受試者學歷大學畢業佔72％，其次為高中職以下佔20％，研究所以上佔7%；
有全職工作者佔56％，其次是沒有工作者佔35％，兼職工作者只佔少部分，
為8％。受試者所患的疾病方面，291人中患有過敏性鼻炎者有6人，氣喘6
人，B肝帶原有10人，異位性皮膚炎有3人，關節炎有2人，其餘心臟病、高
血壓、蕁麻疹、青光眼、坐骨 神經炎等各1人。
三、受試者四診測試之體質分布情形
(一)受試者問卷體質分布情形從圖一可發現291個受試者之體質問卷表
其中平和質主要佔28.66%，其次是氣虛質佔13.68%，陽虛質佔
7.17%，陰虛質佔11.07%，氣鬱質佔 7.49%，痰濕質佔8.79%，濕
熱質佔6.51%，血瘀質佔8.47%，而特稟質佔 8.14%。
(二)受試者聞診參數分布情形從表二可發現 291個受試者經聞診儀的
測試，大部份的人在平靜 狀態下的平均音量約 78.51分貝，而音調
最大可達到191.94，最小則至 178.45，平均值約在 184.03左右，
而均過零點數值在6.31，峰谷值的變化在 2.69，共振頻率變異在
348.24，低頻能量0.27，高頻能量 0.16，根據這些受試者的資 料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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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低頻能量比高頻能量高。
(三)受試者脈診參數分布情形
從表三中得知291位受試者經脈波儀的測試平均結果如下，脈
波面積中的高(h1)平均數據為左手浮取 35.36mmHg，左手中取
35.77mmHg，左手沉取34.26mmHg，右手浮取38.29mmHg，右手
中取37.88mmHg，右手沉取36.62mmHg；脈波中h2‐hDN(h3)平均
數 據 為 左 手 浮 取 2.15mmHg ， 左 手 中 取 2.23mmHg ， 左 手 沉 取
2.26mmHg，右手浮取3.06mmHg，右手中取 3.17mmHg，右手沉
取2.99mmHg；而脈波RET平均數據為左手浮取 0.13sec，左手中
取0.13sec，左手沉取0.14sec，右手浮取0.13sec，右手中取14sec，
右 手 沉 取 0.11sec ； 脈 波 的 面 積 (sSA) 平 均數 據 為 左 手 浮 取
15.19mmHg.sec ， 左 手 中 取 15.42mmHg.sec ， 左 手 沉 取
41mmHg.sec ， 右 手 浮 取 16.53mmHg.sec ， 右 手 中 取
15.93mmHg.sec，右手沉取15.52mmHg.sec。
(四)受試者舌診參數分布情形從表四舌診檢查中發現291個受試者從舌
苔來觀察舌苔白色的最多佔83.57%，少 數幾個有白色夾雜黃色、黃
色、灰色；從舌苔厚薄度來看,舌苔微厚的人最多佔55.36%，其次
是苔薄的人佔21.79%；大部分的人都無剝苔，只有部分7.86%的人
有剝苔，而有剝苔的剝苔位置大部分在舌頭後面；津液大部分的人
都正常，只有少部分的人才有少津或稍多的現象；大部分的人也都
無膩苔與滑胎之現象；至於有舌裂的受試者絕大部分都在舌頭的中
間位置佔81.45%，其次在舌前與舌後各佔10.48%與8.06%；在舌色
當中淡紅地佔60.71%，其次是青紫佔35.71%；在受試者中大部分
的人都無舌黯，也無老舌、痿軟、強硬，大都屬正常舌；舌頭最大
平均寬度為5.33cm；朱點位置大 都在舌尖，其次在舌兩邊，而瘀點
位置大都在舌兩邊；而有瘀斑的人佔0.17%，而齒痕的有無各占約
一半的比例；在觀察舌下絡脈方面，舌下絡脈長度約佔35.42%，其
寬度約0.19cm，一個人的分支加主脈約2條，曲張的有無的比例也
各佔54.29%與54.71%，怒張的有無也各佔62.86%與37.14%，瘀點
及囊柱大部分是沒有的比例各為 72.86%及79.29%，而有瘀血絲的
比例佔80.71%。
四、體質與四診參數之相關性
(一) 陽虛質在表五、表六、表七、表八、表九、表十中，由Pearson相
關分析得知，陽虛質與舌苔顏色變黃、舌下瘀點、最大音調、平
均音調呈正相關，並與舌的寬 度、平均過零點數、aLD成負相關。
由表八至十顯示，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所得之結果發
現，舌最寬寬度小為陽虛質之預測因子，並可得到下列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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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虛分數=35.1‐1.7X舌最寬寬度(cm)。由 羅吉氏迴歸分析得知陽虛
質之預測因子為舌下絡脈曲張。
(二) 陰虛質由 Pearson相關分析得知，陰虛質與出現膩苔、音 量、最大
音調、平均音調、心率成正相關，並與舌苔厚度、舌的寬度、硃
點數目、平均過零點數、弦脈的出現成負相關，由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發現陰虛相關之預測因子有舌苔薄、硃點多、有齒
痕、心率高，並可得到下列之公式：陰虛分數=33.3‐2.7x舌苔厚參
數+0.078x硃點數目+1.73x齒痕參數+0.075x心率。
(三) 氣虛質由 Pearson相關分析得知，氣虛質與苔的厚薄、舌下瘀點、
最大音調、平均音調成正相關，並與舌的寬度、平均過零點數、
h1LD、aLD成負相關，由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發現氣
虛相關之預測因子有苔薄，並可得到下
列之公式：氣虛分數
=46.8‐3.6x舌苔厚度參數。
(四) 痰濕質由Pearson相關分析得知，痰濕質、峰谷值變化、心 率成正
相關，並與舌下瘀血絲、h1LD、aLD成負相關；由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所得之結果發現，h1LD、心率高、峰谷值變化為痰
濕 相 關 之 預 測 因 子 ， 並 可 得列到之下公 式 ： 痰 濕 分 數
=31.5‐1.3xh1LD+0.081x心率+0.07x蜂谷值變異。由羅吉氏迴歸分
析得知痰濕質之預測因子為舌下瘀血絲。
(五) 濕熱質由Pearson相關分析得知，濕熱質與膩苔、舌色紅或灰、硃
點、舌下絡脈怒張、峰谷值變化、aRM成正相關，與RET_R呈負
相關；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所得之結果發現，硃點多、
少怒張、RET_R、峰谷值變化為濕熱相關之預測因子，並可得到
下列 之 公 式 ： 濕 熱 分 數 =33.4+0.065x 硃 點數 目 ‐3.9x 怒 張
‐0.5xRET_R+0.046x峰谷值變化。
(六) 血瘀質由Pearson相關分析得知，血瘀質與音 量、平均音調、心率
成正相關，並與舌的寬 度、平均過零點數、高頻能量比、h1LD、
aLD成負相關，由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發現血瘀相關之
預測因子有舌寬度小、hDN_LL、心率、共振頻率變異、高頻能量
比，並可得到下
列 之 公 式 ： 血 瘀 分 數 =37.0‐1.7x 舌 寬度 ‐0.27x
hDN_LL+0.1xHR‐0.003x共振頻率變異‐34.3x高頻能量比。由羅吉
氏迴歸分析得知血瘀質之預測因子為澀脈。
(七) 特稟質
由Pearson相關分析得知，特稟質與低頻能
量比、 h1RD、
hDN_LL、hDN_LM、hDN_LD、hDN_RM成正相關，並與舌苔厚
度、舌最寬寬度、舌下絡脈寬度、RET_L、澀脈呈負相關，由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發現特稟質相關之預測因子有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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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h1RL、h1RD、hDN_RL、hDN_RM、a_LM、a_LD、共振頻
率變異、低頻能量比，並可得到下列之公式：特稟分數 =24.8‐2.5x
舌 苔 厚度 參 數 ‐0.118x h1RL+ 3.5xh1RD‐0.39x hDN_RL+0.58x
hDN_RM+0.48xa_LM‐0.49xa_LD‐0.03x共振頻率變異 +18.3x低頻
能量比。由羅吉氏迴歸分析得知特稟質之預測因子為澀脈。 8氣
鬱質由Pearson相關分析得知，氣鬱質與硃點數目、舌下絡脈的分
枝、曲張成正相關，並與舌之主觀大小、舌最寬寬度、舌下絡脈
寬度、音量、h1LD、a_RL成負相關，由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分析發氣鬱質相關之預測因子為舌體寬度小、舌下絡脈分支多、
音量小，並可得到下列之公式：氣鬱分數 =71.2‐1.2x舌體最大寬
度+2.6x舌下絡脈分支數‐0.52x分貝。
五、四診參數在各體質表現的差異以 one‐way ANOVA及 Scheffe’s事後檢
定檢測舌診、脈診、聞診之參數在各體質之差異發現陽虛質、濕熱質
與特稟質的心率顯著少於血瘀質，但 都與平和質無顯著差異(圖二)。其
餘舌診、脈診、聞診 參數在各體質均無顯著差異。

12

圖一、九大體質分布情形

*表示該體質與血瘀質之心率有顯著差異( p < 0.05)

圖二、各體質間之心 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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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試者基本資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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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聞診參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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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脈診參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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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舌診參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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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舌診參數分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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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舌診參數分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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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體質與舌診參數之皮爾森相關分析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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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體質與聞診參數之皮爾森相關分析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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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體質與脈診參數之皮爾森相關分析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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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體質與舌診參數多變項線性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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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體質與脈診參數多變項線性迴歸分析

24

表十、體質與聞診參數多變項線性迴歸分析

表十一、體質與舌診、聞診、脈診 參數羅吉氏迴歸分析

數值代表勝算比，*表示p < 0.05

25

肆、討論
由此研究發現九大體質在受試者的分布比例以平和質最多，第二名為
氣虛質，這與 2009 年此體質問卷在中國大陸進行調查所得的結果相符，但
中國人之平和質佔 32.14%，此研究之平和質佔 28.66%，有些微的差 異，另
外，中國之第三、四、五、六、七、八、九名依序各為濕熱質、陽虛質、
陰虛質、痰濕質、瘀血質、氣鬱質、特稟質[7]，而本研究之第三至第九排
名之體質為陰虛質、痰濕質、血瘀質、特稟質、氣鬱質、陽虛質、濕熱質，
與中國之調查結果有些許不同，此研究可初步建立台灣人在九大體質分布
的特色。此研究初以專家會議來探討傳統中醫師所認為的九大體質應具有
的舌、脈、音診的定性特徵，專家會議的結果應可代表傳統中醫在診斷時
定義各體質時所具有的條件，也可代表台灣傳統中醫診斷臨床實際應用時
的準則。由此研究的相關分析發現，由診斷儀器所得之體質與四診參數的
相關與傳統中醫專家會議的結果有所異同。相同的部分為：(1)陽虛質：傳
統認為應具脈無力的特徵，脈診發現脈波面積較小在左手沉取表現出來；(2)
陰虛質：傳統認為應具有舌體瘦，舌診發現舌體平均最寬寬度較小，傳統
認為音調較高，聞診儀最大音調及平均音調與陰虛質相關；(3)氣虛質傳統
認為應具虛脈，脈診儀發現主波高 度及脈波面積較小，表現在左手沉取；
(4)
濕熱質傳統認為具有苔厚，由舌診儀發現與苔膩的出現有關，傳統認為應
有數脈，脈診儀發現其 RET 較短，表現在右手；(5)血瘀質傳統認為應出現
澀脈，由脈波圖亦發現澀脈的出現有關。專家會議認為陽虛質應有齒痕、
舌質淡白、濕潤多津、音低、音微、脈遲等特徵，陰虛質應有舌質紅、少
苔、質裂、剝苔、苔裂、音嘶、頻率高、細脈、數脈、沉脈小於中、浮脈，
氣虛質應有齒痕、胖大、萎軟、淡紅偏淡、音低、音微，痰濕質應有苔厚、
有津、膩、 滑、齒痕、胖大、重濁、滑脈、濡脈，濕熱質應有苔黃、質紅、
數、滑、濡，瘀血質應有瘀斑、瘀點、絡脈怒張、分枝、囊柱(泡)、舌下瘀
血絲，氣鬱質應有弦脈、結代脈、及脈大小不一，以上在此研究均無此關
聯。此研究發現血瘀質的心率顯著高於陽虛質、濕熱質與特稟質，且血瘀
質的分數與心率有正相關，傳統認為血瘀與心率並無直接關係，此研究結
果應進一步確定其生理病理意義，以供臨床參考。推測儀器測量結果與傳
統認為的體質參數有差異的原因可能如下： (1)儀器問題，有些 參數儀器無
法測出，恰好該參數在診斷某體質佔重要的角色，例如脈波儀無法測量出
細脈；(2)傳統認為的體質有舌脈聞診的概念，問診並不足以診斷體質，且
問診之外的診斷參數是重要的，例如血瘀質常由瘀斑瘀點來診斷，並不是
由疼痛、健忘、黑眼圈 來診斷；將 來或許可更進一步研究造成差異的原因，
以修正儀器、問卷及傳統診斷方法，讓此三者的診斷結果能夠 更加趨近。
另外，此研究發現特稟質的舌診、音診、脈診特徵，特稟質指皮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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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過敏的體質，為一現代醫學的疾病診斷名詞，在專家會議中各專家
認為特稟質的人群中可能有各種體質的族群，故無法決定其四診參數，但
由儀器檢查的結果發現，該體質與舌苔薄、舌體小、舌下絡脈不寬、語音
低頻能量比較大，脈波之重博波出現(類似滑脈)、不出現弦脈、不出現澀脈
有關，並發現苔薄、右手輕取、沉取的重搏波，共指頻率變異及低頻能量
比為其預測因子，此研究結果可能為特稟質定下的四診 參數的特徵。
至於現代科學研究，前人亦有研究聞診與氣虛、陰虛的相關性：共振
頻率與氣虛相關且峰谷值變異度與陰虛相關[11]，但此研究的結果發現其共
振頻率變異並不與氣虛體質相關，陰虛體質亦無與峰谷質變異度相關，這
與前人結果不同，原因可能是前述的研究取樣來自患有風濕免疫疾病的患
者族群， 不是像本研究是來自無服藥物的族群，且前研究總樣本數僅53 人，
本研究為 291 人，應較可代表一般人之體質與聞診 參數上的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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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此研究初步為中國人的九大體質定下舌診、聞診、脈診之儀器檢查所
得之參數特徵，並與傳統中醫之診斷定性條件比較，發現其異同，此研究
所得各體質的公式可做為日後發展中醫專家系統的參考依據。因此研究的
個案數僅 291 人，與中國超過二萬人的 類似的研究比較，個案數明顯不足，
將來的研究應可朝向更大型的研究，將台灣各地區進行體質流病調查，應
可建立可信的台灣人體質數據。另外，望診雖以舌診為代表，亦有面色望
診，聞診雖以語音為主，亦有氣味之聞診， 切診雖以脈診為主，亦有按診，
日後在各診儀器發展更成熟後，加入其它的診斷儀器來研究，可使體質參
數更加多樣化，這也是可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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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癌症中西醫療照護整合模式計畫書
戴承杰
臺北醫學大學

摘

要

研究目的：
透計畫建構癌症病人的中西醫結合醫療標準臨床路徑，中醫治療癌症病人之
資訊，及中西醫師在癌症病人中西醫結合醫療上的合作模式及教育訓練，期望能
搭起中西醫師的合作橋樑，共同為病人福祉努力。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為癌症中心(血液腫瘤科、放射腫瘤科)與傳統醫學科共同合作，
研究對象為肝癌、肺癌、乳癌、腸癌照護病患，蒐集癌症病患在化學治療前、化
學治療當天及化學治療第一、二週的，生理檢驗、化學治療藥物、生活品質相關
資料、中西醫療照護滿意度與中西醫結合治療癌症之治療成本分析，研究收案自
2011 年 3 月至 11 月，共收案 87 位，完成 307 人次的訪問調查。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中疾病與治療的症狀包括疼痛、疲勞、噁心、睡眠紊亂、鬱悶、呼吸
急促、健忘、胃口差、昏昏欲睡、口乾、難過、嘔吐、麻木感、呼吸困難、咳嗽
等，由於在不同治療時間點的受訪人數不同在症狀總分的趨勢變化圖顯示，疲
勞、鬱悶、難過、咳嗽在治療前、治療後第 1、2、3、4 次評值的嚴重度有顯著
差異（F=4.97, 3.49, 3.06, 3.23; p<0.05），於其他症狀無顯著差異。Scheffe 事後分
析檢定結果顯示在中醫治療後第 2 次評值的嚴重度較治療前為改善（p<0.05）
。生
活干擾的變項包括一般活動、情緒、工作、他人關係、行走能力與生活樂趣等，
結果顯示癌症病患的各項干擾程度與干擾程度總分在治療不同時間點無顯著差
異。

結論：
結果顯示病患在化學治療時，有中醫藥介入，可改善病患因化學治療的症
狀，而當副作用症狀受到控制與緩解，進而可使病患可保有原來的生活品質。
關鍵詞：癌症、中西醫照護、群集分析、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治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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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Model
in Treating Cancer Patients
Chen-Jei Tai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Aim:
In the present study,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or radiotherapy i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will concurrently be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integrative treatment model in cancer
patients. Integrative treatment teams, standard consultation flowchart, traditional
medicine data bank, integrative treatment training courses and experts conferences
have been setup in this study.

Metho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ve treatment, we will collect data in
patients receiving concurrently both modern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ients’ background data, Lab data during treatment, symptoms and signs
during treatment courses and life quality will be documented in this study. In addition,
we have setup standard consultation flowchart, traditional medicine data bank,
integrative treatment training courses and experts conferences in this study.

Results &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we have recruited 87 patients, in which there are 25 lung cancer cases,
24 breast cancer cases, 23 colon cancer patients and 15 hepatoma cases. Nine times of
different integrative treatment training courses have been called by experts of various
fields. Besides, national experts from different institutes and hospitals have met
together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address their comments in this study.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hav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n integrative treatment model.
These results provide us an evidence of integrative care in cancer victim.
Keywords: integrative ca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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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癌症自 71 年起即為國人 10 大死因之首，而行政院衛生署統計 99 年十
大主要癌症順位分別：(1)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20.0%、(2)肝和肝內膽管癌
18.9%、(3)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11.4%、(4)女性乳房癌 4.2%，其發生和死
亡人數年年增加，對國人生命和財產損失 钜大（行政院衛生署，2010）
，衛
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致力於中醫醫療之發展一向不遺餘力，在中西醫臨床整
合及教育訓練服務上，癌症議題更顯重要。
癌症的治療方式會依據腫瘤的種類、位置、期數等不同而有所差異，
其中化學治療法是利用化學製劑合成的藥物來治療癌症，有時使用於手術
或放射線療法之前或後，為輔助性之療法；雖然西醫強調癌症治療的存活
與療效，但治療的副作用或併發症均會影響到病患本身，在台灣門診接受
化學治療的癌症病患約有 98%的人，有使用輔助性中藥療法或另類療法的
行為，但有三分之二的病患未告知主治醫師。
（Boughey, Gonzalez, Bonner, &
Kuerer, 2007; Glynne-Jones & Harrison, 2007, Greene & Sobin, 2008; Hammer,
Fanning, & Crowe, 2008; Yang, Chien, & Tai, 2008）。
中醫治療癌症及癌症病期照護中已有許多相關文獻證明有相當的治
療效果及改善西醫治療之副作用；早在中醫的《內經》裡即有記載與腫瘤
相關的病因、病位、發病情形、治療方法…等；在臨床上，中醫藥的癌症
輔助治療成效明顯，目前在兩岸中醫學界也有許多研究表示中醫藥的治療
成果。中醫藥已在癌症治療中逐漸受到重視並被接受，中西醫的相輔相成
可以讓癌症治療達到最好的效果，且使癌症病患可以得到較好的生活品
質，且可降低癌症復發的機會，目前癌症的中西醫結合治療會是世界癌症
治療的趨勢。
醫療照護的目標不僅是生命的延長，也要使病患維持或回到可接受的
生活品質。生活品質的研究能擴展醫療照護層次、評價治療療效與瞭解病
患身心社會問題，除了符合潮流趨勢外，也能提供醫護與病患間接的溝通，
因此近年來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研究蓬勃發展，其是被用來確保瞭解個
體、社會脈絡等事實的重要指標，對於重大決策過程將能提供更有助益的
資訊。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又區分為一般性（generic）與特定疾病（diseasespecific）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特定疾病與一般性生活品質的最大不同在於
重視疾病、意外或治療對個體導致的身體功能改變，進而影響其在心理、
社會層面，造成生活品質的改變（Fayers & Machin, 2000; McDowell & Claire,
1996）。
透過本計畫我們將建構癌症住院病人的中西整合醫療標準臨床路徑，
中醫治療癌症病人之資訊，及中西醫師在癌症病人中西醫結合醫療上的合
3

作模式及教育訓練，為國內中西醫的癌症整合醫療做出實證醫學上的積極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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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旨在研究設計與工具選擇是依據文獻與專家建議而成，以下分
研究對象、工具與步驟加以說明：
一、研究對象
行政院衛生署統計 99 年十大主要癌症前四名癌症為肺癌、肝癌、腸癌
與乳癌，故本研究將針對這四大癌症做為研究收案對象。
選樣標準說明如下:
(一) 收案項目為肺癌、肝癌、腸癌、乳癌。
(二) 收案對象為經西醫師確立診斷之病患，接受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
者，願意接受中醫藥治療。
(三) 治療癌症引起之相關不適症狀者。
二、研究工具
針對研究問卷加以說明：
(一)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臨床人體試驗委員會受試者知情同意書
(二)受試者知情同意書已於 100 年 3 月 2 日申請通過審核，計劃編號
CRC-01-11-02。
(三)社會人口學資料
(四)於一開始社會人口學問卷內容包含：性別、出生日期、身高、體重、
血型、教育程度、種族、宗教信仰、婚姻狀態、居住狀態、體溫、
心跳、呼吸、血壓與職業狀態，但部分問題涉及個案隱私權問題，
便改變社會人口學資料裡只提及性別、出生日期、身高、體重、血
型、居住狀態、體溫、心跳、呼吸、血壓與職業狀態。
(五)治療與檢查資料
(六)基本主要資料包括：診斷、復發、癌症分期、過去病史、手術、化
學藥物與放射治療。
(七)血液生化資料生理檢驗變相
(八)血液生化檢驗變項除了收集 CEA 與 CA153 之腫瘤標記，需蒐集全
套血液檢查(如:RBC、WBC、HGB、HCT、MCV、MCH、MCHC、
RDW 、 MPV 、 platelet) 、 白 血 球 分 類 計 數 ( 如 ： Neutrophils 、
Lymphotcytes、Monocytes、Esoinophils、Basophils)、血糖(Glucose)、
肝腎功能指數（如 GOT、GPT、BUN 與 Creatinine）及血液電解質
（Na、K）之生理檢驗變項。
(九)台灣版安德森量表(M. D. 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
(十)分為兩大部分評估：
(十一) 第一部份為症狀嚴重的程度，內容包含：疼痛、疲勞、噁心、
5

嘔吐、睡眠紊亂、鬱悶、悶悶不樂、呼吸急促、呼吸困難、健
忘、胃口、思睡、口乾、心裡難過、麻木感與咳嗽，共 15 項症
狀，依照個案在過去 24 小時中，症狀的嚴重程度，以 0 分(無
症狀)到 10 分(最嚴重的程度)作測量。
(十二) 第二部份為症狀妨礙生活品質的程度，內容包含:一般活動、情
緒、工作(家務、勞動)、與他人關係、行走能力與生活樂趣，共
6 項生活品質分類，依照個案在過去 24 小時，症狀干擾生活品
質程度，以 0 分(無干擾)到 10 分(最嚴重的干擾)最測量。
(十三) 本問卷採用 Lin, Chang, Cleeland, Mendoza, &Wang（2007）翻譯
的 M. D. 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 台灣版，此量表共訪問 556
位癌症病患，症狀嚴重題與干擾題的內在一致性 Cronbach alpha
值分別為 0.89 與 0.94，3 天的再測信度值分別是 0.96 與 0.97。
Concurrent validity 與 Known-group validity 的結果也顯示 M. D.
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 台灣版具有良好的效度。
(十四) 中西醫照護滿意度表
(十五) 主要在了解個案對於中西醫的轉介流程、會診方式(包括：門診
住院)、藥物處置、收費費用、中西醫整體照護與對中西結合醫
療照護上的建議。
三、研究步驟
(一) 於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申請受試者知情同意
書，已通過。
(二) 與中西醫癌症整合醫療團隊，建立中西醫療會診流程、癌症中西
醫結合照護治療臨床路徑。
(三) 聯繫癌症中心、放射腫瘤科、血液腫瘤科、胸腔外科、消化內外
科、乳房外科與傳統醫學科主治醫師，請求提供即將接受化學治
療病患之名單。
(四) 與中西醫護理師、中西醫藥師、個案管理師，相互合作給予病患
護理指導及用藥諮詢指導。
(五) 醫師徵得病患同意後在接受化學治療前進行第一次面訪，接受治
療當天和治療後一、二週，分別在病患回診時間或是電話進行問
卷調查，化學治療當天醫師會安排做生化血液檢驗，做為是否可
進行治療之依據，在化學治療後一周也會再次安排血液檢查之監
測。問卷測量由病患自行填寫或是由家屬、專人協助，若病患因
化學治療時，造成身體不適，而拒絕填寫問卷，則再詢問病患合
適的時間點，以電話訪問方式協助填寫。
(六) 期間依病患常見治療之症狀定期舉辦中醫健康講座，使用穴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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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幫助病患，減輕症狀的不適感
(七) 最後一次填寫訪談問卷調查時，再加填寫一份中西醫療照護滿意
度問卷。
(八) 將所得的研究資料經由編碼與建檔後，進行統計分析。
(九) 統計結果將與專家做討論，提供對本研究特殊發現與檢討且研究
結束後會將成果翻譯成英文，並投稿於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中的
期刊文章。
(十) 最後作中西醫結合治療癌症之治療成本分析，因屬受試者個人隱
私，其資料來源，須向醫院提出申請，由醫院會計室作資料分析。
(十一) 建立中西藥物合併使用資訊系統，包含：使用藥物不良反應通
報流程系統與藥物反應不良警示系統。
(十二) 舉辦全國中西醫癌症治療專家討論，會議進行經驗分享交流。
四、樣本數計算及資料統計分析
研究對象為肺癌、肝癌、乳癌、腸癌病患，而本研究屬於非實驗性研
究，收案人數預計收 80 名。使用統計軟體 SPSS 17.0 統計套裝軟體（SPSS
InC, Chicago, IL）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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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本研究在癌症治療療效評估方面分四部分加以說明，第一部分為研究
對象背景資料描述，第二至第四部分依研究目的加以說明，包括（二）檢
驗化療癌症病患的生理檢查值變化、（三）檢驗化療癌症病患症狀的變化、
（四）檢驗化療癌症病患症狀對生活品質（生活干擾嚴重度）的變化，分
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背景資料描述
本研究共收案 87 位，以下將以 87 位個案的第一次收集的資料（中醫
治療前）加以分析，分述如下：個案平均年齡為 54.2 歲（標準差為 11.8 年）
，
女性較多，佔 62.1%（54 位）
，所有人平均身高在 161.3（標準差為 8.1）公
分，體重是 59.6（標準差為 9.5）公斤。教育程度在國小（含）以下者共 17
位（19.5%），國中及高中者有 34 位（39.1%）、專科大學以上者有 36 位
（41.4%）
。多數的個案是已婚狀態（82.8%）
，各有 8、2、5 位未婚、喪偶、
離婚，所有人中僅 5 位（5.7%）是獨居狀態（詳見表 1）
。肺癌、乳癌、大
腸癌及肝癌，各為 20 位（23%）
、24 位（28%）
、23 位（26%）與 20 位（23%）
，
有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者各有 14、21、8 位（詳見表 2）
。在 87 位收案
者中，共完成 307 人次的收案，使用中藥後第 1、2、3、4 次收案的成功受
訪率各為 81.6%（71/87）
、66.7%（58/87）
、59.8%（52/87）與 44.8%（39/87）
。
未完成訪談與測量的主要原因為研究個案已完成化學治療療程。
二、檢驗化療癌症病患的生理檢查值變化
本研究生理檢驗值除了包括生理檢驗變項除了收集 CEA、CA153 腫瘤
標誌血液檢驗值外，全套血液檢查、肝腎功能指數（如 GOT、GPT、BUN
與 Creatinine 等）及血液電解質（Na、K 等）也納入收集變項中。但此小節
大部分的研究資料遺漏嚴重，此與癌症治療本身的特性有關，白血球、血
色素、GOT、GPT 在治療前、治療後第 1、2、3、4 次評值時間點的資料完
整性較好，故本研究僅就白血球、血色素、GOT、GPT 做進一步分析。由
於在不同治療時間點的受訪人數不同，故研究僅以 one-way ANOVA 及
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中藥使用在不同時間點（治療前、治療後第 1、2、3、
4 次評值）白血球、血色素、GOT、GPT 的差異。
在比較白血球治療前、治療第 1、2、3、4 次評值的差異分析中，one-way
ANOVA 分析顯示有顯著差異（F=2.77, p=0.03），但 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
則無差異（詳見表 3、圖 1）。血色素、GOT、GPT 在的治療前、治療後第
1、2、3、4 次評值的差異分析中，結果顯示癌症病患的血色素、GOT、GPT
在治療不同時間點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3 及圖 2-4）
三、檢驗化療癌症病患症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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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疾病與治療的症狀包括疼痛、疲勞、噁心、睡眠紊亂、鬱悶、
呼吸急促、健忘、胃口差、昏昏欲睡、口乾、難過、嘔吐、麻木感、呼吸
困難、咳嗽等，由於在不同治療時間點的受訪人數不同，故研究先以 one-way
ANOVA 及 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在不同時間點（治療前、治療後第 1、2、
3、4 次評值）症狀嚴重度的差異。
在各個症狀 one-way ANOVA 分析的結果顯示，疲勞、鬱悶、難過、咳
嗽在治療前、治療後第 1、2、3、4 次評值的嚴重度有顯著差異（F=4.97, 3.49,
3.06, 3.23; p<0.05）
，於其他症狀無顯著差異。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結果顯
示疲勞在中醫治療後第 2、3、4 次評值的嚴重度均較治療前為改善。
（p<0.05），鬱悶在中醫治療後第 2 次評值的嚴重度較治療前為改善
（p<0.05），難過與咳嗽則無顯著差異（表 4）。
在症狀總分的趨勢變化圖顯示，整體而言，症狀總分有逐漸下降的趨
勢（詳見圖 3），在 one-way ANOVA 分析的結果顯示治療前、治療後第 1、
2、3、4 次評值的嚴重度有顯著差異（F=3.45; p<0.01）
。Scheffe 事後分析檢
定結果顯示在中醫治療後第 2 次評值的嚴重度較治療前為改善（p<0.05）
（詳
見表 5）。
四、檢驗化療癌症病患症狀對生活品質（生活干擾嚴重度）的變化
本研究中癌症病患生活品質的變化指的是癌症病患的症狀對生活干擾
程度的變化。生活干擾的變項包括一般活動、情緒、工作、他人關係、行
走能力與生活樂趣等。由於在不同治療時間點的受訪人數不同，故研究先
以 one-way ANOVA 及 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在不同時間點（治療前、治療
後第 1、2、3、4 次評值）干擾程度的差異。結果顯示癌症病患的各項干擾
程度與干擾程度總分在治療不同時間點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6-7 及圖 6）。
五、中西醫療照護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 87 位受試者對於中西照醫療護的滿意度，而其中有 6 位個案因
病況嚴重未完成滿意度問卷，依項目分成五點說明:(1)中西醫轉介流程滿意
度：37%非常滿意，有 51%滿意，有 12%普通。(2)會診流程滿意度：44%
非常滿意，有 56%滿意。(3)藥物處置滿意度：40%非常滿意，有 54%滿意，
有 6%普通。(4)收費費用滿意度：37%非常滿意，有 51 %滿意，有 6%普通，
有 6%非常不滿意。(5)整體照護滿意度：42%非常滿意，有 58%滿意。(詳
見表 8 及圖 7)
另外綜合受試者提出優缺點及建議，列舉出四點：(1.)化學治療時，西
藥之副作用，經過中醫藥治療得以緩解與改善，未影響原有的生活品質。(2.)
在中醫治療未介入前，化療後嚴重虛弱無力感持續至下次化療，但在接受
中醫治療後，虛弱無力感時間大大縮短甚至個案仍可恢復原來工作。(3.)自
費中藥部分價格稍高。(4.)門診等待時間稍久。故大致上病患對於中西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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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照護是可以接受的並對中西醫照護感到滿意，這有助於持續推動中
西醫整合治療。針對第 3、4 之缺點做了內部討論，向病患說明對於癌症病
患，醫師需做詳細問診與查閱各項檢查報告，在針對身體狀況做正確用藥，
也請病患多加體諒，而藥費問題，也應映許多藥材物價上漲關係，必須做
些調整價格，這部份會做預先公告，但在自費部份，醫師可告知病患此次
藥物，有開立自費部份可否接受，而門診護理人員會再次說明自費藥物及
價格，並簽願意自費單張。
六、癌症病患中西治療花費成本分析
本研究從 87 位受試者的醫療費用分析，平均每人每次醫療費用，肺癌、
肝癌、乳癌、及腸癌住院費用各為 85,084 元、46,641 元、55,566 元及 57,539
元，這中間包含住院時健保費和自費部份，而西醫門診部分，病患平均每
次肺癌 4,322 元、肝癌 4,038 元、乳癌 4,785 元、腸癌 3,714 元，包含健保
自費之醫療與藥物使用，最後中醫門診病患，肺癌 1,514 元、肝癌 1,343 元、
乳癌 1,173 元、腸癌 1,439 元，包含健保自費藥物處置與醫療費，結果顯示
說明平均每次病患來到醫院看中西門診，再到住院治療完成後，肺癌病患
平均花費 90,947 元、肝癌病患花費 52,022 元、乳癌病患花費 61,524 元、腸
癌病患花費 62,692 元，一個中西醫整合治療計畫從開始到完成，必須負擔
龐大醫藥費用，而病患在這中間會有許多營養費、雜費是無法精確計算出，
對於癌症治療費用病患常因負擔不起醫療費用，做出放棄治療的決定，在
這方面政府健保的補助項目與費用多寡，對癌症病患的治療影響是很重要
的。(詳見表 9 及圖 8)
七、本研究建立中西藥物合併使用之資料庫
建立癌症常見使用中醫治療藥物之分類，與癌症常見使用西醫治療藥
物之分類，做初步分類編輯。
中西藥物合併使用資料庫內容有中藥名、西藥學名、西藥商品名、西
藥中文名、西藥含量劑型、可能交互作用機轉、可能交互作用結果、原因、
建議處理方式，做詳細的紀錄，彙集完整，便可用於醫院醫療人員之參考
查詢，因中藥材使用於病患文獻不夠完整，暫不開放給民眾查詢，但民眾
仍可查詢到藥物處方。
中西藥物使用上的不良反映通報系統已建立完整通報流程，醫療人員
需上院內填報「醫療異常事件通報系統」
，其內容包括：通報人身分、病患
病歷、姓名資料、過敏史、目前使用藥物、不良事件反映、處理方式，教
育所有醫療人員確實會使用，門診醫令系統中，於醫師開立處方時，電腦
即會跳出警示，提醒醫師翻閱病歷確認病人藥物過敏史後，由醫師手動點
選關閉警示。醫令的藥物過敏維護畫面每半年自動跳出，要求醫師再次詢
問病人藥物過敏史，以進行資訊維護，資訊室及藥劑部規劃，未來每週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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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系統自動篩選，有更新病人初始評估表及醫令藥物過敏資料作比對，將
醫師漏輸入或輸入不完整的資料作登，以同時做到電腦偵測及再次確認的
功能，避免遺漏病人藥物過敏資訊。
八、中西醫專家學術經驗分享討論會議
於 100 年 3 月開始陸續邀請專家學者作經驗分享和建議，以及最新醫
學發展，依照癌症不同邀請癌症中心團隊中，消化內外科、胸腔外科、乳
房外科、血液腫瘤科、安寧科、復健科、藥劑部共 8 位專家做學術交流，
提出病患在治療時，對於化學治療症狀的產生，感到害怕，而影響生活品
質，而當病患使用中藥的幫助在檢驗數據、化學治療症狀上有明顯的改善
可維持病患原有生活品質並且可順利完成療程。
九、100 年 10 月 22 日舉辦全國性中西醫癌症治療專家合作共識會，針對中
西癌症治療經驗分享，提出對中西醫療的合作須積極努力推動，發表有利
的研究報告，其次對評估病患症狀，可使用各種中醫量表做參照資料，例
如：蘇(2007；2008)年發展了中醫體質量表，更有助於未來中醫臨床及研究
疾病防治的推動，且促進中醫現代化。
十、中西醫癌症治療合併訓練計畫，舉辦 2 場個案討論會議、2 場期刊討論
會議、8 場針對癌症病患常見不適症狀做穴位按摩教學，及 2 場對外中醫健
康講座宣導中西醫療結合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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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研究在各個症狀 one-way ANOVA 分析的結果顯示，疲勞、鬱悶、難
過、咳嗽，有著明顯差異；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結果顯示，疲勞、鬱悶在
中醫治療後有改善，而難過、咳嗽則無顯著差異。
為積極推動中西醫療整合計畫，為幫助病患症狀改善，於癌症中心定
期舉行健康講座，主要使用穴位按摩方式做緩解不適症狀，內容以病患常
會出現的症狀作為健康講座主題，病友積極參予，反應良好，接受輔助療
法可以滿足癌症患的心理需求。
研究限制：
本研究對癌症病患生活品質的定義是指癌症病患的症狀對生活干擾程
度，因對象為癌症重症病患，在接受中西醫合併治療受訪過程中，因為身
體症狀容易不適，在不能長時間受訪談，僅就生活干擾的變項包括一般活
動、情緒、工作、他人關係、行走能力與生活樂趣等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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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目前可看到許多研究文獻表示中醫藥的治療成果。而在本研中也可以
看出中醫藥對於癌症病患在做化學治療時所產生副作用症狀有著顯著改
善，可維持病患的生活品質，病患對於中西醫藥的轉介、會診、藥物、及
費用感到滿意，由此可以知道中西醫治療已在癌症治療中逐漸受到重視並
被接受，中西醫相輔相成可以讓癌症治療達到最好的效果，且使癌症病患
可以得到較好的生活品質，且可降低癌症復發的機會，目前癌症的中西醫
結合治療會是世界癌症治療的趨勢；中醫強調身心與環境達到一平衡的境
界，是一個整體的哲學觀，因此，中醫在未來的癌症治療療程中是最不可
或缺的一環。
透過本計畫建構癌症住院病人的中西醫結合醫療標準臨床路徑，中醫
治療癌症病人之新資訊，及中西醫師在癌症病人中西醫結合醫療上的合作
模式及教育訓練，搭起中西醫師的合作橋樑，共同為病人福祉努力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0-RD-026 提供
經費贊助，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13

陸、參考文獻
1. 行政院衛生署公佈 99 年十大主要癌症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SEARCH_RESULT.aspx
2. Lin, Chang, Cleeland, Mendoza, & Wang（2007）翻譯的 M. D. 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 台灣版
3. Burstein et al., 1999; Moschen et al., 2001; Risberg & Jacobsen, 2003
4.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藥彩色圖鑑，行政院衛生署，2010。
5. 宋希貴、王秀雲、張書燕：中藥調劑與鑑別，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9。
6. 行政院衛生署中華藥典中藥集編修小組：中華中藥典，行政院衛生署，
2004。
7. 國立編譯館：中藥炮製學，中國醫藥學院出版組，2005。
8. 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腫瘤臨床常用中藥指南，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6。
9. 何清湖、周慎等：中西醫臨床用藥手冊腫瘤科分冊，湖南科學技術出版
社，2010。
10. 王居祥等：腫瘤內科中西醫結合治療，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
11. 李佩文、崔慧娟等：實用中西醫結合腫瘤內科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07。
12. 陳世傳、張利民等：腫瘤中西醫綜合治療，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
13. 甘偉松：藥用植物學，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7。
14. 周宜強等：中草藥抗癌秘典，中原農民出版社，2007。
15. 互助百科，www.hudong.com。
16. 張憲昌：臺灣藥用植物圖鑑，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7。
(參考文獻 4.-17.用於第 13 頁，建立中西藥物合併使用之資料庫做初步
編輯中醫治療藥物之分類，詳見於附錄四)
17.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療品質部 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及 100 年病人安
全目標之簡介 100/4/29/
18.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傳統醫學科住院中會診作業流程 100/3/14
19.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癌症診療指引第三版 2011/7。(用於第
13 頁，建立中西藥物合併使用之資料庫做初步編輯西醫治療藥物之分
類，詳見於附錄四)
20. Yang, C., Chien, L.-Y., & Tai, C.-J. (2008). Use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among patients with cancer receiving outpatient
chemotherapy in Taiwa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14(4), 413-416.
14

21. Wang, S.-Y., Tsai, C.-M., Chen, B.-C., Lin, C.-H., & Lin, C.-C. (2008).
Symptom clusters and relationships to symptom interference with daily life
in Taiwanese lung cancer patients. Journal of Pain & Symptom Management,
35(3), 258-266.
22. Risberg, T., & Jacobsen, B. K. (200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ntal
distress and the us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among cancer patients in North
Norway.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12(5), 539-544.
23. Holzner, B., Kemmler, G., Kopp, M., Moschen, R., Schweigkofler, H.,
Dunser, M., et al. (2001). Quality of lif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not
enough attention for long-term survivors? Psychosomatics, 42(2), 117-123.
24. Boughey, J. C., Gonzalez, R. J., Bonner, E., & Kuerer, H. M. (2007). Current
treatment and clinical trial developments for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breast. Oncologist, 12(11), 1276-1287.
25. Burstein, H. J., Ramirez, M. J., Petros, W. P., Clarke, K. D., Warmuth, M. A.,
Marcom, P. K., et al. (1999). Phase I study of Doxil and vinorelbine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Annals of Oncology, 10(9), 1113-1116.
26. Chu, P. C., Hwang, J. S., Wang, J. D., & Chang, Y. Y. (2008). Estimation of
the Financial Burden to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for Patients with
Major Cancers in Taiwan.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107(1), 54-63.
27. Glynne-Jones, R., & Harrison, M. (2007).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what is the evidence for induction chemoradiation?. Oncologist, 12(11),
1309-1318.
28. Fayers, P. M., & Machin, D. (2000). Quality of life: Assessement,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Ltd.
29. Fox, S. W., & Lyon, D. E. (2006). Symptom cluster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survivors of lung cancer. Oncology Nursing Forum, Online. 33(5), 931-936.
30. Hammer, C., Fanning, A., & Crowe, J. (2008). Overview of breast cancer
staging and surgical treatment options. Cleveland Clinic Journal of Medicine,
75 Suppl 1, S10-16.
31. Holzner, B., Kemmler, G., Kopp, M., Moschen, R., Schweigkofler, H.,
Dunser, M., et al. (2001). Quality of lif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not
enough attention for long-term survivors? Psychosomatics, 42(2), 117-123.
32. Risberg, T., & Jacobsen, B. K. (200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ntal
distress and the us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among cancer patients in North
Norway.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12(5), 539-544.
15

柒、圖、表
表 1、接受化學治療癌症病患的社會人口學與疾病治療資料 (n=87)
變項名稱

N

(%)

33
54

(37.9)
(62.1)

17
34
29
7

(19.5)
(39.1)
(33.3)
(8.0)

38
49

(43.7)
(56.3)

21
85
7
7

(17.5)
(70.8)
(5.8)
(5.8)

5
82

(5.7)
(94.3)

性別
男
女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國中－高中
五專-大學
研究所以上
工作狀況
無
有
婚姻
未婚
已婚
喪偶
離婚
居住狀態
獨居
與家人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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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接受化學治療癌症病患的疾病與治療資料 (n=87)
變項名稱

N

(%)

肺癌
大腸直腸癌
肝癌
乳癌

20
23
20
24

(23.0)
(26.0)
(23.0)
(28.0)

無
有

43
44

(50.6)
(49.4)

無
有

71
7

(91.0)
(9.0)

無
有

65
13

(83.3)
(16.7)

無
有

73
5

(93.6)
(6.4)

無
有

67
11

(85.9)
(14.1)

Ⅰ
Ⅱ
Ⅲ
Ⅳ

12
13
9
38

(13.8)
(14.9)
(10.3)
(39.2)

癌症分類

手術

糖尿病 a

高血壓 a

心臟病 a

B 型肝炎 a

癌症分期 b

註：a 遺漏值=9；b 遺漏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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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比較癌症病患在中藥治療過程的生理檢驗值差異
n

平均值

標準差

F

P

中藥前

82

5.59

3.14

2.77

0.03

中藥後第1次評值

46

4.52

1.95

5.70

4.49

4.69

2.57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28

3.82

1.80

中藥前

82

11.81

1.45

中藥後第1次評值

46

11.58

1.63

血色素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40

11.72

1.74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38

11.58

1.78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28

11.60

1.69

中藥前

78

49.19

49.79

中藥後第1次評值

43

55.07

58.04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39

53.18

62.65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37

50.32

56.21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28

53.50

53.28

中藥前

78

45.03

43.39

中藥後第1次評值

43

47.51

49.16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39

52.36

60.44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37

44.62

47.41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28

50.57

62.16

白血球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40
(＊103)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38

GOT

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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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
無差異

0.25

0.91

0.10

0.98

0.19

0.94

表 4、比較接受化療癌症病患在中藥治療過程各種症狀嚴重度的差異
N

平均值

標準差

F

P

中藥前

85

2.47

2.89

3.20

0.14

中藥後第1次評值

69

1.62

1.99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7

1.33

2.09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58

2.23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1.18

1.93

中藥前

83

3.87

2.74

4.97

<0.01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2.84

2.49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2.31

2.41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2.42

2.46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2.23

2.39

中藥前

85

.81

1.83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70

1.34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86

1.39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38

1.91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92

2.01

中藥前

85

3.26

3.19

中藥後第1次評值

69

2.19

2.46

睡眠紊亂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1.98

2.50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2.33

2.76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1.95

2.43

中藥前

85

2.60

2.82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1.66

2.36

鬱悶(悶悶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7
不樂)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21

1.80

1.81

2.60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8

1.34

2.29

中藥前

85

1.89

2.66

呼吸急促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1.23

2.28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1.14

1.80

疼痛

疲勞
(乏力)

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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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
中藥前>中藥後第 1 次評值
中藥前>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中藥前>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中藥前>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1.37
0.24

2.79

0.27

3.49

0.01

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
中藥前>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1.80

0.13

平均值

標準差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23

2.03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95

1.93

中藥前

85

1.88

2.44

中藥後第1次評值

69

1.48

2.18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6

1.25

1.48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10

1.58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8

1.16

1.85

中藥前

85

2.12

2.65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1.91

2.49

胃口最差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1.57

2.08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88

2.31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1.56

2.47

中藥前

82

2.30

2.71

中藥後第1次評值

68

1.85

2.60

昏昏欲睡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7

1.47

2.13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0

1.60

2.45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1.38

2.27

中藥前

84

2.94

3.01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2.17

2.37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6

2.05

2.09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2.02

2.42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1.67

2.20

中藥前

83

2.57

3.16

中藥後第1次評值

69

1.59

2.41

心裡最難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過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22

1.84

1.69

2.57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7

1.30

2.31

中藥前

85

.64

1.70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34

1.28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57

1.27

N

健忘

口乾

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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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

1.72

0.15

0.60

0.66

1.46

0.22

2.33

0.06

3.06

0.02

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
無差異
1.11

0.35

平均值

標準差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94

1.73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74

2.16

中藥前

83

2.25

2.85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1.59

1.99

麻木感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7

1.26

1.56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46

1.95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1.46

1.92

中藥前

85

.93

2.00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84

1.95

呼吸困難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60

1.63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1

.63

1.60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8

.58

1.84

中藥前

85

1.85

2.75

中藥後第1次評值

70

1.34

2.33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8

.88

1.42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2

1.04

1.85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9

.59

1.12

N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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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

2.21

0.35

0.48

0.75

3.23

0.01

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
無差異

表 5、比較接受化療癌症病患在中藥治療過程症狀嚴重度的差異
N

平均值

標準差

F

P

79

32.16

24.61

3.45

＜0.01

中藥後第1次評值 66
症狀嚴重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3
度總分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50

23.55

20.75

19.36

19.46

23.70

25.33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6

18.53

25.96

中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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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ffe 事後分析檢定：
中藥前>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表 6、比較接受化療癌症病患在中藥治療過程各種生活干擾程度（生活品質）
的差異

一般活動 中藥前
中藥後第1次評值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情緒
中藥前
中藥後第1次評值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工作(家務 中藥前
與勞動) 中藥後第1次評值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他人關係 中藥前
中藥後第1次評值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行走能力 中藥前
中藥後第1次評值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生活樂趣 中藥前
中藥後第1次評值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N

平均值

標準差

F

P

85
70
58
51
39
85
70
58
50
39
79
68
56
48
36
84
70
56
49
36
84
69
58
51
38
85
70
58
50
36

1.45
1.33
1.14
1.63
.87
2.27
1.67
1.33
2.26
1.44
2.66
2.44
2.18
1.69
1.36
1.33
1.17
.84
1.04
.78
2.02
1.10
1.26
1.63
.92
1.61
1.30
1.19
1.44
1.03

2.81
2.41
2.35
2.81
1.91
2.99
2.44
2.11
2.84
2.38
3.41
3.32
2.94
2.80
2.44
2.53
2.36
1.93
2.27
2.03
2.95
2.02
2.32
2.76
2.07
2.66
2.35
2.34
2.71
2.16

0.62

0.65

1.77

0.14

1.53

0.19

0.60

0.66

2.01

0.09

0.47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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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比較接受化療癌症病患在中藥治療過程的症狀對生活干擾程度（生活
品質）的差異
平均值

標準差

F

P

症狀對生 中藥前
79
活干擾程 中藥後第1次評值 67
度總分
中藥後第 2 次評值 55

11.46

13.57

1.11

0.35

9.12

12.33

7.87

11.92

中藥後第 3 次評值 46

10.07

14.60

中藥後第 4 次評值 35

6.74

11.14

N

表 8、中西醫療滿意度人數統計：
(人數)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中西醫照護轉介流程
滿意度

30

41

10

0

0

中醫會診方式滿意度

36

45

0

0

0

中醫藥物處置滿意度

32

44

5

0

0

中醫收費費用滿意度

30

41

5

0

5

中醫整體照護滿意度

34

47

0

0

0

註：遺漏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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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平均每人每次醫療費用：
類別

醫療費用別
住院健保申報

肺癌
73,377

自費醫療費用
住院費用

肝癌
40,936

乳癌

腸癌

50,058

48,151

11,451

5,188

5,222

8,801

256

517

286

587

85,084

46,641

55,566

57,539

自費
自費藥品
小計

門診健保申報 163
門診自費

203

277

266

940

515

1,142

213

門診自費藥品

3,219

3,320

3,366

3,235

小計

4,322

4,038

4,785

3,714

門診健保申報

684

644

570

581

門診自費

178

148

98

221

門診自費藥品

652

551

505

637

1,514

1,343

1,173

1,439

西醫

門診費用

中醫

小計
※門診費用-未含掛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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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中藥使用前後的白血球變化

圖 2、中藥使用前後的血色素變化
26

圖 3、中藥使用前後的 GOT 變化

圖 4、中藥使用前後的 GPT 變化
27

症
狀
總
分

圖 5、中藥使用前後的症狀嚴重度變化

症
狀
對
生
活
干
擾
總
分

圖 6、中藥使用前後的生活品質變化

28

29

30

圖 7、中西醫照護滿意度各項百分比

100,000
90,000

1,514
4,322

80,000
70,000
1,173
4,785

60,000

中醫

1,343
4,038

50,000
40,000

1,439
3,714
西醫
住院費用

85,084

30,000

55,566

57,539

乳癌

腸癌

46,641
20,000
10,000
0
肺癌

肝癌

圖 8、每次每人平均花費在中西醫門診及住院費用
31

編號：CCMP100-RD- 030

建立線上中醫藥虛擬篩選與活性預測系統
陳語謙、李正淳
中國醫藥大學

摘

要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已成為二十一世紀新藥開發的必備步驟並廣泛應用於各
大藥廠中。中藥藥材與療效日漸受到國際重視，因此結合中醫藥資料庫與電腦輔
助藥物設計進行大量且廣泛之虛擬篩選，可有效率地篩選出合適的中藥小分子供
進行製藥研究。本計畫目的在於持續增加『TCM 資料庫@台灣』資料量以架構全
球最完整之中草藥小分子資料庫、擴增蛋白質-藥物線上嵌合服務供中草藥物虛擬
篩選、以及建構中草藥活性之雲端預測系統。 截至目前為止，TCM 資料庫@台
灣已增加近一萬筆小分子資料，包含之中醫藥總數已達六百種。蛋白質-藥物嵌合
功能亦與 TCM 資料庫@台灣結合，提供研究人員篩選出特定蛋白質之適用藥物
分子。iScreen 與 iSMART 等入口平台皆與 TCM 資料庫@台灣完成連結，提供全
球中醫藥研究人員藥物設計之雲端計算工具。本研究計畫提及之服務已正式上
線，提供中草藥研究人員一容易操作且功能強大之工具平台。
關鍵詞：電腦輔助藥物設計、中醫藥、對接、構效關係、機器學習、支援向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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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0-RD-030

To Buil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irtual Screening and Ligand Activity
Predicting System
Calvin Yu-Chian Chen, Cheng-Chun Le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CADD) is a critical preliminary step in drug discovery
and is currently widely used by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well-documented but
largely untapped real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slowly gaining recognition and
interest in a pharmaceutical field previously dominated by western medicine. Combining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of 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CAD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ents a high-tech integration that can efficiently screen for TCM candidates
with pharmaceutical potential.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user-friendly fundamental tools
for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1) continuously updating
TCM Database@Taiwan to offe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TCM related small-molecule
structure bank, (2) offering protein-ligand docking online services, and (3) constructing a
cloud-computing system for predicting the bioactivity of TCM compounds. Within this year,
more than 10,000 new compound structures have been updated to the existing database.
Currently, the TCM Database@Taiwan houses 2D and 3D structures of small compounds
encompassing more than 60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erbs, remaining the world’s
largest database for TCM compounds. A protein-ligand docking service was added to the
existing TCM Database@Taiwan to enable screening for potential drug ligands of a
specified protein. The integrated platforms of iScreen and iSMART offer free cloud
computing TCM screening and docking services to worldwide TCM researchers.
Keywords: 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king,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Machine Learn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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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中醫藥相關研究與成果的增加，以中醫藥來設計新的藥物也
開始受到關注。然而，現今仍沒有一個大型的中醫藥資料庫能提供免費大批次
下載適合虛擬篩選(docking)或分子動力模擬(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的
3D 中醫藥分子結構。有鑑於此，我們提出一具有前瞻性與創新性的計畫--『雲
端智慧型多功能中醫藥篩選系統』，以解決目前中醫藥研究急需一個『智慧型、
多功能型』中醫藥資料庫和研究網路平台的困境。本研究單位一直致力於中醫
藥科學化，逐一搜尋文獻中每一樣中醫藥的成份，並將每一種中醫藥的化合物，
建立二維與三維結構資料。歷經八年的努力，本研究室已經成功架構了「世界
最大且唯一」可以提供 3D 下載的「中醫藥資料庫網站(http://tcm.cmu.edu.tw/)」。
TCM 資料庫@台灣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非營利提供大量下載的中醫草藥純化合物
結構資料庫，本網站從 453 個中醫藥蒐集了超過 20,000 筆純化合物成分。此資
料庫已於六月份上線使用，經 Google Analytic 統計平均每個月的瀏覽人次超過
三千人次，而此網站的論文刊登於 PLoS ONE。本網站除了基本搜尋功能外，還
包含了一個進階搜尋功能，能根據各種指定的條件，如分子特性、分子架構等
來搜尋化合物分子。建立 TCM 資料庫@台灣不僅利於 CADD 的研究學者和醫事
人員，亦為中醫藥科學化的一個里程碑。
雖然許多網站詳列 TCM 的來源，醫學古籍描述了中醫藥傳統用法、處理和
保存的方法，對於中草藥的成分描述卻鮮少至分子的層次，亦未查詢到有結合
病人體質量表的完整方劑資料庫。TCMGeneDIT [1]資料庫是一個 TCM 文獻的
蒐尋引擎，然而其中對於 TCM 的成分並沒有良好的組織整理。其他資料庫，例
如 TCMD [2]、中國傳統醫草藥資料 [3]和 TCM-ID [4]，提供了 TCM 常用資訊
和 TCM 成分的 3D 結構，然而資料庫不是失修無法連結上，即是在資料分享上
有諸多限制。由美國 UCSF 建立之 ZINC 資料庫[5]為目前最大的 3D 結構分子資
料庫，然而 ZINC 卻沒有中醫藥相關的資料庫。為了媲美 ZINC 資料庫，本研究
室建立了一個完整的中醫藥成分查詢系統，也為了強調此全世界最大的中醫藥
資 料 庫 是 在 台 灣 獨 立 完 成 ， 因 此 將 之 命 名 為 TCM 資 料 庫 @ 台 灣
(http://tcm.cmu.edu.tw/)。
本實驗室已進行了多年 TCM 成分的虛擬篩選，也成功發現了許多創新的先
導化合物，諸如抗發炎、抗病毒、抗癌、中風預防以及安眠藥[8-17]等等。TCM
資料庫@台灣的建立，更是中藥藥物開發的重要開端。綜合 TCM 資料庫@台灣
建立後所獲得之迴響以及本實驗室多年電腦模擬製藥之經驗，研判具備虛擬篩
選、蛋白質-藥物嵌合，以及活性預測等三大功能之多功能中醫藥研製平台實為
提升中藥製藥之必要工具。基於提升中醫藥之相關研究及醫療價值，本計畫除
3

了使 TCM 資料庫@台灣之資料更加完備外，更欲增建蛋白質-藥物嵌合與活性預
測功能至雲端平台，以提供中藥研製專業人員一全功能的線上計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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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擴建中醫藥資料庫
現有的中醫藥資料庫架構(圖一)，主要功能包括基礎搜尋、進階搜尋、分子
下載。隨著中草藥藥化分析資訊的增加，持續擴增中草藥的小分子資料以整合
中醫藥和中草藥資訊，為永續經營全世界最完備的中醫藥資料庫的必須要件。
本次之資訊擴增，運用先前之經驗並加注更大量的專業人力於資料的搜索、分
子結構的繪製和結構化資料庫的建立，力臻完美地將資訊確實無誤地新增置資
料庫中。為求廣泛收集中醫草藥資訊，搜尋範圍將擴及中文古籍以外之外文典
籍。成分化合物之來源，除了從 SCI 期刊文獻上搜尋外，舉凡通過專業鑑定、
具有可信度之中文外文書籍、具有公信度的網站、非 SCI 期刊的論文雜誌等，
皆將其建檔納入資料庫。此全面性之蒐尋模式可使資料庫更接近完整而不偏頗。
二、擴增蛋白質-藥物線上嵌合服務
本計畫針對分子嵌合軟體進行之初步的評估顯示 Plants (Protein-Ligand
ANT System) [18]分子嵌合軟體為合適之出發點。藉由資訊工程師之專業技術將
此程式鑲在的網頁程式中與後端中醫藥資料庫結合，提供使用者蛋白質對接的
計算(圖二)。除了建立 Plants 分子嵌合軟體與中醫藥資料庫的無縫連結外，亦將
投注大量人力為每一個資料庫中的中醫草藥分子準備酸性、鹼性和中性三種酸
鹼值下之結構型態，提供給研究人員選擇，以因應不同的生理狀況，採取不同
的蛋白質-藥物嵌合方式。
三、建構中草藥活性之雲端預測系統
驗證蛋白質-藥物之嵌合程度外，預測藥物分子之抑制活性為電腦輔助藥物
設計之另一要點，因此提供中草藥活性之雲端預測系統能使本中醫藥製藥研發
平台更趨完備。為建構此雲端活性預測系統，將分別進行蛋白質抑制物資料之
彙整與活性預測軟體之線上嵌合。模型預測藥效的流程如圖四所述。
(一) 蛋白質抑制物資料之彙整
從已發表之學術論文中蒐集分析蛋白質抑制劑之抑制能力(IC50,
EC50)的研究。將這些 inhibitors 分成 2D 及 3D 的結構之後[6-17]，以
Discovery Studio2.5 [19]軟體運算出其 descriptors 並執行 GFA(Genetic
Functional Analysis)訓練優秀的模型。最後將訓練出之模型的 descriptors
套用至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和 MLR(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數
學模型，建立活性之預測模型。
(二) 活性預測軟體之線上嵌合
為提供使用者雲端活性預測之服務，運算軟體為必須考量的重點。
本研究將就分析能力、運算速度、使用權限等研判出合適嵌合於雲端之
5

化合物活性運算軟體。最適軟體擬定後，將連結至線上，提供雲端活性
預測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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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擴建中醫藥資料庫
在期中報告成果發表階段，中醫藥化合物增加了九千多筆化合物。化合物
主要取自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2003 書庫(附錄一)，內容包含萃取的成分
以及成分的結構式資料，成份來自於各種不同的植物(附錄二)，我們依據這本書
庫，分配人力約 20 名。截至期末報告成果發表階段，繼續擴增了 9,185 筆化合
物。這 9,185 筆化合物主要取自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2011
書庫(附錄三)，分配人力約 20 人。
小分子化學結構進行分配後，依照參考書籍之化學結構於 ChemOffice 2008
軟體中繪製 2D 及 3D 圖檔。3D 結構採用 MM2 的立場計算，使分子形成在真實
中應有形態，以利於往後與目標蛋白做結合上的運算。彙整所有 2D 及 3D 圖檔
並將其特性資訊整理成 Excel 表後，由實驗室端將個別之 2D、3D 圖檔，和 Excel
檔經由 FTP 方式上傳至中國醫大 TCM Database @ Taiwan 伺服器(附錄四)。
此資料庫可用於研究中醫藥，對於探討各種疾病與中醫藥之關係，能夠降
低當中的複雜程度，降低未來研究中醫藥之門檻。此資料庫建構完成，不但可
以運用虛擬篩選快速發表論文，且對於未來加快中草藥之研發為絕對必備的資
料。資料庫開發完成後，將對全世界的中草藥開發，具有世界第一領導的特性。
關於中醫藥資料庫之文章已發表，請見「研究發表情形」之第 10 篇 SCI 論文。
二、擴增蛋白質-藥物線上嵌合服務
此 一 嵌 合 服 務 已 連 結 完 成 ， 可 分 別 經 由 TCM Database@Taiwan
( tcm.cmu.edu.tw)或 iScreen (iscreen.cmu.edu.tw)二個不同的途徑進入。功能上除
了讓使用者上傳自選之蛋白質以供篩選外，對於特定中草藥療效有興趣者亦可
指定中草藥作為篩選可能藥物的資料來源(圖五)。iScreen 中，更形建構不同的嵌
合模式讓使用者選擇最符合需求之蛋白質-藥物嵌合條件。提供之嵌合模式目前
包含標準模式、水中嵌合、特定酸鹼值嵌合、與彈性嵌合 (圖六)。關於蛋白質藥物線上嵌合服務之已發表文章，請見「研究發表情形」之第 11-12 篇 SCI 論文。
三、建構中草藥活性之雲端預測系統
(一) 新藥開發抑制劑資料之彙整
本研究年度內投注大量人力於彙整蛋白質抑制物之資料與建構精
準之活性預測模型。目前已建構之活性預測模型遍及癌症、發炎、中風、
禽流感等重要議題。預估本年度就活性預測模型發表之文章總數可達
26 篇。關於活性預測模型與應用模型進行藥物潛力驗證之已發表文章，
請見「研究發表情形」之第 1-10, 13-26 篇 SCI 論文。
(二) 活性預測軟體之線上嵌合
雖然自行研發活性預測軟體架構於雲端上為最佳之模式，然研究人
7

員之技術有限且目前市面上提供預測活性之商用與自行研發軟體相當
多，因此使用既有之軟體較符合時間成效考量。商用軟體功能強、架構
完善且系統穩定，但因涉及使用權限問題，故無法與本系統嵌合，提供
研究人員免費使用。個人自行研發之軟體雖在使用權線上有彈性，操作
介面也人性化，但程式設計上缺失較多，系統較不穩定，且排除困難之
服務多不健全。基於推出之線上服務應準確、穩定，且必須有能隨時待
命之 troubleshooting 人員，評估目前並沒有符合這些條件之活性預測軟
體，故無法進行此項嵌合作業。然而本著永續經營的理念，本實驗室將
持續追蹤各式活性預測軟體，以期有朝一日能開通線上活性預測之服務
功能，更加推廣中醫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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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中草藥研發新藥為近幾年來新興之製藥趨勢。本計畫所建構之雲端多功能
系統，目前已上線供全球中醫藥研發人員免費使用 TCM@台灣中醫藥資料庫三
萬多筆資料之查詢、篩選、以及蛋白質-藥物嵌合模擬等服務。本多功能雲端智
慧型多功能中醫藥篩選系統之創新前瞻性以及新藥研究之功能整合已發表於
Journal of 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以及 Journal of Biomolecular Structure and
Dynamics 等一流期刊中，並受到法國媒體記者電話訪問。
本實驗室運用此雲端平台進行之研究，涵蓋 H1N1、H1、HER2、EGFR、
UROD、高血壓、mPGES-1、DNA 修復、阿茲海默症、中風預防等重要議題。
這些研究成果，分別發表於不同之 SCI 期刊。本實驗室研究量、質並重，不僅
謹慎地將研究發表於世界頂尖期刊，研究亦受期刊推薦為熱門主題(圖七、圖八)。
本計畫年度中，近一萬筆之新資料為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2011 書庫中之 Vol.1 與 Vol.2。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2011 書庫總共分成 Vol.1~Vol.6 六本，共計 23,033 筆化合物。目前正
進行 Vol.3-Vol.6 之化合物繪製，可望再行增加 13,000 筆新資料。本資料庫之不
斷更新，雖需耗費相當人力，但確實為保持中醫藥資料庫完整性之必要條件。
目前雖有不同之中醫藥資料庫之建構，但多數為一 packaged 軟體，亦即其資訊
量有限。本研究室運用我們的語言優勢，去不斷探詢古書記載之中草藥，並將
之與西方分析研究之成果作銜接聯合，可確保中醫藥資料庫不僅包含最多最新
之資料，也能在中英文雙系統下，推廣中醫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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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實驗室之中醫藥資料庫智慧型多功能平台為一永續經營之非營利網站，
計畫性的從事中醫藥資料庫智多重功能的開發，以深耕中醫藥之科學華研究與
藥物設計。智慧型多功能網站的建立，不僅協助自身的研究，更直接支援世界
各地第一線的研究人員，可以預期他們對我們網站和文章的引用和回饋是不可
度量的。我們在更長期規劃的目標有結合統計交叉分析模組、結合微陣列分析、
第二代序列分析、藥物代謝網路、單一核甘酸多型性和全基因關聯性分析的種
種現代頂尖藥物設計的理念和技術，積極協助開拓中醫藥個人化醫療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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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中醫藥資料庫系統架構圖

13

圖二、蛋白質-藥物嵌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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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線上嵌合服務的整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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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利用數學模型預測藥效的流程圖

16

圖五、指定中草藥篩選資料之勾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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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線上蛋白質-藥物嵌合功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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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雲端智慧型多功能中醫藥篩選系統被 Journal of Biomolecular Structure and
Dynamics 總編輯譽為學術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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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運用雲端智慧型多功能中醫藥篩選系統所作之預防中風研究獲選為
Molecular Simulation 當期之 Hot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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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已增建之中醫藥化合物資料參考書籍一
書刊名
作者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molecular structures, natural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J. Zhou, (Jiaju)；G Xie (Guirong); X Yan (Xinjian) ; George W. A.
Milne 1937- ; X Yan (Xinjian)

出版者

Aldershot, England ; Burlington, VT, USA ; : Ashgate

出版年

2003

ISBD

056608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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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新增中醫藥化合物之中草藥來源
中醫藥來源
一口可梅

尖葉唐松草

庫若龍膽

黑蔓

一支香

尖葉清風藤

庫頁島黃柏

黑螞蟻

一支蒿

尖葉梣

庫頁烏頭

棱角千里光

一年生山靛

尖葉棗

庫赫龍膽

棱狀白堅木

一年蓬

尖葉番瀉葉

庭園紫金牛

棱砂貝母

一枝黃花

尖葉葉下珠

徐長卿

菝葜

一品紅

尖頭木蘭

扇蕨

菥冥

一現海蔥

托葉豬屎豆

拳蔘

菥冥子

一葉萩

有色斑鳩菊

捕蠅草

萆薢粉萆薢

一點紅

有柄石葦

挪威槭

催吐蘿芙木

丁公藤

有限鴨腳樹

核果狀補骨脂

圓果甘草

丁克拉千金藤

朱砂蓮

核果粗榧

圓枝卷柏

丁茄

朱橘

桂皮

圓柏

丁香

朱欒

桂竹香

圓滑番荔枝

七葉黃皮

灰毛黨蔘

桂竹糖芥

圓當歸

七葉樹

灰白毛蘿芙木

桂枝

圓葉山烏龜

九里香

灰白石蠶

桂花

圓葉天芥菜

九節茶

灰白向日葵

桂葉

圓葉茅膏菜

了哥王根

灰白邪蒿

桔梗

圓葉柴胡

二歧狗牙花

灰白苦瑪豆

栗柄金粉蕨

圓葉牽牛子

二盾狀花椒

灰白獨活

栗樹皮

圓葉鹿蹄草

二葉苞罌粟

灰色歐石南

桑白皮

圓葉煙草

二齒香科科

灰刺桐

桑枝

圓葉鳳鈴草

人工蛹蟲草

灰苞蒿

桑寄生

圓葉澤蘭

人中白

灰核桃

桑黃

圓葉蘇鐵

人尿

灰黃華

桑葉

圓薯蕷

人參

灰菝葜

桑橙

圓瓣薑花

人參花蕾

灰葉杜莖山

栽培柑橘

塞勒羅勒

入地金牛

灰葉根

栽培紫菀

塔拉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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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入地蜈蚣

灰葉菸草

柴胡

塊根垂頭菊

八仙花

灰毡毛忍冬

柴胡狀千裡光

塊莖水蘇

八仙草

百日青

柴黃姜

塊莖西門肺草

八角茴香

百日草

桐油

塊莖馬利筋

八角黃皮

百兩金

格蔡科氏紫堇

塊莖馬兜鈴

八角楓

百兩金葉

桃

塊莖紫堇

刀豆

百眼藤

桃仁

塊莖葛

刀狀雞骨常山

百部

桃兒七

塊莖糙蘇

十大功勞子

百裡香

桃枝

奧氏金絲桃

十大功勞木

百裡香葉馬桑

桃花

奧氏龍膽

十大功勞葉

百蕊草

桃金娘

奧列格龍膽

三七

竹柏

桃南瓜

奧地利鱗毛蕨

三七草

竹紅菌

桃根

奧托肉豆蔻

三叉苦

竹節三七

桃莖白皮

奧道拉姆海?果

三分三

竹葉柴胡

桃葉

奧雷同榿木

三分丹

竹葉椒

桃膠

奧爾加天芥菜

三台花

竹葉椒根

栓翅芹

廉姜

三台紅花

竹葉蘭

泰山鹽麩子

微小萬壽菊

三白草

米氏馬錢子

海人草

微孔草

三尖杉

米仔蘭

海巴戟

微毛堆心菊

三尖杉子

米皮糠

海氏狗牙花

微白白堅木

三色牽花

米斯科黃檀

海州骨碎補

慈菇

三色菫

羊皮

海松子

愛倫堡沒藥

三角馬兜鈴

羊角拗子

海南青牛膽

愈瘡木

三角葉黃連

羊角棉

海南哥納香

新西蘭牡荊

三角葉薯蕷

羊角藤

海南粗榧

新西蘭麻

三刺皂莢

羊乳

海南野山花

新美風毛菊

三花龍膽

羊屎果

海南蘿芙木

新哨納草

三面刀

羊屎果樹皮

海南樫木

新荷蘭胡椒

三消草

羊胰

海柿

新藏假紫草

三條筋

羊蹄

海紅豆

新疆一支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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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三裂茄

羽衣甘藍

海韭菜

新疆貝母

三裂蒿

羽狀合歡

海風藤

新疆阿魏

三距矮翠雀

羽狀芸香

海桐皮

新疆藍刺頭

三棱

羽葉三七

海參腸

新疆黨參

三棱金絲桃

羽葉蛇葡萄

海帶

新疆藁本

三葉木通

老婆子針線

海棠果

暗紅委陵菜

三葉木通子

老鼠瓜

海漆

暗紫玉盤

三葉木通根

老鸛草

海蔥

暗紫貝母

三葉防風

老鸛草

海蝦

暗黃豬屎豆

三葉脈馬錢

考明格木

海濱蘿芙木

暗綠龍舌蘭

三葉馬鞭草

耳狀報春花

海罌粟

榔榆皮

三葉釣樟

耳草

海豘魚

楠木

三葉鼠尾草

耳葉牛皮消

浙貝母

楠木鬚

三葉藤橘

肉豆蔻

浮萍

楠木鬚根

三齒拉瑞阿

肉花雪膽

浮葉眼子菜

楔形烏頭

三齒蒿

肉桂

烏心石

楔葉澤蘭

三蕊蓮桂

肉蓯蓉

烏木屑

極叉開拉瑞阿

三鑽風

自扣草

烏毛蕨

椰子皮

上佐州金腰

自消容子

烏梅

椰子油

上佐州獐芽菜

舟山新木薑子

烏頭(川烏)

椰子瓤

上舉天門冬

色澤雲實

烏龍茶

楊梅

千斤拔

艾氏天芥菜

烏藥

楊梅常山

千日紅

艾氏柏木

烏蘇里藜蘆

楊梅樹皮

千年不爛心

艾娃筋骨草

烏蘞莓

楊葉桉

千里光

艾納香

烏鱧

楊葉銀背藤

千屈菜

艾菊

烏桕木根皮

楓香寄生

千金子

艾葉

烏桕葉

榆耳

千金藤

血桐

狼杷草

榆樹

千層塔

血散薯

狼毒

榆錢菠菜

叉子圓柏

血餘

狼毒大戟

楝花

叉蕊薯蕷

西方風箱樹葉

狼毒烏頭

楝葉吳茱萸

24

中醫藥來源
土丁桂

西方翠雀

狹果前胡

溝金針蟲

土三七

西方蒼耳

狹苞橐吾

滇川翠雀花

土三金絲桃

西瓜

狹馬桑

滇白芷

土木香

西瓜籽仁

狹葉青蒿

滇白珠樹

土牛膝

西西里漆樹

狹葉紅景天

滇西烏頭

土瓜狼毒

西伯利亞冷杉

狹葉胡椒

滇牡丹

土百部

西伯利亞雲杉

狹葉香蒲

滇紫草

土耳其斯坦白蠟樹 西伯利亞遠志
土耳其斯坦側金盞
西貝母
花
土耳其斯坦龍膽
西帕景天

狹葉唐松草

滇黃芩

狹葉獐牙菜

滇黃精

狹葉龍舌蘭

滇鉤藤

土良薑

西門肺草

狹葉蕁麻

滇龍膽

土延胡

西阿拉黃檀

班螈

滇薑花

土羌活

西非羊角拗

琉璃苣

滇雞骨常山

土砂仁

西非紅豆樹

珠子草

溫柔止瀉木

土香薷

西非荔枝果

珠仔樹

準噶爾前胡

土荊芥

西南文殊蘭

珠芽紫堇

準噶爾烏頭

土茯苓

西南石韋

留蘭香

溪千里光

土連翹

西南忍冬

益母草

溪黄草

土黃連

西南貓尾樹

益康巴豆

煙鍋草

大一枝箭

西洋紅

益智仁

照山白

大丁草

西洋參

真葉籐黃

瑟倫羊角拗

大木薑子

西洋接骨木

矩圓葉黃耆

瑟博格繡球土常山

大玉簪花

西洋梨

神香草葉澤蘭

瑞士石松

大白頂草

西特喀雲杉

神黃豆

瑞香花

大血藤

西班牙黃楊

秤杆升麻

瑞香根

大良薑

西博決明

秤杆草

瑞德千里光

大車前

西博金合歡

秦艽

瑞德甘藍

大果西番蓮

西博德榿木

秦嶺大黃

當歸

大果咖啡

西番蓮

秦嶺珠子蔘

矮向日葵

大果桃金娘

西葫蘆

秦嶺梣

矮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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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大波斯菊

西歐鳶尾

秘魯古柯

矮桐子

大花金挖耳

西藏胡黃連

秘魯香膠

矮荊豆

大花金雞菊

西藏秦艽

窄竹葉柴胡

矮麻黃

大花紅景天

西藏雪蓮花

窄葉半楓荷

矮梾木

大花倒地鈴

西羅漢松

窄葉南洋杉

碎米莎草

大花哥納香

亨利地耳草

窄葉野豌豆

萬山淫羊藿

大花馬齒莧

佛手

笑靨花

萬年青根

大花剪秋羅

何首烏

粉芭蕉

萬啄烏頭

大花旋覆花草

伸筋草

粉紅色西番蓮

萬壽菊

大花淫羊藿

伸蒿

粉綠豬殃殃

萬壽菊葉

大花細辛

似卡羅萊納石松

粉糰花

節毛飛廉

大花紫玉盤

似荊芥巴豆

素芳花

節松蘿

大花圓錐繡球

似紫檀

素花黨參

節莖石仙桃

大花薊罌粟

伯氏刺桐

素馨葉白英

節蓼

大花藥文殊蘭

伯氏桉

索多米茄

粳米

大金牛草

伯利茲花椒

納氏西瓜

粳谷奴

大金錢草

克氏美登木

紙莎草

粵絲瓜

大長春花

克氏蒿

翅果黄芪

粵絲瓜子

大阿米

克默森茄

脂楊

粵絲瓜藤

大青葉

兵豆

脈羊耳蒜

絹毛匍匐委陵菜

大前胡

別緻琉璃草

臭山羊

絹毛黃檀

大星芹

利普珀菊

臭冷杉

絹毛薔薇

大籽雪膽

卵圓長春花

臭牡丹

群心菜

大籽獐牙菜

卵葉娃兒藤

臭味紅豆

聖地紅景天

大紅罌粟

卵葉美登木

臭阿魏

腺花香茶菜

大風子

卵葉銀蓮花

臭柏

腺梗豨薟

大飛揚草

卵葉槲寄生

臭茉莉

腺葉忍冬

大哥納香

卵葉藤黃

臭草

腺齒紫金牛

大狼毒

吳茱萸

臭梧桐

腺澤蘭

大翅薊

呂宋果

臭梧桐根

落地生根

大草蔻

呂宋楸毛

荒野獨行菜

落羽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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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大馬士革薔薇

君子蘭

荔枝

落花生

大馬勃

君遷子

荔枝核

落花生油

大馬兜鈴

含羞草

荔枝草

落花生葉

大巢菜

壯觀雞骨常山

荊芥

落新婦

大麻葉佩蘭

夾竹桃

荊棘薯蕷

落新婦根

大戟

夾竹桃麻

草地毛茛

落葵花

大棗

尿泡草

草地烏頭

落磯山圓柏

大黃

尾葉稀子蕨

草甸千裡光

萱草根

大葉土木香

尾穗莧

草芍藥

葫蘆七

大葉牛奶菜

巫山淫羊藿

草豆蔻

葫蘆茶

大葉牛防風

希氏灰毛豆

草貝母

葉下珠

大葉冬青

希臘槓柳

草香豌豆

葉果茄

大葉吊蘭

希臘蓍草

草原大戟

葉香格木

大葉芸香

抗痢鴉膽子

草原老鸛草

葉脈銀背藤

大葉金花草

扶芳藤

草莓車軸草

葛上亭長

大葉南洋杉

扶郎花

草菇

葛根

大葉相思

扶桑花

草蓯蓉

葛葉

大葉香茶菜

扶桑葉

茵芋

葛蕈

大葉香薷

扭曲松葉菊

茵陳蒿

葛縷子

大葉唐松草

旱生香茶菜

茴芹

萵苣

大葉柴胡

旱芹

茴香

葡萄

大葉臭花椒

旱芹變種

茴香根

葡萄柚

大葉桉葉

旱麥瓶草

茴香莖葉

葡萄葉木槿

大葉茜草

旱蓮花

茶子

葡萄藤葉

大葉帽柱木

束花石斛

茶子心

蛹蟲草

大葉紫珠

束雞骨常山

茶芎

蜈蚣

大葉菊

李子

茶條槭

蜈蚣草

大葉落新婦

李核仁

茶葉

蜀側金盞花

大葉鉤藤

杏子

茶樹根

蜀葵花

大葉醉魚草

杏仁

蚤休

蜀葵葉薯蕷

大葉醣膠樹

杜仲

豹皮菇

蜂斗菜

27

中醫藥來源
大葉羅浮木

杜松果實

迷迭香

蜂乳

大葉藤黃

杜莖山

迷迭香葉千里光

蜂毒

大萼金絲桃

杜鵑花

退熱止瀉木

蜂蜜

大蒜

杜鵑花葉

酒

蜂膠

大駁骨

杜蘅

針珠梅

裙帶菜

大頭蒜

杓蘭

針珠菜

補血草

大頭橐吾

沙生千里光

針葵

補骨脂

大薊

沙生水鬼蕉

針葉澤蘭

裡菲木姜子

女貞子

沙生蠟菊

除蟲菊

詹毛栒子

小刀形黃檀

沙前胡

馬山前胡

路路通

小百部

沙梨葉

馬六甲魚藤

路邊青

小米草

沙盒樹

馬氏大黃

路邊紫草

小舌紫菀

沙棗

馬氏向日葵

道氏蒿

小角海罌粟

沙棗樹皮

馬氏金腰

達耳馬威亞柳穿魚

小果咖啡

沙塘木

馬氏蘆薈

達烏里秦艽

小果芸香

沉香

馬耳山烏頭

過江龍

小果南燭

決明子

馬尿泡

鉤吻

小果棗

沒食子

馬尾松葉

鉤狀胡椒

小果銀毛球

沒藥

馬尾連

鉤藤

小花盾葉薯蕷

沃氏止瀉木

馬來西亞黃楊

鈴蘭

小花紫堇

沃氏桉

馬拉巴樗

雉

小花黃堇

牡丹皮

馬長裡紫堇

雷公七

小花酸藤子

牡桂

馬勃

雷公根

小芸木

牡蒿

馬桂花

雷公藤

小金盞花

牡蠣肉

馬桑

雷氏千里光

小紅蒜

狄氏烏檀

馬桑葉

預知子

小飛揚草

皂莢

馬兜鈴

鼓槌石斛

小唐松草

皂莢根皮

馬桶花

鼠曲草

小烏毛蕨

皂莢葉

馬蛋果

鼠尾草花刺桐

小草烏

禿毛冬青

馬都拉豬屎豆

鼠李

小婆婆納

禿葉黃皮樹

馬鈴薯

鼠掌老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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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小巢菜

禿瘡花

馬瘋木

椿白皮

小接筋草

肖乳香

馬銅鈴

椴葉山螞蝗

小連翹

肝風草

馬齒莧

椴樹

小雪人參

芒果

馬蹄紋天竺葵

葶藶子

小麥

芒果核

馬蹄葉

萹蓄

小喇叭

芒果葉

馬錢子

葎草

小溪蒼耳

芒果樹皮

馬藍根

葒草

小萱草根

芒根

馬藍葉

葇毛地膽草

小葉九里香

芋大黃

馬鞭草

裏白巴豆

小葉枇杷

見血封喉樹

馬藺

嘉蘭

小葉球果紫堇

豆油

馬蠶豆

嫩葉九里香

小葉貫眾

豆葉九里香

骨碎補

寧夏貝母

小葉野決明

豆鼓草

骨節草

寧夏枸杞子

小葉梣

豆腐柴

高一枝黃花

寧夏枸杞根皮

小葉裂欖

豆瓣菜

高大胡椒

寧夏枸杞葉

小葉買麻藤

貝氏山橙

高山花椒

寧國貝母

小葉黃楊

貝加爾唐松草

高山唐松草

對生馬錢

小葉黑柴胡

貝母蘭

高山黃華

對葉延胡索

小路茄

貝利蘆薈

高山羅漢松

對葉金腰

小箭草

貝殼杉

高山罌粟

撇藍

小豬屎豆

赤芍藥

高加索白鮮

摺補骨脂

小頭堆心菊

赤桉

高加索烏頭

槓板歸根

小蘗

赤麻

高加索紫堇

構樹果

小蘗科

赤楠

高加索龍膽

榛蘑

山甘草

赤楊

高加索藍盆花

槐

山地刺桐

走馬芹

高加索罌粟

槐角

山地香茶菜

足葉草

高加索鱗毛蕨

槐根

山地烏頭

車氏楠

高地膽草

槐葉決明

山地羅漢松

車前

高灰毛豆

漓江前胡

山竹子

車前葉藍薊

高良薑

漏斗泡囊草

山羊豆

車桑仔葉

高咖啡

漏盧/山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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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山羊豆苦馬豆

辛夷

高春黃菊

漏蘆

山杏

辛菲草

高飛燕草

漢防己

山杏仁

那藤

高烏頭

滿山紅

山豆根

那藤果

高報春

漆子

山里紅

防己

高貴春黃菊

熊耳草

山里紅葉

防己葉菝葜

高貴假紫草

熊果

山刺柏

防風

高黃芩

熊掌

山奈

並頭草

高黃綠桑

熊膽

山岡橐吾

並頭黃芩

高當歸

獐牙菜

山延胡索

乳白龍膽

高粱

疑似玫瑰樹

山東腫足蕨

乳香

高樗

睡菜

山油麻

乳漿大戟

高澤蘭

睡菜根

山芝麻

乳橘

高叢珍珠梅

福氏馬錢子

山金車

亞利桑那堆心菊

鬼臼

福州薯蕷

山前胡

亞利興蒿

鬼蓋

福克刺桐

山扁豆子

亞東烏頭

鬼箭羽

福瑞紫薇

山扁豆決明

亞洲文殊蘭

鬼箭錦雞兒

福雷氏杜鵑花

山胡椒

亞洲獨活

鬼燈籠

福壽草

山苦瓜

亞馬遜馬錢子

桉葉

福橘

山茉莉芸香

亞馬遜魚藤

栝樓

窩兒七

山桃枝

亞麻

茜草根

管花馬兜鈴

山桃花

亞麻子

茼蒿

管花黨參

山桃根

亞絨蓋乳菇

茖蔥

管紫玉盤

山桃莖白皮

亞羅椿

茯苓

精香茅

山桃葉

京尼平

陜甘瑞香

綠玉樹

山桃膠

依瓦菊

乾地黃

綠竹

山烏桕根

依蘭

乾酪雞骨常山

綠唐松草

山烏桕葉

使君子

乾薑

綠幹柏

山茶

使君子葉

假木豆

綠穗格木

山茱萸

來檬

假百合

綠藜蘆

山荷葉

佩里遠志

假貝母

網果翠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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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山野豌豆

佩里蘆薈

假東方千里光

綿毛邪蒿

山黃皮

佩蘭

假近東罌粟

綿毛果香茶菜

山萆薢

兒茶鉤藤

假紅樹

綿毛娃兒藤

山酢醬草

兩年石松

假細錐香茶菜

綿毛馬兜鈴

山榆

兩似飛燕草

假單孢菌洋槐

綿毛黃芪

山稔葉

兩棲蓼

假葉樹

綿馬

山萵苣

其瑞塔獐牙菜

假酸漿

綿棗兒

山葡萄

刺三甲

假蒟

綿萆薢

山楂

刺五加

假獨行菜

綿頭雪蓮

山楂葉

刺五加皮

假荆芥

綿藤

山萩

刺五加葉

假鹰爪

維蘭球果紫堇

山銀柴胡

刺天茄

側柏枝節

翠雀花

山蒟

刺芒柄花

側柏葉

聚傘花椰菜

山螞蝗

刺果甘草

兜狀荷包牡丹

腐葉榕

山貓兒

刺果松

冕寧烏頭

蒙大拿芸香

山嶺麻黃

刺果豚草

剪秋羅毛蕊花

蒙大拿紫堇

山藥

刺果番荔枝

勒氏金合歡

蒙古山蘿蔔

山礬根

刺花椒

匙葉甘松

蒙古串鈴草

山黧豆

刺南蛇藤

匙羹藤

蒙古柞

山櫻桃

刺桐

曼地亞紅豆杉

蒙古黃芪

川八角蓮

刺馬錢子

曼陀羅子

蒙古蒿

川上瀧彌鉤藤

刺梨

曼陀羅根

蒙古繡線菊

川山橙

刺菠

曼陀羅葉

蒙股側金盞花

川木香

刺菜薊

商陸

蒙桑

川牛膝

刺楸樹皮

問荊

蒲公英

川百合

刺槐花

啤酒花

蒲桃

川百合變種

刺蒺藜

堅挺馬鞭草

蒲黃

川西獐牙菜

刺檜

堅硬懸鉤子

蒼白秤鉤風

川貝母

刺糙蘇

堆心菊

蒼白紫堇

川赤芍

刺癢黧豆

基氏蘆薈

蒼耳

川芎

卷丹

婆羅門皂莢

蒼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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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川梨果

卷柏

宿根香豌豆

蜿蜒香茅

川產九節龍

卷葉黃精

宿根獐芽菜

蜿蜒斑鳩菊

川鄂淫羊藿

味瑞李

密花豆

蜿蜒黃芪

川黃芩

和他草

密花岩鳳

蜜警羅梯亞木

川楝子

夜交藤

密花娃兒籐

蜜蠟

川楝皮

夜合花

密花美登木

蜘蛛抱蛋

川楝花

夜明砂

密花香茅

蜘蛛香

川滇淫羊藿

夜花

密花豚草

裹葉葛

川橘

夜花灰毛豆

密參千里光

裸穗豚草

川藏香茶菜

夜香樹

密蒿

賓夕法尼亞蒼耳

川黨參

夜關門

密蒙花

赫卡尼亞黃楊

川續斷

姐妹樹

密穗花蛇靶菊

辣千里光

中亞苦蒿

孤挺花

崗松

辣根

中亞秦艽

孤挺花雜交種

常山

辣椒

中國旋覆花

屈曲花

常春油麻藤

辣薄荷

中國粗榧子

屈膝當歸

常春藤

遠志

中國粗榧枝葉

岸刺柏

常綠鉤吻

遠東九里香

中國斑鳩菊

岩白菜

康定翠雀花

遠距筋骨草

中國蒼耳

岩風

康毗毒毛旋花

酸水草

中麻黃

岩香菊

庵摩勒

酸石榴

中華九里香

岩香菊花

強固飛燕草

酸角

中華雪膽

岩椒草

彩紋千金藤

酸枝木

中華槲蕨

岩筋菜

得卡瑞花椒

酸棗仁

中華雞屎藤

岩黃連

得拉克巴豆

酸模

中間五味子

岩蘭草

掛金燈

酸模葉

中間香茶菜

帚枝鼠李

掛金燈根

酸漿

中間鶴虱

帕氏貝殼杉

排錢草

銀不換

丹參

延胡索

排錢草根

銀白千里光

互生葉野決明

延齡草

敗醬

銀白金合歡

五月茶

拉口沙麵包果

敘利亞馬利筋

銀白黃楊

五爪龍

拉氏蘆薈

斜莖獐牙菜

銀白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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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五加皮

披針漆樹

斬龍劍

銀合歡

五加葉

拐芹

旋扭邪蒿

銀柴胡

五色梅

抱子甘藍

旋果蚊子草

銀粉報春

五味子(北五味子) 抱莖天芥菜

旋花羊角拗

銀葉薯

五柱飛燕草

易變黃檀

旋葉香青

銀線皮

五棱決明

昆布

旋覆花

銀線草

五椏果

昆明山海棠

晚花澤蘭

銀線葉

五葉豬屎豆

昆明柴胡

望江南

銀樺

五福花

昆明雞血藤

望江南子

銀邊龍舌蘭

內折香茶菜

昆欄樹

望春玉蘭

銅色雞納樹

內蒙紫草

明日葉

梯牧草

閩皖八角

六角蓮

明松葉菊

梓木

閩槐

分叉馬錢子

杭白芷

梓白皮

魁蒿

分蘗蔥頭

東 1 號劍麻

梓葉

鳶尾

化金丹

東方天仙子

梓實

鳳仙

化香樹葉

東方西門肺草

桶柑

鳳仙花

及己

東方狗牙花

桶柑皮

鳳仙根

天人菊

東方狗脊

梧桐子

鳳尾爬山虎

天山大黃

東方洋地黃

梧桐白皮

鳳凰木

天山花楸

東方莢果蕨

梧桐葉

鳳梨

天山秦艽

東方蒼耳

梅衣

齊漢寧花椒

天山蓍

東方罌粟

梅核仁

榼藤子

天文草

東北天南星

梔子

熏倒牛

天仙藤

東北刺人參

梔子葉

緋一點紅

天名精

東北延胡索

條裂黃堇

蒟醬葉

天名精果

東北核桃

條葉薊

蒺藜根

天泡子

東北蛔蒿

梨形馬勃

蓐篤香

天花粉

東北龍膽

梨果仙人掌

蒔蘿子

天門冬

東北鶴虱

梨葉

蓖麻子

天南星

東非馬錢

淡竹葉

蓖麻油

天胡荽

東毒茴

淡竹葉根

蓖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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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天茄子

東風菜

淡黃巴豆

蓖麻葉

天麻

東風橘根

淡黃苦馬豆

豨薟

天腳板

東風橘葉

淡綠翠雀

豨薟草

天蓬子

東莨菪

清明花

劍狀長春花

天蕎麥根

東當歸

清亮百合

劍葉龍血樹

天藍澤蘭

果香菊

清藤香

劍葉鐵樹葉

太子參

枇杷

淫羊藿

噴瓜

太平洋鱗毛蕨

枇杷核

淫羊藿根

寬葉千里光

太白花

枇杷葉

淮通

寬葉羌活

太白楤木

林生山黧豆

牽牛子

寬葉芸香

孔石蓴

林生玄參

球花牛奶菜

寬葉阿魏

孔雀草

林白芷

球花醉魚草

寬葉香蒲

少副萼千里光

林石蠶

球花黨蔘

廣西九里香

少邊花白萊氏菊

林地水蘇

瓠瓜

廣西石蒜

巴比翠雀花

林地向日葵

瓶千里光

廣西美登木

巴旦杏仁

林地烏頭

瓶爾小草

廣防己

巴伐利亞龍膽

林背子

甜牛至

廣金錢草

巴西千裡光

林檎

甜茶

廣藿香

巴西胡桐

板藍根

甜葉菊

德拉蒙德金絲桃

巴西香無患子

松香

甜橙

德國鳶尾

巴西蘇木

松葉千里光

畦畔莎草

德國龍膽

巴豆

松葉防風

異性唐松草

德欽紅景天

巴拉圭茶

松潘烏頭

異株蕁麻

慕荷

巴戟天

松蕈

異葉天南星

播娘蒿

心形蒲桃

松蘿

異葉烏頭

敵克冬

心葉赤瓟

武當木蘭

異葉敗醬

暴馬子

手掌蔘

泥紹木姜子

異葉梁王茶

樟木

文竹

河岸黃檀

異葉楊

樟柳頭

文冠木

河岸澤蘭

異葉鐵杉

樟腦羅勒

文殊蘭

河南唐松草

異樣荷包牡丹

樟樹葉

文特香茅

河套大黃

疏花毛萼香茶菜

歐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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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文蛤

河豚

硫磺鐵線蕨

歐列當

日本七葉樹

沼生大戟

硃砂杜鵑

歐地筍

日本女貞

沼菊

硃砂根

歐李仁

日本小檗

波希鼠李

粗毛甘草

歐防風

日本牛膝

波斯罌粟

粗毛果白堅木

歐亞甘草

日本白松風草

波羅蜜

粗毛南蛇藤

歐亞瑞香

日本白蠟樹

法國薔薇

粗毛淫羊藿

歐亞槭

日本杜鵑花

法國檉柳

粗毛薯蕷

歐前胡

日本辛夷

法康烏頭

粗皮山核桃

歐洲七里光

日本狗脊蕨

油柑木皮

粗西門肺草

歐洲七葉樹

日本金腰

油柑根

粗壯咖啡

歐洲女貞

日本南五味子

油柑葉

粗果唐松草

歐洲小檗

日本厚朴

油棕

粗脈手參

歐洲山楊

日本扁柏

油菜籽

粗莖秦艽

歐洲天芥菜

日本苦楝

油菜根皮

粗蛇鞭菊

歐洲水青岡

日本香薷

油橄欖

粗葉拉拉藤

歐洲仙客來

日本烏頭

沿海豚草

粗葉榕

歐洲白櫟樹

日本臭節草

泡桐

粗葉懸鉤子

歐洲冷杉

日本馬桑

泡桐果

粗糙蛇鞭菊

歐洲夾竹桃

日本馬醉木

泡囊草

粗糙龍膽

歐洲沒藥

日本粗榧

泊森大戟

細小長春花

歐洲赤松

日本莽草

牧豆樹

細小荷包牡丹

歐洲刺柏

日本蛇根草

牧馬豆

細辛

歐洲花楸

日本連香樹

牧野龍膽

細卷鴉蔥

歐洲萍蓬草

日本魚鱗松

狗心

細果角茴香

歐洲雲杉

日本鹿蹄草

狗肉

細柄木姜子

歐洲榿木

日本萍蓬草

狗舌草

細香蔥

歐洲衛矛

日本黃連

狗屎花

細梗香草

歐洲獨活

日本菖蒲

玫瑰花

細深山紫堇

歐洲蕨

日本楠

玫瑰紅堇

細圓藤

歐洲藍茉莉

日本當歸

玫瑰桉

細葉大戟

歐夏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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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日本獐芽草

直立百部

細葉小蘗

歐烏頭

日本鳶尾

直立角茴香

細葉功勞木

歐曼陀羅根

日本龍芽草

直立長春花

細葉功勞葉

歐細辛

日本龍膽

直立婆婆納

細葉百合

歐莨菪

日本薯蕷

直根當歸

細葉益母草

歐紫草

日本櫻花

知母

細葉桉葉

歐當歸

日本鱗毛蕨

祁白芷

細葉堆心菊

歐鼠李

月季石榴

祁州一支蒿

細葉蛇鞭菊

歐蒼術

月季花

空心蓮子草

細葉黃楊

歐澤芹

月桂小檗

羌活

細葉蓍

歐錦葵

月桂葉

肥皂草

細葉豬屎豆

歐薄荷

月桂樹葉木薑子

芳香堆心菊

細澤蘭

漿果薯蕷

月腺大戟

芝麻菜

莖花花椰菜

澄茄子

月樺

芙蓉菊根

莫里魚藤

潺槁木姜子

木天蓼

芹花

莫桑比克美登木

熱河黃精

木耳

花白蠟樹

莫羅氏忍冬

皺波狀豬屎豆

木防己

花序梗百脈根

荷包牡丹根

皺葉歐芹

木芙蓉花

花椒

荷花玉蘭

皺葉澤蘭

木香

花椒根

荷青花

盤狀葉下珠

木香乳

花椒簕

荷苞地不容

稻草

木柴胡

花菱草

荷梗

箭葉淫羊藿

木茼蒿

花椰菜

荷葉

箭葉淫羊藿根

木通

花葶驢蹄草

荷葉蒂

緬棗

木通根

花錨

莧色藜

緣毛向日葵

木麻黃

芬氏唐松草

蛇百子

線葉巴豆

木棉花

芬來石斛

蛇含委陵菜

線葉金雞菊

木賊

芥菜

蛇床子

線葉柴胡

木賊麻黃

芸香草

蛇果黃菫

線葉旋覆花

木蝴蝶

芸香葉蒿

蛇苔

線葉旋覆花草

木蝴蝶樹皮

虎耳草

蛇根草

膜萼酸模

木槿子

虎耳草葉茴芹

蛇莓

膠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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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木槿花

虎克黃瓜

蛇葡萄

膠豨簽

木橘

虎尾蘭

蛇蛻

膠質鼠尾草

木鱉子

虎杖

蛇鞭菊

蓮子

木鱉根

虎刺

蛇籐

蓮子心

木欖

虎眼萬年青

蚯蚓

蓮生桂子花

欠愉大青

迎山紅

豚草

蓮衣

止瀉木皮

近戟澤蘭

豚草千里

蓮座革菌

比氏堆心菊

近琴狀巴豆

豚草紫菀

蓮蓬草

比氏蘿芙木

采食木馬桑

貫眾

蔓九節

毛八角楓

金毛耳草

貫筋藤

蔓生百部

毛大丁草

金平哥納香

貫葉連翹

蔓長春花

毛冬青

金字塔形千里光

貫眾

蔓荊子

毛白楊

金刷把

貫眾蕨

蔓荊葉

毛地黃

金果欖

軟毛獨活

蔓澤蘭

毛豆

金花小檗

軟枝黃蟬

蔓藤黃

毛杭子梢

金雀花

軟柿

蔡斯蒼耳

毛果一支黃花

金雀根

通花根

蓬子菜

毛果天芥菜

金魚草

通脫木

蓬萊草

毛果含笑

金絲桃

通經草

蔥白

毛果香茶菜

金絲桃果實

連香樹

蔥樫木

毛果馬利筋

金絲帶

連翹

蝴蝶花

毛果楊

金盞菊

透明唐松草

蝦蟆膽

毛果翼核果

金腰

透骨草

蝙蝠葛

毛泡桐

金腰子

都咸子

蝙蝠葛根

毛泡桐果

金腰帶

野山楂

褐綠白堅木

毛花毛地黃

金銀花

野山楂葉

複葉澤蘭

毛柱馬錢

金髮蘚

野升麻

調經草

毛倒地鈴

金橘

野木瓜

豌豆

毛曼陀羅子

金橘葉

野甘草

豬毛菜

毛曼陀羅花

金燈藤

野生千里光

豬屎豆

毛曼陀羅根

金錢草

野白合

豬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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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毛曼陀羅葉

金雞納

野杜仲

豬膽

毛梗紅毛五加

金鏈花豬屎豆

野決明

豬鬃草

毛貫仲

金櫻子

野芋

輪生山香

毛魚藤

金鐵鎖

野芝麻

輪傘五加皮

毛喉鞘蕊花

金露花葉

野花椒葉

輪傘五加葉

毛黃檗

金黄柴胡

野芥

輪環藤

毛葉巴豆

金黄側金盞花

野苔

醋

毛葉香茶菜

金黄堇

野香茅

醋柳果

毛葉假鷹瓜根

長毛含笑

野海椒

鋪地蜈蚣

毛葉蕃茄枝

長白山報春

野梧桐

銳角樫木

毛葉藜蘆

長角豆

野梨枝葉

銳紫蘇

毛萼梅

長果罌粟

野菰

髮菜

毛線柱苣苔

長花序馬錢子

野菊

鬧羊花

毛蓮蒿

長春花

野菊花

鴉片

毛獨行菜

長柱唐松草

野黃皮

鴉膽子

毛蕊花

長柔毛委陵菜

野黑種草

黎巴嫩邪蒿

毛頭雪蓮

長柄胡椒

野黑櫻

黎豆

毛穗胡椒

長柄圓柏

野煙葉

黎辣根

毛薯

長籽馬錢

野萵苣

黎檬

水木草

長香茅

野漆樹葉

黎檬皮

水牛角

長豇豆

野歐白芥

黎檬根

水仙花

長梗南五味子

野豬膽

黎檬葉

水仙根

長梗郁李仁

野鴉椿

墨西哥堆心菊

水母雪蓮

長梗絞股藍

野罌粟

墨西哥蒿

水杉

長喙厚朴

野巔茄

墨旱蓮

水松

長葉千裡光

釣樟根皮

齒阿米

水芹

長葉松

陵水暗羅

齒翅決明

水青樹

長葉長春花

陳冬菜鹵汁

齒葉美登木

水流豆

長葉香茶菜

陸地棉

齒葉草

水胡滿

長葉哥納香

陸得威蒿

齒葉橐吾

水茄

長葉曼密蘋果

雀梅藤

齒瓣延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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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水飛薊

長葉暗羅

雪上一支蒿

樗白皮

水茴香

長萼瞿麥

雪山林

樗葉花椒

水茴香桉

長管香茶菜

雪片蓮

樗葉花椒皮

水鬼蕉葉

長管假茉莉

雪白向日葵

槲寄生

水接骨丹

長管萱草

雪松

蔊菜

水梔

長蒴黃麻

雪花蓮

蓴

水梔葉

長蕊琉璃草

雪菜

蓼藍果

水陸棗

長穗木

雪維菜

蓼藍葉

水麻芀

長瓣金蓮花

雪蓮

蓽苃

水晶蓮

長邊花當歸

雪龍膽

蓽苃根

水朝陽

阿月渾子

雪靈芝

蓽澄茄

水黃楊木

阿比西尼亞刺桐

章魚

樺木皮

水楊木白皮

阿氏蒿

頂羽菊

樺褐孔菌

水楊枝葉

阿古濟天芥菜

魚耳七

橙子

水楊梅

阿弗澤爾馬錢子

魚香草

橙子皮

水楊梅根

阿育魏

魚腥草

橙子核

水葫蘆

阿亞潘澤蘭

魚蓼

橫根費菜

水蜈蚣

阿拉伯婆婆納

魚藤

橘皮

水團花

阿拉伯膠金合歡

鹿角菜

橘色毛蕊花

水線草

阿陸哈良姜

鹿角漆樹

橘核

水蔓菁

阿富汗糖芥

鹿茸

橘黃罌粟

水蓼

阿裡紅

鹿草

樹舌

水龍骨

阿爾及利亞鳶尾

鹿銜草

樹形杜鵑

火殃簕

阿爾及爾大翅薊

鹿蔥

樹脂大戟

火炭母草

阿爾泰紫菀

麥仙翁

樹脂半日花

火索麻

阿諾提花椒

麥冬

橢圓三七草

火麻仁

阿魏

麥角菌

橢圓葉花椒

爪哇前胡

阿蘇決明

麥芽

橡皮木

爪哇柘樹

附子

麥家公

橡膠樹

爪哇橄欖

雨樹

麻牛膝

濃大戟

牙克貝千里光

青木香

麻花

澤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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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買加毒魚豆

青牛膽

麻花艽

澤瀉

牛心茄子

青艾

麻柳葉

澤蘭

牛心番荔枝

青果

麻黃(草麻黃)

澤蘭根

牛皮茶

青風藤

麻黃根

澳大利亞紅豆杉

牛耳大黃

青娘子

麻葉

澳洲百脈根

牛耳楓子

青椒

悷木

澳洲茄

牛耳楓枝葉

青椒根

梣皮

澳洲商陸

牛舌草

青紫牽牛

桫拉木

澳洲堅果

牛舌頭

青蛙

粘毛黃花稔

燉葉決明

牛血

青蛙膽

粘性土木香

燈心草

牛西西

青葉膽

粘葉蕕

燈油藤子

牛尾獨活

青蒿

莨菪子

燈籠草

牛肝

青錢柳

莨菪根

燈盏細辛

牛防風

非洲止瀉木

莕菜

燕麥

牛乳

非洲防己

蚺蛇

獨一味

牛肺

非洲苦木

傘形屈曲花

獨活

牛津金錢草

非洲格木

傘形歐石南

甌柑

牛眼馬錢

非洲黃瓜

傘形繡球

甌柑皮

牛筋果

非洲黃果木

勞氏文殊蘭

磨盤草

牛腎

非洲黃檀

勝紅薊

穆庫爾沒藥

牛黃

非洲羅勒

博氏前胡

篦子粗榧

牛腦

芫花

博氏茄

糖芥

牛蒿

芫花根

博落回

糖菾菜

牛蒡子

芨芨芹

博路都樹

糖槭

牛蒡根

芡實根

喀什米爾翠雀

縐紋唐松草

牛膝

亮菌

喜山翠雀

興安升麻

牛膝

亮葉岩豆藤

喜馬白蠟樹

蕈狀山緣草

牛齒

亮葉榕

喜馬拉雅紅豆杉

蕨

牛蹄豆

亮葉樺皮

喜馬拉雅鳶尾

蕪菁甘藍

牛膽

信濃香茅

喜馬旋覆花

蕪菁還陽參

牛靨

俏黃檀

喜馬獨尾草

衡州烏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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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齒薔薇

保山烏頭

喜樹

貓百里香

王不留行

俄勒岡荷包牡丹

單子山楂

貓眼草

王瓜

俄國西門肺草

單子皂莢

貓鬚草

王瓜子

俄國前胡

單子麻黃

蹄蓋蕨

王孫

冠狀狗牙花

單子紫鉚

輻射松

仙人掌

冠裸穗豚草

單粒小麥

遼東楤木

仙客來

前胡

單葉油柑

遼細辛

仙茅

匍匐十大功勞

單葉蔓荊子

遼藁本

仙鶴草

匍匐筋骨草

單葉蔓荊葉

錫生藤

仙鶴草根

南大戟

單爵床

錫葉藤

仙鶴草根芽

南天竹子

單瓣狗牙花

錫蘭肉桂

冬瓜子

南天竹根

喬木芍藥

錦熟黃楊

冬凌草

南天竹梗

喬木刺桐

鞘冠菊

冬蟲夏草

南方歐石南

喬木紫珠

頭序楤木

凹舌蘭

南方歐琉璃草

喬檜

頭花杜鵑

凹脈丁公藤

南瓜

喙果绞股藍

駱駝刺

凹陷紫堇

南瓜子

喙柱牛奶菜

駱駝蒿

凹葉厚樸

南非菟絲子

報春花

駱駝蓬

凹葉瑞香

南非漆樹

富桉

駱駝蓬子

凹豬屎豆

南岭前胡

幾內亞胡椒

鴨耳芹

加州七葉樹

南美牛奶菜

幾內亞格木

鴨跖草

加州山松

南美洲檜

彭縣雪膽

鴨腳艾

加州夏蠟梅

南蛇藤狀山橙

惠特克茅膏菜

龍舌蘭

加州藜蘆

南蛇藤葉

戟葉秋海棠

龍血樹

加那利蒿

南蛇籐根

戟葉酸模

龍芽草

加拿大紅豆杉

南紫薇

掌狀昆布

龍涎香

加拿大細辛

南萱含笑

掌葉大黃

龍眼睛

加拿大報春

南德瓦棉

掌葉半夏

龍眼葉

加拿大黃耆

南歐丹蔘

掌葉胡椒

龍眼獨活

加拿大萵苣

南輪環藤

掌葉蘋婆

龍船花

加拿大蒼耳

南獨子

散花巴豆

龍勝香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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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刺桐

南鶴虱

斑克胡椒

龍腦膏香

包山油柑

厚皮花椒

斑花烏頭

龍葵

包氏飛燕草

厚皮樹

斑籽木

龍蝦

包瑞山油柑

厚朴

斑紋桉

龍膽

北方烏頭

厚果當歸

斑紋蘆薈

龍鬚草

北方當歸

厚葉岩白菜

斑草

龍鬚藤

北玄參

厚葉鉤藤

斑葉萍蓬草

蕓籉

北艾

哈士蟆

斑鳩

蕓籉子

北沙參

哈氏山梗菜

斑蝥

蕁麻

北京石韋

哈氏羅漢松

斯氏天芥菜

蕁麻葉澤蘭

北美洲山梗菜

哈達石薺苧

斯考勒紫堇

蕎麥

北美紅杉

垂木防己

斯特文黃檀

蕎麥秸

北美香柏

垂枝赤桉葉

斯密氏牡丹草

蕎頭

北美崖柏

垂榿木

斯塔維翠雀花

蕕

北美圓柏

娃兒藤

斯圖雞血藤

嚏根草

北美矮蒿

威爾斯綠絨蒿

普洱茶

嶺南槐樹

北美葶藶子

威靈仙

普通白堅木

擬玉龍烏頭

北美鵝掌楸

威靈仙

普通豚草

擬金盞菊

北海當歸

孩兒茶

普通鹿蹄草

檀香

北烏頭

宣威烏頭

普通獐芽菜

氈毛石葦

北馬兜鈴

怒江山茶

普通蒼耳

濱牡荊

北馬兜鈴根

思茅藤

普敦李

濱蛇床

北側金盞花

急尖綉線菊

普葛烏頭

濱蒿

北野菊

扁豆

普爾迪羅漢松

濕生金絲桃

北野菊花

扁果絞股藍

朝天椒

濕生扁蕾

北紫堇

扁柄黃堇

朝鮮白頭翁

爵床

北蒼術

扁桃

朝鮮淫羊藿

療傷絨毛花

半皮桉

扁桃狀斑鳩菊

朝鮮連翹

穗狀烏頭

半枝蓮

扁莢山黧豆

朝鮮當歸

穗花木藍

半夏

扁莖沿階草

朝鮮槐

穗花羅漢松

半鋸齒狀澤蘭

扁莖黃耆

棕櫚皮

穗變萵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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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半邊蓮

扁蒴藤

棠梨

簇生椒

半邊蓮狀藜蘆

指甲花葉

棘旋花

糙葉五加皮

半邊蘇

拴狀刺桐

棒狀紫堇

糙葉五加葉

半灌木母菊

施氏當歸

棒棒木

糙蘇

卡夫拉蘿芙木

春千裡光

棒葉蕨藻

縮砂密

卡布里蜂斗菜

春荷青花

棣棠花

總狀土木香

卡瓦胡椒

春福壽草

棉花

總狀花藜

卡西亞松

星蕨

棉花根

繁花止瀉木

卡拉巴丹參

柿子

棉籽油

翼泡囊草

卡斯蒿

柿根

款冬花

翼核果

卡羅來納石松

柿蒂

湖北山麥冬

翼梗五味子

卡羅來納地膽草

柿葉

湖北石楠藤

臀形果

卡羅來納飛燕草

柿漆

湖北羊蹄甲

膽木

卡羅金合歡

染色桑

湖北貝母

薄皮黃瓜

可可

染色雞眼藤

湖北桑寄生

薄荷

古巴蘿芙木

染料木

湖北栝樓

薄葉烏頭

古城玫瑰樹

柔毛向日葵

湖北衛茅

薄鱗菊

古柯

柔毛茄

渝菊

薜荔

司格蒙旋花

柔毛淫羊藿

無毛無根藤

薑黃

史庫菊

柔毛黃芪

無毛潺槁樹

薔薇根

台東細辛

枯苞

無刺柯椏樹

薇甘菊

台灣九里香

柯明西蘿芙木

無刺棗

薇甘菊澤蘭

台灣千金藤

柄果花椒

無刺番麻

薊罌粟

台灣杉

柄果唐松草

無卷鬚西瓜

蟑螂

台灣唐松草

柑

無花貝母

螺旋金合歡

台灣粗榧

柑皮

無花果

螺厴草

台灣黃檗

柚

無花果根

蟋蟀

台灣澤蘭

柚木

無花果葉

謝氏紫堇

台灣薊

柚核

無柄唐松草

賽金剛

台灣薺苧

查氏蛇鞭菊

無核蜜桔

賽莨菪

台灣羅漢松

查米森豚草

無紋紫背苔

避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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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台灣檫木

查茄

無患子

避汗草根

四川清風藤

枸杞子

無患子皮

還陽麥葉糖芥

四川輪環藤

枸杞小蘗

無患子葉

闊果薊罌粟

四季青

枸杞根皮(地骨皮) 無梗五加皮

闊莢合歡

四翅黃芪

枸杞葉

無梗五加葉

闊葉纈草

四翅槐

枸骨樹皮

無爺藤

闊葉蘿芙木

四棱蠟樹

枸橘

無葉假木賊

霞天膏

外卷唐松草

枸橘枳殼

無漏子

韓信草

尼日利亞兩蕊蘇木 枸橘枳實

犀角

鮮地黃(生地)

尼泊爾羊蹄

枸橘核

猴樟

黏毛黃芩

尼泊爾老鸛草

枸橘葉

猴頭菌

黏報春

尼泊爾烏頭

枸櫞

番木瓜

黏蒿

尼泊爾絨蒿

枸櫞葉

番木瓜葉

點地梅葉茶葉花

尼泊爾獨活

柏樹葉

番石榴皮

檉柳

尼羅河金銀楝

柳白皮

番石榴幹

檉柳葉圓柏

巨杉

柳杉

番石榴葉

薏米

巨紫堇

柳枝

番茄

薏苡仁

巨藻

柳珊瑚

番荔枝

薏苡根

巧茶

柳穿魚

番瀉葉

薤白

布氏龍膽

柳葉木蘭

痢止蒿

擴張松葉菊

布昌南美登木

柳葉牛膝

短序浦桃

檳榔

平貝母

柳葉白前

短刺花椒

檸檬

平車錢

柳葉梣

短刺虎刺

檸檬皮

平莪術

柳葉菜黃芩

短花豬屎豆

檸檬根

平滑蜂斗菜

毒灰葉

短絨毛止瀉木

檸檬桉葉

平鋪圓柏

毒豆

短葉紅豆杉

檸檬葉

弗吉尼亞地筍

毒芹根

短葉豬屎豆

瞿麥

正雞納樹

毒花椒

短葉龍膽

繡球茜草

母菊

毒扁豆

短葉羅漢松果實

繡線菊

永寧獨活

毒馬錢

短葉羅漢松葉

臍石花

玄參

毒參

短蒟

藏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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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玉竹

毒萵苣

短齒黃芪

藏紅花

玉米黑霉

毒漆藤

短藥蒲桃

藏紅花水芹

玉米鬚

洋刀豆

硬毛天芥菜

藏茄

玉克柑橘

洋李

硬毛金絲桃

藏麻黃

玉珊瑚根

洋金花

硬毛嚏根草

薩氏毛地黃

玉蜀黍

洋紅羶

硬水黃連

薩利拉萵苣

玉簪羊耳蘭

洋茜草

硬核刺桐

薩芭蘆薈

玉蘭

洋常春藤

硬葉女婁菜

薩哈林柏木

瓜木

洋蓍草

稀子蕨

薩哈林雲杉

瓜蒂

洋蔥

稀脈浮萍

藍花馬鞭草

瓦氏小蘗

流蘇石斛

筒鞘蛇菰

藍雪花

瓦氏馬尾藻

流蘇藜蘆

粟米

藍薊

瓦氏獨活

洛西羊耳蒜

粟米草

薺苨

瓦利希黃楊

炮彈果

粟豬殃殃

薺菜

瓦韋

珊瑚蘭

絞股藍

薺菜子

甘西鼠尾草

玳玳花

絨毛山香

薺薴

甘松

盆架樹

絨毛丹參

蟲牙藥

甘草

省沽油

絨毛乳菇

蟲白蠟

甘肅貝母

相思子

絨毛胡桐

覆盆子

甘肅黃芩

相思藤

絨毛戴星草

醬果紫杉

甘肅槐樹

盾狀茅膏菜

紫丁香

離基三出脈馬錢

甘葛藤根

盾葉鬼臼

紫丹蔘

雜交介質紅豆杉

甘遂

盾葉薯蕷

紫毛香茶菜

雜交唐松草

甘蔗

砂仁

紫玉盤

雙孢蘑菇

甘藍

砂生槐

紫玉蘭皮

雙溝黃耆

甘藷

禹白附

紫玉蘭花

雙葉細辛

生麻

禹州漏蘆

紫色獐芽菜

雙穗麻黃

生漆

科西嘉松

紫杉

雙邊栝樓

生薑

科拉藤黄

紫果衛矛

雛艾菊

生籐

秋子梨葉

紫河車

雛菊

田旋花

秋木瓜

紫芝

雞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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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田野棘豆

秋水仙

紫花高烏頭

雞子黃

田野蒿

秋芍藥

紫花魚燈草

雞內金

田野龍膽

秋茄樹

紫花景天

雞毛松

田蔥

秋楓木

紫花鄂北貝母

雞肉

白千層

秋穗千金拔

紫金牛

雞血藤根

白手參

穿山甲

紫金牛根

雞冠花

白木香

穿心蓮

紫金蓮

雞娃草

白木通

穿龍薯蕷

紫紅獐牙菜

雞屎藤

白木通子

紅七葉樹

紫背天葵草

雞屎藤果

白木通根

紅三七

紫胡

雞骨草

白木乌桕

紅大麗花

紫茉莉根

雞蛋果

白毛夏枯草

紅木

紫茉莉葉

雞蛋參

白毛茛

紅毛七

紫烏頭

雞嗉子

白毛紫珠

紅母雞草

紫草

雞腦

白毛藤

紅皮雲杉

紫草茸

雞樅

白水仙

紅石耳

紫馬勃

鞭柱唐松草

白牛膝

紅百合木

紫莖澤蘭花

鞭葉鐵線蕨

白皮松

紅色金雞納樹

紫雪花

鯉魚

白合

紅豆

紫堇葉唐松草

鯉魚皮

白羽扇豆

紅豆杉

紫番荔枝

鯉魚膽

白色白鮮

紅足蒿

紫萍

鯽魚

白芍藥

紅車軸草

紫菜

鯽魚膽

白豆蔻

紅果蘿芙木

紫雲英

鵝不食草

白亞麻

紅果樫木

紫雲英子

鵝掌草

白刺

紅芽大戟

紫菀

鵝掌藤

白刺果豚草

紅花

紫萁

鵝絨委陵菜

白刺花

紅花五味子

紫蜂斗菜

鵝絨藤

白刺花籽

紅花除蟲菊

紫鉚

鵝腸菜

白刺花葉

紅花鹿蹄草

紫樹

鵝臎

白屈菜

紅花椒

紫嚏根草

繖形虎眼萬年青

白果

紅花菜豆

紫檀

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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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白果根

紅花綠絨蒿

紫穗槐

廬山石韋

白果紫草

紅花槭

紫薇花

攀援魚藤

白果葉

紅南瓜

紫薇根

瓊麻

白果樹皮

紅背山麻杆

紫薇葉

羅布麻

白芝麻

紅若香

紫藤

羅勃花菱草

白花丹

紅娘子

紫藤子

羅勒

白花丹參

紅根草

紫蘇

羅勒子

白花油麻藤

紅柴胡

紫蘇根

羅傘樹

白花前胡

紅海椒

紫蘇梗

羅漢果

白花映山紅

紅海蔥

紫蘇葉

羅漢松葉

白花射干

紅破斧木

絲瓜

羅漢松實

白花蛇舌草

紅剪秋羅

絲瓜子

羅漢柏

白花菜籽

紅雪茶

絲瓜藤

羅鍋底

白花龍膽

紅麻

絲棉木

臘梅花

白花爵床

紅絲線

絲膠樹

藕

白花藤

紅楠皮

絡石藤

藤黃

白花罌粟

紅筷子

腎葉天竺葵

藤黃山竹子

白芥子

紅椿

脹果甘草

藤黃樹

白芷

紅樺皮

脹果芹

藥水八角

白芨

紅澤蘭

菩提樹花

藥水蘇

白背葉

紅獨活

菸草

藥用丹參

白背鐵線蕨

紅頭草

菸草花山梗菜

藥用牛舌草

白茅根

紅檜

萍蓬草

藥用甘蔗

白茅根

紅雞蛋花

菠菜

藥用白前

白首烏

紅藥子

華千金藤

藥用安息香

白香草木犀

美花石斛

華中五味子

藥用牡丹

白堅木

美花鳳毛菊

華北白前

藥用狗牙花

白梅花

美洲三白草

華西貝母

藥用前胡

白術

美洲木蘋果

華防己

藥用倒提壺

白喉烏頭

美洲甘草

華南功勞子

藥用球果紫堇

白散沫花

美洲血根菜

華南功勞木

藥用蛇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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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白萊氏菊

美洲刺桐

華南功勞葉

藥用紫檀

白雲花

美洲花椒

華南胡椒

藥用當歸

白飯豆

美洲金縷梅

華南馬尾杉

藥用蒲公英

白菖

美洲南蛇藤

華南鶴虱

藥西瓜

白瑞香

美洲苦木

華桑

藥蜀葵

白葉荊芥

美洲野百合

華紫堇

藥鼠李

白葉藤

美洲榆

華鉤藤

蠍尾菊

白椴

美洲綠桤木

華麗蛇鞭菊

蟹殼

白蒿

美洲酸果蘿

菱

蟾皮

白僵蠶

美洲擦木

菱形常春藤

蟾酥

白線薯

美商陸

著色櫟

蟾蜍

白頭翁

美國山核桃

萊克巴豆

蟾蜍膽

白薯莨

美國刺椒

萊菔

贊氏龍膽

白鮮皮

美國青藤

萊菔子

邊孢鱗毛蕨

白瀉根

美國夏臘梅

菽麻

邊緣鱗毛蕨

白鵝膏

美國海墨菊

菲律賓千里光

邊緣鱗蓋蕨

白藥子

美國梓

菲律賓肉荳蔻

鏈花金雀兒

白藜蘆

美國黃瓜

菲律賓羅漢松

關木通

白蘇子

美國蝙蝠葛

菊氏茄

關蒼朮

白蘭花

美國薄荷

菊芋

顛茄

白蠟樹

美遠志

菊花

麒麟菜

白蘞

美麗花楸

菊花石斛

麗江麻黃

皮契茄

美麗紅豆杉

菊花黃連

麗江黃芩

矢車菊

美麗海櫻粟

菊花過路黃

麗春花

石刁柏

美麗馬利筋

菊苣

繸毛荷包牡丹

石上柏

美麗旋覆花

菊蒿

繸狀芸香

石吊蘭

美麗荷包牡丹

菜豆樹

藜

石竹

美麗銀背藤

菜薊

藜蘆

石防風

美麗豬屎豆

菟丝子

寶蓋草

石刷把

美觀馬先蒿

蛔蒿

寶蓋靈芝

石花

胡枝子

裂片石蓴

寶興衛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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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石指甲

胡桃仁

裂果薯

懸鉤子

石柑子

胡桃青皮

裂葉牽牛

糯稻

石香薷

胡桃葉

訶子

罌粟

石栗子

胡麻葉

訶子葉

罌粟殼

石斛

胡荽子

象牙海岸格木

蘑菇

石斛小菇

胡椒

象肉

蘆竹根

石菖蒲

胡椒花椒

象骨

蘆根

石菖蒲葉

胡黃連

象膽

蘆薈

石楠葉

胡蔥

費約果

蘋果海棠

石葦

胡盧巴

費菜

蘇丹可樂果

石榴皮

胡蘿蔔

越西木香

蘇木

石榴根

胡蘿蔔子

越南安息香

蘇打其柑桔

石膏

茅香花

越橘葉

蘇合香

石蒜

茅根

跌打老

蘇門達臘文殊蘭

石線茄

茅草葉

鄂北貝母

蘇門達臘紅豆杉

石蓴

茅梅

鄂報春

蘇格蘭當歸

石蕊

茅膏菜

鈍葉車軸草

蘇鐵葉

石龍芮

苦丁茶

鈍葉酸模

蘇鐵樹果

石薺苧

苦丁茶冬青

雁來紅

蘇鐵蕨

石臘紅

苦山奈

雅美堆心菊

鏽毛地黃

交讓木

苦木

雅致針毛蕨

鏽毛寄生

伊比利亞櫟

苦瓜

雅致橐吾

鏽毛野桐

伊卡托葉黃檀

苦瓜子

雄黃蘭

鏽紅薔薇

伊利亞蘭大翅薊

苦石蓮

雄蕊狀鼠尾草

飄拂草

伊沃斯景天

苦地膽

雲前胡

鹹酸蔃

伊貝母

苦李

雲南八角

黨參

伊朗阿魏

苦豆子

雲南甘草

獼猴桃

伏爾加側金盞花

苦味堆心菊

雲南石仙桃

獼猴梨

仰心天芥菜

苦芺

雲南石梓

藿香

光四室菊

苦紅菇

雲南含笑

櫻桃

光刺苞菊

苦香樹

雲南羌活

櫻葉莢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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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光果甘草

苦草

雲南紅豆杉

灌木遠志

光枝勾兒茶

苦參

雲南美登木

灌木蘿芙木

光亮黃檀

苦參實

雲南黃連

纏繞黃檀

光亮蘿芙木

苦黃瓜

雲南葛藤

續隨子莖中白汁

光飛燕草

苦楝皮

雲南蓍

續斷

光慈姑

苦蒿

雲南樟

蘭草

光滑當歸

苦遠志

雲南蘿芙木

蘚生馬先蒿

光葉丁公藤

苦鴉膽子

雲實

蠣菜

光葉水蘇

苦樹皮

雲霧羅漢松

蠟質木姜子

光葉地不容

苦樹皮

黃小檗

蠟燭果

光葉紫玉盤

苦檀子

黃山藥

護心膽

光葉豬屎豆

苦繩

黃心花椒

鐮形黃芪

光萼豬屎豆

苦櫪木

黃毛烏頭

鐵刀木

光榮茵芋

苦蘵

黃毛鱗毛蕨

鐵力木

光潔秋海棠

茄子

黃水仙

鐵仔

光澤巴戟

茄葉

黃水茄

鐵冬青

光澤烏頭

茉莉花

黃水晶蘭

鐵皮石斛

光叶粉花绣线菊

英國山楂

黃瓜

鐵色箭

全能花

英國歐石南

黃甘草

鐵海棠

全緣千里光

苜蓿

黃白糖芥

鐵棒鎚

全緣葉波羅蜜

苜蓿根

黃皮葉

鐵絲七

全緣葉美洲葉

苔景天

黃皮樹

鐵軸草

全緣樗

苞萼獐牙菜

黃百合

鐵筷子

全蠍

郁李仁

黃羽扇豆

鐵線蕨葉唐松草

冰片

重唇魚

黃角椿象

鐵鏽色黃檀

列當

重樓排草

黃明膠

霸王鞭

印度九里香

重瓣萱草

黃果茄

霹靂羅芙木

印度大麻

降真香

黃花木

露水草

印度木防己

降梨木根

黃花仔

露兜簕花

印度邪蒿

面根籐

黃花列當

露翠雀

印度娃兒藤

革樣西番蓮

黃花地丁

露蕊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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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印度假荊芥

韭菜

黃花夾竹桃

響鈴草

印度蛇菇

韭菜子

黃花兒柳

驅蟲合歡

印度棉

風雨花

黃花拜醬

驅蟲斑鳩菊

印度買麻藤

風鈴草

黃花香茶菜

鶴氏唐松草

印度黃檀

風箱樹葉

黃花海罌粟

鶴蝨風

印度鴨腳樹

風輪菜

黃花烏頭

麝香

印度藤黃

飛廉

黃花菸草

麝香石竹

印度蘿芙木

飛機草

黃花菜

麝香百合

印緬榆

飛燕草

黃花萱草根

麝香草

吉祥草

飛龍掌血

黃花蒿

麝香萱

吉隆桑

食用土當歸

黃花遠志

麝香蓍草

同瓣草

食用大黃

黃金風

纈草

吊燈樹

食用日中花

黃金樹

巒大山獐芽菜

吐根

食用黃芪

黃柏

彎曲千里光

向日葵花

香子蘭

黃苓

彎曲天門冬

向日葵籽

香巴豆

黃唐松草

彎曲天南星

向日葵莖髓

香加皮

黃根樹

顫楊

向日葵葉

香肉果

黃根薑黃

鰻鱺魚

合歡皮

香車葉草

黃海棠

鷓鴣菜

回回豆

香附

黃海罌粟

纖細老鸛草

回回蘇

香青蘭

黃烏頭

纖細薯蕷

回回蘇梗

香茅

黃秦艽

纖葉芹

回回蘇葉

香唐松草

黃耆

蘿芙木

地下車軸草

香根芹

黃荊葉

蘿芙木莖葉

地不容

香脂冷杉

黃接骨丹

蘿藦

地中海毛蕊花

香草水楊梅

黃瓶子草

蘿藦子

地中海柏木

香茵芋

黃連

變白馬利筋

地中海馬桑

香港樫木

黃連芽

變色石竹

地瓜子

香絲草

黃麻子

變色馬兜鈴

地羊鵲

香黃連木

黃麻葉

變形木蘭

地耳草

香楊梅

黃斯坦堡

顯脈香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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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來源
地桃花

香葉

黃筋骨草

顯脈旋覆花

地梢瓜

香蜂花

黃紫堇

顯軸買麻藤

地筋

香樟

黃萍蓬草

顯齒蛇葡萄

地楓皮

香豌豆

黃菀

鱔藤

地榆

香蕈

黃菖蒲

欒華

地錢

香蕉

黃楊小檗

欒樹

地錦

香檸檬

黃楊木葉

蠶豆

地錦草

香薷

黃葵

蠶豆莢殼

多汁乳菇

香櫞

黃葉地不容

蠶豆莖

多舌飛蓬

香櫞枳殼

黃葉槐

蠶豆殼

多足蕨

香櫞枳實

黃精

蠶豆葉

多枝天芥菜

香藜

黃精葉鉤吻

蠶桑

多枝桉

香鐵筷子

黃蒿

蠶繭

多枝龍膽

香鷹爪

黃緬桂

贛皖烏頭

多花山麻杆

柘樹

黃蓮

靈芝(赤芝)

多花水仙

柘藤

黃褐毛忍冬

靈貓香

多花白芸豆

枳根皮

黃槿

鷹不泊

多花黃精

枳殼

黃龍膽

鷹爪

多花黑麥草

枳椇子

黃薇

鷹爪豆

多香果

枳椇根

黃蟬

鷹爪豆豬屎豆

多根烏頭

枳實

黃藥子

鹼地蒲公英

多脂松

柃木

黃鐘花

鹽天芥菜

多齒千里光

倒地鈴

黃櫨

鹽生肉蓯蓉

多蕊白花菜

倒捻子

黃櫨枝葉

鹽地禾

多頭燈籠草

剛果河止瀉木

黃藁本

鹽地鳳毛菊

多穗石松

剛果蘿芙木

黍米

鹽麩子

多穗石柯葉

剛松

黑大豆

鹽麩葉

多穗豚草

原齒苦木

黑大豆皮

驢豆

多穗蓼

原蠶子

黑大豆葉

驢蹄草葉橐吾

多穗羅漢松果實

原蠶沙

黑木金合歡

鑽果蒜芥

多邊白萊氏菊

原蠶蛾

黑水野罂粟

鱷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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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小冠花

唐古特大黃

黑水翠雀

鬱金

好望角羅漢松

哥納香

黑水纈草

鬱金香

好望角蘆薈

埃及千裡光

黑白堅木

鬱金香根

安氏金絲桃

埃及大翅薊

黑百合

鬱金香雜交種

安古斯圖腊樹

埃希首氏藜蘆

黑忍冬

兖州卷柏

安倍菊

埃塞俄比亞棗

黑刺刺桐

楤木

安哥拉八角楓

夏天無

黑昆布

榲桲

安哥拉紫檀

夏枯草

黑芝麻

檫樹

安哥拉黃瓜

夏雪片蓮

黑花無根藤

檵木

安息香

娑羅子

黑芥

猬心肝

安徽貝母

射干

黑胡桃

猬皮

安徽松木

展毛翠雀花

黑風藤

猬腦

尖白堅木

展萼金絲桃

黑柴胡

藁本

尖形菸草

峨參

黑荊樹

虉草

尖裂海罌粟

峨嵋也黃連

黑殼楠

尖葉十大功勞

峨嵋唐松草

黑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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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增建中之中醫藥化合物資料參考書籍

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D

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D

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D

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D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Vol. 1,Isolated
compounds A-C /[electronic resource] :molecular structure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natural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Zhou, Jiaju；Xie, Guirong；Yan, Xinjia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1
9783642167348 (paper); 9783642167355 (electronic bk.)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Vol. 2,Isolated
compounds D-G /[electronic resource] :molecular structure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natural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Zhou, Jiaju；Xie, Guirong；Yan, Xinjia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1
9783642167348 (paper); 9783642167386 (electronic bk.)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Vol. 3,Isolated
compounds H-M /[electronic resource] :molecular structure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natural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Zhou, Jiaju；Xie, Guirong；Yan, Xinjia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1
9783642167348 (paper); 9783642167478 (electronic bk.)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Vol. 4,Isolated
compounds N-S /[electronic resource] :molecular structure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natural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Zhou, Jiaju；Xie, Guirong；Yan, Xinjia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1
9783642167348 (paper); 9783642167799 (electronic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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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D

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D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Vol. 5,Isolated
compounds T-Z /[electronic resource] :molecular structure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natural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Zhou, Jiaju；Xie, Guirong；Yan, Xinjia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1
9783642167348 (paper); 9783642167416 (electronic bk.)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Vol. 6,Indexes
/[electronic resource] :molecular structure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natural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
Zhou, Jiaju；Xie, Guirong；Yan, Xinjia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1
9783642167348 (paper); 9783642167447 (electronic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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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新中醫藥化合物上傳至 TCM Database @ Taiwan 之流程

上傳 TCM Database @ Taiwan 資料庫流程：
1. 利用 ChemOffice 2008 軟體建立 2D 及 3D，3D 結構採用 MM2 的立場計算使
分子形成在真實中應有型態。
2. 匯整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2003 及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2011 書庫中的資料，整理成 Excel 表，項目包含了中醫藥化合物
中文名、英文名、化合物來源、文獻、化合物 ID..等等。
3. 經由 FTP 上傳 2D、3D 化合物及 Excel 資料表至中國醫藥大學計算中心的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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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0-RD-031

傳統整復保健推拿實證醫學文獻分析
及各國相關法規蒐集
林昭庚
中國醫藥大學

摘

要

由西方醫學觀點，實證醫學是以流行病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從龐大的醫學資
料庫中嚴格評讀，綜合分析找出值得信賴的部份，並將所能獲得的最佳文獻證
據，應用於臨床工作中，使病人獲得最佳的照顧，推動實證醫學確實能進一步提
昇臨床研究及醫療品質。我們先前已經出版「中醫藥療效評估之文獻研究－針灸
實證醫學」一書，此係以實證醫學文獻分析之方法，探討傳統醫學之療效。本計
畫旨在更進一步對穴位按壓、整脊治療、太極拳及氣功進一步進行實證醫學文獻
分析，並蒐集各國之相關管理法規，以提供政策管理規劃之參考。
執行結果如下：
1. 分別以 「Acupressure」、「Spinal manipulation therapy」、「Tai-Chi-Chuan」、
「Qi-Gong」為關鍵字，限制條件為「human」與「clinical trial」
，搜尋 2000-2010
年期刊，將非 SCI 文獻、非療效評估及非主題相關研究文獻剔除後，篩選出評
讀文獻分別為 77 篇、63 篇、81 篇、32 篇，共 253 篇文獻，均完成評讀及比較。
2. 蒐集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中國大陸及日本之相關管理法規，並列表比
較各國管理情形，以提供政策管理規劃之參考。
3. 召開專家會：於 100 年 11 月 3 日召開專家研討會，由專家學者對本計畫之成
果提出建議。
關鍵詞：傳統醫學、實證醫學、穴位按壓、整脊治療、太極拳、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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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0-RD-031

Evidence-based Medicine Literary Review
on the Traditional Manipulation and
Collecting Related Regulati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Jaung-Geng Li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Western medicin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is popular. EBM adopts
methods of epidemiology and statistics, in order to analyze data from an enormous
medical database, to define which parts are trustworthy. Practitioners are thereby able
to optimize patient care, by referring to the best research. In medical education, EBM
is regarded as a lifelong skill and one that aims to encourage 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think independently. Promotion of EBM will certain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medical care.
We have previously published a book entitled “A Literary Review of Curativ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work utilized the EBM literary review
method for exploring the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1) conduct an EBM literary review on acupressure, spinal manipulation
therapy, Tai-Chi-Chuan and Qi-Gong and (2) compare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manipulation therapy between other authorities.
In the results:
1. A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using PubMed database. The keywords are
“Acupressure”, “Spinal manipulation therapy”, “Tai-Chi-Chuan” and “Qi-Gong”,
respectively. The search conditions were limited to “human” and “clinical trial”.
English language articles published between 2000 and 2010 were initially
reviewed. The non-SCI articles, irrelevant articles or articles which are not for
efficacy evaluation were excluded. Eventually, 77, 63, 81, and 32 papers for
“Acupressure”, “Spinal manipulation therapy”, “Tai-Chi-Chuan” and “Qi-Gong”,
respectively, were included for systemic analysis.
2. We searched and compared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manipulation therapy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including U.S., U.K., Australia, Canada, mainland China
and Japan.
3. We hosted an expert meeting on Nov. 3, 2011 to discuss the above mentioned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Keywords: Traditional medicin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cupressure, Spinal
manipulation therapy, Tai-Chi-Chuan, Qi-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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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民俗調理
由於一般民眾認為主流醫學對於慢性病、癌症迄無法完全治癒，並擔
心主流醫學治療藥物之副作用或擔心使用侵入性檢查或開刀的方式，另由
於民俗調理與傳統文化及生活習慣息息相關，民眾又有預防重於治療的觀
念，除尋求中醫治療外，民俗調理也頗為盛行。然而，民俗調理因執業資
格無特別限制，坊間相關機構態樣繁多，民俗調理從業人員良莠不齊，療
效常被誇大、渲染，時有相關醫療過失案例出現，其醫療效果也常未經由
科學實驗方式證明。
二、WHO 提倡傳統醫學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年 5 月發表「2002-2005 年傳統醫藥全球
策略」
，建請各國將傳統醫學納入現有醫療政策體系中，並透過擴展傳統醫
學的知識基礎確保傳統醫學療法被適當安全且有效地使用。WHO 定義“傳
統醫學”是傳統中醫學、印度醫學及阿拉伯醫學等傳統醫學系統以及各種形
式的民間療法之統稱。傳統醫學療法包括藥物療法（若使用草藥、動物器
官或礦物）和非藥物療法（如在基本不使用藥物的情況下進行，比如針刺
療法、手法治療及精神治療）。
三、實證醫學
從西方的醫學來看，實證醫學是以流行病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從龐大
的醫學資料庫中嚴格評讀，綜合分析找出值得信賴的部份，並將所能獲得
的最佳文獻證據，應用於臨床工作中，使病人獲得最佳的照顧。對於醫學
教育而言，實證醫學的教學目標在於引導醫師養成獨立思考，終身學習的
模式及技巧，推動實證醫學確實能進一步提昇臨床研究及醫療品質。
大樣本、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實驗（ram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是評介一種治療措施的最佳方法，也是該療法有效性岸安全性最可靠的依
據。在缺乏大樣本 RCT 的情況下，對 RCT 作系統性回顧（systemic review;
SR）也可以達到類於大樣本、多中心 RCT 的效果。西方國家推行 EBM 以
來，引起了醫學實踐模式及觀念巨大的變革，使人們意識到長期、廣泛的
臨床治療方法並非都是有效的，而有一些似乎為無效的治療方法經過大樣
本、多中心 RCT 或 RCT 的 SR 後被證實為真正有效或利大於弊而被推廣應
用。
四、中醫藥療效評估之文獻研究－針灸實證醫學
鑑於中西醫結合的重要，我們先前的研究計畫已將中西醫學研究針灸
之論文，加以整理，並對針灸相關文獻進行彙整及分類總結，編為針灸實
證醫學專著，並根據專家見亦針對文件的研究方法與質量深入研究，規劃
3

文獻研析表，進行針灸文獻評讀，建立適合中醫藥文獻的評讀模式，最後，
彙編成「中醫藥療效評估之文獻研究－針灸實證醫學」一書。本書已經成
為中醫師執行針灸業務之臨床應用的參考。
五、穴位按壓
穴位按壓(acupressure)是一個被廣泛應用的治療方法，一般定義為使用
手指、拇指或手肘刺激身體的穴位點 1。穴位按壓被廣泛的使用在治療許多
症狀，雖然有許多的臨床試驗結果，但其報告亦可能是互相矛盾的 2。因此，
有必要進行實證醫學與系統性的文獻回顧研究。
六、整脊治療
對背部及頸部給予合理的推拿能夠將椎間盤突出進行復位，矯正體內
移位的椎間盤、放鬆椎間盤脫位造成的沾粘或是週邊的小關節，進而抑制
傷害感受衝動的傳遞 3。許多回顧性文獻報導推拿可舒緩頸部疼痛、腰背疼
痛 4，但目前以推拿為治療方式尚未有足夠強而有力的科學證據，因此，有
必要對其進行關於實證醫學與系統性的文獻回顧。
七、太極拳及氣功
太極拳是一種歷史悠久的中國武術，目前廣為西方國家所接受，並成
為重要的輔助及互補療法（CAM）
。從九零年代初期起 5，太極拳的臨床療
效及機轉便引起學者們廣泛的興趣。其中最主要的焦點，便是太極拳對於
老年人口健康的影響 6。甚至對於一些常見的退化性疾病，太極拳也能達到
一定程度的治療效果 7-9。本計畫也將對太極拳及氣功進一步進行實證醫學
文獻分析，以整理其效果。
八、蒐集各國之相關管理法規
民俗調理之療效可能被誇大、渲染，更時有相關醫療過失情形發生。
民眾對於民俗調理之需求增加，坊間相關機構亦因此增加，但執業人員資
格卻無特殊限制。各國對於民俗調理的管理制度也不相同，本計畫擬蒐集
各國傳統整復保健推拿之相關管理法規，包括：美國，加拿大，歐盟，中
國大陸及日本之相關管理法規進行比較，以供傳統整復保健推拿之政策管
理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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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實證醫學文獻評讀
(一) 研究設計：文獻評讀。
(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文獻搜尋來自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提供的
PubMed 資料庫，其資料庫內容包括 MEDLINE、PREMEDLINE
及 GENBANK 搜尋臨床實證醫學文獻。以「Acupressure」
、
「Spinal
manipulation therapy」
、
「Tai-Chi-Chuan」及「Qi-Gong」為關鍵字，
限制條件為「human」與「clinical trial」
，搜尋 2000-2010 年期刊
取得全文 PDF 檔之後，進行合理的文獻篩選。
(三) 資料分析：文獻整理與評讀依照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五個步驟進行
1. 問一個能回答的問題（formulating answerable clinical questions）
2. 尋找最佳的文獻證據（searching for the best evidence）
3. 嚴格的評讀文獻（critical appraisal）
4. 應用在病人身上（applying evidence to patients）
5. 稽核整個過程（audit）
最後參照本研究計畫主持人於 95 年接受行政院衛生署中醫
藥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重要內科疾病中草藥療效實證醫學之研
究」成果之證據醫學參考文獻評讀表，修訂為穴位按壓、整脊、
太極拳及氣功實證醫學文獻評讀表。並對各療法之療效進行整
理，運用評讀表建立指標，對個別文獻發表雜誌之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 IF)、問題支持度(supposition of question, SOQ):此為評讀者對
該文章所屬臨床問題經評讀後之評估量化指標。如果為”0”則表示
該文獻與所屬臨床問題完全無關，其支持度分正面與負面各三等
級，依所認定之等級填入;證據等級積分(score of evidence, SOE):
根據不同的證據等級給予(5-1)不同的積分，RCTs 給予 5 分，臨床
經驗或病歷報告則給予 1 分，其中 IF*SOQ*SOE 則稱為證據強度，
進行量化綜合比較。依表分別呈現文獻基本資料、研究簡要內容
並送請專家學者依評讀指標各項內容進行評讀後做成問題支持度
及評註，並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評讀，並於期末召開專家會議。
二、各國傳統整復保健推拿之相關管理法規
(一) 蒐集各國傳統整復保健推拿之相關管理法規
(二) 列表整理比較各國法規
蒐集各國傳統整復保健推拿相關管理法規如下：
1.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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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あん摩マッサ-ヅ指圧師、はり師、きゅう師等に関する法
律 2009 (江戶時期開始代代相傳的按摩師、馬殺雞師、指壓
師與針療師、艾灸師等相關法律)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2/S22HO217.html)
(2) 柔道整復師法 2009 (接骨師法)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45/S45HO019.html)
2. 美國
(1) Education Law Article 132, Chiropractic 2009（紐約州整脊法）
(http://www.op.nysed.gov/prof/chiro/article132.htm)
(2) Education Law Article 155, Massage Therapy 2010（紐約州按
摩法）
(http://www.op.nysed.gov/prof/mt/article155.htm)
3. 英國
(1) The Chiropractic Act 1994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4/17/contents)
(2) General Chiropractic Council 英國整脊協會 (GCC)相關出版
品( http://www.gcc-uk.org/page.cfm)
(3) General Chiropractic Council GCC-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2011
4. 加拿大
The Chiropractic Act 2010 (薩克其萬省整脊療法法案)
5. 澳洲
Chiropractors Act 2005 (西澳整脊療法)
6. 中國大陸
(1)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 (1994)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 (1999)
(3) 中醫師個體開業暫行管理辦法(1999)
(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 (2003)
(5) 依其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關於中醫推拿按摩等活動管
理中有關問題的通知(2005)
本計畫全文或部分翻譯上述各國法規，最後並加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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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實證醫學文獻評讀
(一) 以「Acupressure」為關鍵字，限制條件為「human」與「clinical trial」
，
搜尋 2000-2010 年期刊共有 152 篇。將非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文獻、非療效評估研究文獻及少數無全文文獻剔除後，論文數為 77
篇。此 77 篇論文依照計劃書所擬之評讀表進行評讀，評讀完成後依
照適應症加以分類及製作結論比較表。
(二) 以「Spinal manipulation therapy」為關鍵字，限制條件為「human」
與「clinical trial」
，搜尋 2000-2010 年期刊共有 253 篇。將非 SCI 文
獻、非療效評估研究文獻及少數無全文文獻剔除後，論文數為 63
篇。此 63 篇論文皆依照計劃書所擬之評讀表進行評讀，評讀完成後
依照適應症加以分類及製作結論比較表。
(三) 以「Tai-Chi-Chuan」為關鍵字，限制條件為「human」與「clinical trial」
，
搜尋 2000-2010 年期刊共有 134 篇。將非 SCI 文獻、非療效評估研
究文獻及少數無全文文獻剔除後，論文數為 81 篇。此 81 篇論文皆
依照計劃書所擬之評讀表進行評讀，評讀完成後依照適應症加以分
類及製作結論比較表。
(四) 以「Qi-Gong」為關鍵字，限制條件為「human」與「clinical trial」，
搜尋 2000-2010 年期刊共有 455 篇。將非 SCI 文獻、非療效評估研
究文獻及少數無全文文獻剔除後，論文數為 32 篇。此 32 篇論文皆
依照計劃書所擬之評讀表進行評讀，評讀完成後依照適應症加以分
類及製作結論比較表。
(五) 上述 4 類的評讀表及結論比較表彙集成冊如附件 1，文獻篩選過程
如附件 2。
(六) 本計畫為求慎重，特別將非 SCI 及中文文獻中大型臨床試驗之文獻
報告彙集於附件 3。
二、各國相關法規蒐集、翻譯及整理
(一) 蒐集日本傳統整復保健推拿之相關管理法規， あん摩マッサ
-ヅ指圧
師、はり師、きゅう師等に関する法律 2009(理療按摩指壓師、推
拿針灸師、針灸師等相關法規)、柔道整復師法 2009(接骨師法)，並
將此兩重要法規作全文翻譯如附件 4、5。
(二) 蒐集美國紐約州 Education Law Article 132, Chiropractic 2009（整脊
師法）
、Education Law Article 155, Massage Therapy 2010（按摩師
法），並將此 2 份重要法規作全文翻譯，如附件 6、7。
(三) 蒐集加拿大薩克其萬省法規 The Chiropractic Act 2010（整脊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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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此重要法規作全文翻譯，如附件 8。
(四) 蒐集英國 Chiropractors Act 1994（整脊師法）重點翻譯，並將 General
Chiropractic Council GCC-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2011 英國脊療
法規問答全文翻譯，如附件 9、10。
(五) 蒐集澳洲西澳 Chiropractors Act 2005（整脊師法）
，並將此份法規內
容重點翻譯，如附件 11。
(六) 蒐集中國大陸法規包括醫療機構管理條例 (1994)、中華人民共和國
執業醫師法 (1999)、中醫師個體開業暫行管理辦法(1999)、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 (2003)、依其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關於
中醫推拿按摩等活動管理中有關問題的通知(2005)，將此五篇法規
及通知重點整理並分析比較，分別如附件 12、13、14、15、16。
三、專家會議介紹及會議記錄
本計畫於 100 年 11 月 3 日於本校中國醫藥大學立夫大樓六樓第二會
議室召開「傳統整復保健推拿實證醫學文獻分析及各國相關法規蒐集專家
研討會」。
本次專家會議邀請下列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文獻評讀與討論：
林昭庚
謝慶良
張永賢
陳易宏
許昇峰
程錦宜
何宗融
孫茂峰
李育臣
吳依凡
周立偉
胡峰賓

教授
所長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兼任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副院長
主任
醫師
醫師
律師/法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針灸學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針灸學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復健科
律大法律事務所

會議中各專家分別對於穴位按壓、整脊推拿、太極拳以及氣功四個部
份的文獻評讀提出討論，確立後續評讀原則，並對各國法規部份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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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實證醫學文獻評讀(SCI 文獻)
一、 穴位按壓：
(一) 噁心嘔吐
穴位按壓關於噁心與嘔吐的療效文獻，共有 29 篇，依其噁心
嘔吐之成因分成手術、化療、懷孕、動暈症、視覺旋光與急性心肌
梗塞。正向效應有 20 篇，無正向效應有 8 篇，無法確認穴位按壓
療效有 1 篇。
由這些報導歸納出穴位按壓可能具有療效，分別有(1)手術後
所引起之噁心嘔吐(8 篇)：不論是以指壓、配戴穴位按壓腕帶或使
用固定塑膠球按壓均可能可以減緩手術後所引起之噁心嘔吐，而主
要療效穴位分別有內關穴(PC6／5 篇，AP-3、64、124、132、149)、
內關與神門穴(PC6 & HT7／1 篇，AP-129)、K-K9(韓國傳統穴位／
2 篇，AP-134、146)；(2)癌症所引起之噁心嘔吐(6 篇)：不論是以
指壓或配戴穴位按壓腕帶均具有相同效果，舒緩癌症所引起之噁心
嘔吐，而主要療效穴位分別有內關穴(PC6／5 篇，AP-25、54、58、
94、114)、內關穴與足三里穴(PC6 & ST7／1 篇，AP-152)；(3)動暈
症所引起之噁心嘔吐(2 篇)：以穴位按壓腕帶按壓內關穴(PC6)與繃
帶固定塑膠球按壓 K-K9(韓國傳統穴位)，可能可以減緩因動暈症
所引起之噁心嘔吐程度(AP-80、105)。另外有 AP-116 指出穴位按
壓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於恢復期所引起之噁心嘔吐具有正向效
應，可能可以減緩噁心嘔吐發生率，不過對噁心嘔吐的嚴重性及止
吐藥物的需求量並無顯示效果。
但於懷孕所引起之噁心嘔吐的 5 篇文獻，發現以內關穴(PC6)
為治療穴位，其中 3 篇以指壓穴位方式有正向效應(AP-50、97、
144)，另 2 篇分別以穴位按摩腕帶與繃帶固定塑膠球按壓法，則無
正向效應(AP-49、68)。此結果顯示穴位按壓內關穴(PC6)對於治療
懷孕所引起之噁心嘔吐的療效文獻結論並不一致。另於單篇文獻指
出穴位按壓內關穴(PC6)對於因視覺旋光引起之噁心嘔吐無正向效
應(AP-98)。
(二) 疼痛
穴位按壓關於疼痛的療效文獻，共有 15 篇，其中可分成妊娠
產痛、婦女經痛、送院前止痛、下背痛、慢性頭痛與手術後疼痛。
共有 14 篇文獻具正向效應，另 1 篇則無正向效應(AP-119)。這些
報導指出穴位按壓可能具有療效，分別有舒緩婦女的分娩疼痛(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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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三陰交，AP-1、89)與經痛(AP-15、28、52、92、133)；減輕小
型外傷患者入院前疼痛和焦慮，並提高整體醫療滿意度(AP-48、
72、127)；減緩下背疼痛患者之疼痛與提升生活品質(AP-67、95、
99)。此外穴位按壓對於慢性頭痛患者具有正向效應，可減緩頭痛
之發生(AP-21)。
(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症狀及生活品質
穴位按壓關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的患者(COPD)的療效文獻，共
有 4 篇，主要臨床試驗目的為改善呼吸困難、減緩焦慮與提身生活
品質。此 4 篇均為正向效應(AP-59、78、102、111)，顯示在標準
治療照護下， COPD 患者接受穴位按壓之輔助療法，可能可以減
少 COPD 症狀、降低焦慮與憂鬱，以及改善生活品質。
(四) 末期腎臟病患者之生活品質
穴位按壓關於末期腎臟病(ESRD)的療效文獻，共有 4 篇，均
屬正向效應(AP-104、107、117、112)，其主要臨床試驗目的為改
善疲勞、憂鬱、睡眠與生活品質。這些療效文獻顯示穴位按壓可能
可以改善末期腎臟病患者之疲勞、睡眠品質與生活品質，但與假穴
位按壓有相同效果，因此是否具有穴位特異性仍待商討。
(五) 中風患者之生活品質
穴位按壓關於中風患者的療效文獻，共有 3 篇，依臨床問題分
成心血管疾病、肢體運動與憂鬱、疼痛。其中 2 篇具正向效應，分
別 為 穴 位 按 壓 Jin Shin 穴 位 (非 正 統 的 按 壓 穴 位 )可 降 低 心 率
(AP-17)；穴位按壓可改善肢體運動與憂鬱程度(AP-26)。另 1 篇並
非評論穴位按壓對於減緩中風病人患部疼痛之療效，係指出結合精
油的穴位按壓療法減緩患處疼痛效果比僅接受穴位按壓為佳
(AP-60)。
(六) 糖尿病
穴位按壓關於糖尿病的療效文獻，共有 2 篇，均具有正向療
效，1 篇指出穴位按壓可減緩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併發症病程之發
展(AP-24)，另 1 篇可改善高風險糖尿病患者之生理參數(AP-42)。
(七) 焦慮
穴位按壓關於焦慮的療效文獻，共有 5 篇，依其成因分為手術
壓力與緊急救護送醫，且均顯示正向效應。這些報導指出穴位按壓
可能具有降焦慮的療效，分別為穴壓印堂穴(Yintang，經外奇穴)可
能可以降低手術前焦慮(AP-36、77、79)；按壓耳穴減少緊急救護
運送途中之焦慮感與疼痛程度(AP-53、115)。
(八) 體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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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按壓關於體重管理之療效文獻，共有 4 篇，其中可分成增
重與減重。於減重文獻有 2 篇正向效應(AP-19、65)，1 篇無正向效
應(AP-43)，這些報導顯示穴位按壓對於減重的療效文獻結論不一
致。增重文獻僅 1 篇，且顯示正向效應，指出穴位按壓可幫助早產
兒增加體重(AP-41)。
(九) 學齡兒童視力保健
穴位按壓關於視力保健的療效文獻，共有 3 篇，均為正向效
應。這些報導顯示穴位按壓可能可以改善學齡兒童的視力狀況不佳
之問題(AP-20、30、46)。
(十) 老年痴呆症患者之躁動行為
穴位按壓關於老年痴呆症患者之躁動行為的療效文獻，共有 2
篇，均顯示正向效應(AP-27、63)。此結果顯示穴位按壓可能可以
改善因老年痴呆症患者之躁動症狀，減少躁動行為、攻擊性的行為
和生理性非攻擊性行為，與改善照護等級。
(十一) 其他
穴位按壓對於其他疾病之單篇療效文獻共 6 篇，依病徵適應
症分成失眠(AP-4)、化療造成的疲勞(AP-47)、支氣管擴張患者的
症狀與生活品質(AP-56)、分娩(AP-121)、兒童夜間遺尿(AP-110)
與腹腔切除子宮之婦女的腸胃蠕動問題(AP-121)。其中穴位按壓
對於失眠、化療造成的疲勞、支氣管擴張患者之生活品質、兒童
夜間遺尿與腹腔切除子宮之婦女的腸胃蠕動問題有正向效應。
綜上所述，多數的文獻報導顯示穴位按壓對於手術後所引起之噁心嘔
吐、治療癌症所引起之噁心嘔吐、動暈症所引起之噁心嘔吐、妊娠產痛婦
女經痛、送院前疼痛、下背痛具有改善的效果，對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
者、中風患者生活品質有提昇的功效、焦慮、視力保健皆有正面的效應。
另有單篇文獻指出穴位按壓對於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於恢復期之噁心嘔吐、
慢性頭痛、失眠、化療所造成的疲憊感皆有改善的作用，也可減少支氣管
擴張症患者每日活動之不適感，縮短婦女生產分娩所需時間，對糖尿病病
患生理參數(血脂、腎功能、神經傳導、血中抗氧化酵素)具有正向效應。
二、 整脊治療：
(一) 急性下背痛
探討整脊對於治療急性下背痛之文獻共有 5 篇，2 篇顯示整脊
具有正向效應(SMT-122、160)，2 篇顯示無正向效應(SMT-67、85)，
1 篇非探討單獨整脊治療之作用(SMT-161)。這些報導整脊對於治
療急性下背痛的療效文獻結論並不一致，並且於其中 1 篇較大型
的臨床試驗發表於 Lancet 期刊，結果顯示無論是接受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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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lofenac)或是整脊治療，皆無法增加病患的恢復速度。
(二) 亞急性與慢性下背痛
探討整脊治療亞急性與慢性下背痛之文獻共有 16 篇，其中 4
篇(SMT-46、125、140、195)具有正向效應，4 篇(SMT-47、104、
111、209)無正向效應。而 SMT-42 指出不同程度的手法治並不會
對受試者造成不同的療效，但未能證明整脊的實際療效；SMT-127
證明整脊時發出聲響與否和療效沒有關係；SMT-52 評估傳統跌打
傷科之療效，並非整脊療效；SMT-145 評估併用藥物的效果，2
篇 (SMT-163 、 222) 無 對 照 組 或 非 評 估 整 脊 治 療 單 獨 之 療 效 ，
SMT-202 評估麻醉下整脊與傳統整脊之作用，SMT-247 非 RCT 試
驗，且非直接評估整脊治療之療效。以上結果無法結論整脊治療
具有確定之亞急性與慢性下背痛治療效果。
(三) 脊背痛
關於整脊治療背部與頸部疼痛之文獻共有 7 篇，所有患者均
為慢性疼痛，5 篇(SMT-21、149、156、186、217)結論為正向效應，
SMT-96 非探討單獨整脊治療之作用，SMT-166 無對照組無法確認
效果。此結果顯示整脊可有效治療脊背疼痛，但主要為紓緩短期
的疼痛。
(四) 頸部疼痛
關 於 整 脊 治 療 頸 部 疼 痛 之 文 獻 共 有 17 篇 ， 其 中 5 篇
(SMT-139、214、69、12、50)顯示整脊對於慢性頸部疼痛患者之
頸部活動範圍是有效的，但皆指出僅有短期療效，長期觀察則需
要更多的研究；有 3 篇(SMT-199、71、126)文獻顯示整脊需要結
合其他的復健方式（如熱敷、電療、運動治療等）
，其療效較佳；
5 篇(SMT-223、225、99、243、15)將整脊與其他治療方式相比較，
發現雖有改善，但分組間並無顯著差異；1 篇(SMT-48)顯示整脊可
改善女性機械性頸部疼痛患者主動張口程度與壓痛閥值；3 篇
(SMT-43、28、49)無法支持整脊治療頸部疼痛具療效。上述結果
顯示，整脊治療在減少受試者的頸部疼痛和增加活動角度上有正
向結果，但分組上大多合併其他治療(3 篇)，無法單獨證實脊椎徒
手矯正治療本身之療效，所以臨床上建議需加上復健運動治療等
相關治療以得到較好的療效。
(五) 頭痛
探討整脊與頭痛相關性之文獻共有 4 篇，其中 2 篇具有正向
效應(SMT-30、SMT-251)，分別為治療慢性頸因性頭痛與藉由按摩
舒壓減緩偏頭痛，另 2 篇顯示對頸椎性頭痛與緊張性頭痛無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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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SMT-29、41)，整脊對於治療頭痛的療效文獻結論並不一致，
可能與引起頭痛之不同病因有所關聯。
(六) 頸椎性暈眩
探討整脊與頸椎性暈眩相關性之文獻共有 3 篇，包含 2 篇
(SMT-88、237)顯示正向效應，但其皆為小型隨機臨床試驗，另 1
篇(SMT-250)則為臨床觀察，且為結合多種治療方法，所以無法提
供療效症據。此些結果顯示整脊可能可以放鬆肩頸肌肉的方式改
頸椎性善暈眩症狀，臨床試驗人數較少，屬於初探性研究，結果
顯示具有治療頸椎性暈眩的療效。
(七) 腰椎椎間盤突出
探討整脊治療腰椎椎間盤突出之文獻共有 2 篇，均指出整脊
療法與有效治療椎間盤突出的西方醫學療法之療效相似，所以皆
表示正向效應(SMT-1、240)。但本計畫評讀專家表示以西方醫學
觀點，椎間盤突出病患不建議直接以整脊方式治療，因其具有危
險性。
(八) 高血壓
探討整脊治療高血壓之相關性文獻共有 2 篇，皆無正向效應
(SMT-203、210)，顯示整脊不具有治療高血壓的療效。
(九) 其他
於蒐集的 7 篇文獻中，依適應症分別為(1)運動傷害之背痛、
後腿肌腱與下肢受傷症狀(SMT-13)、(2)顳顎障礙症(SMT-37)、(3)
慢性筋骨痠痛症(SMT-110)、(4)小兒科慢性氣喘症(SMT-218)、(5)
慢性網球肘症(SMT-224)、(6)嬰兒腹絞痛病症(SMT-230)、(7)纖維
肌痛症(SMT-248)，而其中整脊僅對纖維肌痛症具有正向效應，可
舒緩改善症狀所引起之疼痛、睡眠品質與疲勞程度。
綜上所述，整脊治療是否對於急性、亞急性與慢性下背痛、頸痛有治
療效果無法肯定，但對於脊背痛、具有短期的紓緩效果，此外，可能對於
頸椎性暈眩、纖維肌痛症也可能有紓緩的效果。
三、 太極拳(Tai-Chi-Chuan)：
(一) 跌倒
探討太極拳對於年長者跌倒問題的療效文獻共有 11 篇，依照
病徵適應症可分成跌倒頻率、預防跌倒、平衡、步態、降低跌倒
恐懼。本項目中支持太極拳對於年長者跌到問題有正向效應的文
獻共有 8 篇(TCC-14、63、80、99、100、102、109、119)，不支
持太極拳具有正向效應的文獻共有 2 篇(TCC-39、120)，1 篇認為
網路教學與社區中心教學會比在家自主訓練佳(TC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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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衡感
探討太極拳對於平衡感問題改善的療效文獻共 14 篇，依照病
徵適應症可分成走路能力、走路姿勢、同時動作、膝蓋穩定、本
體感覺、改善平衡、運動機能改善、動態跨步訓練、全身穩定、
足底壓力中心軌跡、對跌倒的恐懼、柔軟度。本項目中支持太極
拳對於平衡問題有正向效應的文獻共有 11 篇(TCC-47、57、66、
86、96、104、112、117、118、128、134)，不支持太極拳具有正
向效應的文獻共有 3 篇(TCC-21、35、77)。
(三) 骨關節炎
探討太極拳對於與骨關節相關問題之療效文獻共有 17 篇，依
照病徵適應症可分成骨質代謝、骨質疏鬆、類風濕性關節炎、骨
關節炎、膝關節炎、關節穩定度。本項目中支持太極拳對於關節
與骨質症狀有改善效果的療效文獻共有 12 篇(TCC-17、19、23、
30、56、58、67、70、71、115、122、129)，不支持太極拳對此項
目具正向效應之療效文獻共有 3 篇(TCC-13、74、76)，2 篇因無對
照組(TCC-75、127)，難以評估其有效性。
(四) 生活品質與認知功能
探討太極拳對於生活品質相關之療效文獻共有 10 篇，依照病
徵適應症可分成生活品質、認知功能、心理功能、幸福感、憂鬱
症狀。本項目中支持太極拳對於生活品質有正向效應的文獻有 9
篇(TCC-1、10、15、22、65、69、107、111、113)，不支持太極拳
對生活品質具有正向效應的文章有 1 篇(TCC-16)。
(五) 心血管疾病
探討太極拳對於心血管疾病患者療效的文獻共有 4 篇，依照病
徵適應症可分成感壓反射、心律變異、自主神經功能、脂肪代謝
異常與心衰竭症狀改善。本項目中支持太極拳對於心血管疾病患
者之療效有正向效應的文獻共有 4 篇(TCC-7、41、43、60)。
(六) 糖尿病
探討太極拳對於糖尿病患者的療效文獻共有 4 篇，依照病徵適
應症可分成生化概況、氧化壓力、生活品質、血糖控制、糖代謝、
胰島素敏感性。本項目中支持太極拳對於糖尿病患者療效問題具
正向效應的文獻共有 3 篇(TCC-4、26)，不支持太極拳對於糖尿病
患者具正向效應的文獻共有 2 篇(TCC-61、98)。
(七) 纖維肌痛
探討太極拳對於纖維肌痛患者之療效文獻共有 3 篇，依照病徵
適應症可分成減少肌肉骨骼疼痛症狀、改善睡眠品質，生理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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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功能、改善生活品質。本項目支持太極拳對於纖維肌痛有正向
效應的文獻共有 3 篇(TCC-6、79、124)。
(八) 抗病毒免疫作用
探討太極拳對於抗病毒免疫作用的療效文獻共 2 篇，依照適應
症可分成抗體反應與細胞免疫反應。本項目中支持太極拳對於抗
病毒免疫作用有正向效益的文獻共 2 篇(TCC-73、125)。
(九) 肌耐力
探討太極拳對於患者肌耐力之臨床療效文獻共 2 篇，依照病徵
適應症可分成肌肉強度、耐力、力量與動作改變。本項目中支持
太極拳對於肌耐力問題有正向效應的文獻 1 篇(TCC-31)，不支持
太極拳對於肌耐力問題有正向效應的文獻 1 篇(TCC-81)。
(十) 創傷性腦部損傷
探討太極拳對於創傷性腦部損傷患者相關的療效文獻共 2
篇，此兩篇文獻提供一個初步的結果認為太極拳在短期內是對創
傷性腦部損傷患者是沒有助益的(TCC-36、95)。
(十一) 其他
探討太極拳對於其它疾病療效文獻共 11 篇，依照病徵適應
症可分成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週邊神經病變、太極拳運動計
畫、帕金森氏症患者、久坐肥胖、新陳代謝控制、老人睡眠障
礙、對愛滋病患者影響、腹膜透析患者、類風濕性關節炎與身
體機能。綜合文獻結果，共有 7 篇文獻支持太極拳對於臨床病
徵有正向效應(TCC-3、12、44、46、97、114、130)，另外有 4
篇不支持太極拳的正向效益(TCC-32、38、101、103)，顯示太
極拳對於周邊神經病變、帕金森氏症、類風濕性關節炎無正面
作用。
綜上所述，多數的文獻報導顯示太極拳可預防年長者跌倒、改善年長
者平衡感、減輕年長者睡眠障礙，對於骨關節炎、心血管疾病、纖維肌痛、
免疫調節作用皆有改善效果。另有單篇文獻報導太極拳對於慢性阻塞性肺
炎、周邊神經病變、新陳代謝控制、愛滋病患者生理指數與身體機能有正
向效應。
四、 氣功(Qi-Gong)：
(一) 心理健康
探討氣功對於心理問題療效文獻共 8 篇，依照病徵適應症可
分成學校學生幸福感、自我形象、困擾、壓力；工作倦怠症；工
作壓力；急性心理反應；自閉症；喪親之痛；憂鬱症；慢性疾病
患者的心理評估。支持氣功對於心理問題有正向效應的文獻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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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QG-98、155、157、184)，無正向效應的文獻有 3 篇(QG-12、
53、286)，尚有 1 篇文獻沒有對照組較難提供證據力。氣功對於心
理問題是否具有正向效應尚無定論(QG-112)，需要更多的研究才
能確定。
(二) 免疫
探討氣功對於免疫的療效文獻共 3 篇，依照病徵適應症可分
為流感疫苗抗體反應、免疫細胞反應及細胞激素製造。氣功可以
改變受試者體內的細胞激素產生，皮質醇也顯著降低，但對於免
疫細胞及流感疫苗無正面效應。本項目中支持氣功對免疫系統有
正向效應的文獻有 1 篇(QG-316)，不支持氣功療效的文獻有 1 篇
(QG-282)，而另 1 篇依據其實驗組設計無法判斷氣功是否具有正
向效應(QG-146)。
(三) 疼痛
探討氣功對於患者疼痛問題的療效文獻共 6 篇，依照病徵適
應症可分成慢性疼痛、慢性頸部疼痛、長期非特異性頸部疼痛、
纖維肌痛。文獻報導結果並不一致，支持氣功對於緩解疼痛的正
向效應文獻共有 3 篇(QG-20、142、173)，而不支持氣功療效的文
獻亦有 3 篇(QG-80、131、233)，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探討。
(四) 高血壓
探討氣功對於高血壓的療效文獻共 3 篇，分別探討氣功對於
不同程度的原發型高血壓患者的正面效應。本項目文獻報告不一
致，但以具有正向效應的報導居多，支持氣功對於高血壓有正向
效應的文獻有 2 篇(QG-251、277)，不支持氣功療效的文獻有 1 篇
(QG-232)，可能具有部分正向效應。
(五) 癌症支持療法
探討氣功對於癌症的療效文獻共 4 篇，依照病徵適應症可分
成癌症患者的生活品質、疲勞、情緒、炎症；癌症患者的療程副
作用、發炎反應；乳腺癌化療免疫反應；乳腺癌化療效果及心理
狀態。有 3 篇文獻支持氣功具有正向效應，有助於化療患者治療
過程中的副作用以及提升生活品質(QG-46、200、207)，有 1 篇文
獻不支持氣功對於癌症患者副作用及發炎作用的正向效應
(QG-111)。氣功可能有助於癌症患者的生活品質。
(六) 其他
另外，有個別的單篇報導提出氣功對於其他疾病療效，顯示
氣功對於耳鳴、巴金森氏症、經前症候群、更年期婦女體能、心
臟自主神經活性以及輔助戒毒可能具有正向效應(QG-1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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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16、255、310)。
綜上所述，氣功對於心理問題、疼痛問題及高血壓是否具有正向效應
尚無定論，但較多數的文獻顯示氣功可能有助於癌症患者的生活品質之提
昇。另外，有個別的單篇報導提出氣功對於耳鳴、巴金森氏症、經前症候
群、更年期婦女體能、心臟自主神經活性以及輔助戒毒可能具有正向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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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傳統整復保健推拿之相關管理法規比較
按摩師
美國
國別
頒布日期
(更新日期)
/法規

美國(紐約州)
(2010/9/1)
Education Law
Article 155, Massage
Therapy

適用對象

人員以按摩身體軟組
織，改善肌肉張力與
循環系統，增加幸福
感、減少心靈與身體
的壓力與緊張，預防
疾病及恢復健康為
業。

整脊師
美國

理療按摩指壓師、推拿
針灸師、針灸師
日本
美國(紐約州)
日本
(2009/8/19)
1947/12/20(2009/4/22)
Education Law
あん摩マツサージ指圧
Article 132,
師、はり師、きゆう師
Chiropractic
等に関する法律
(理療按摩指壓師、推拿
針灸師、針灸師等相關
法規)
人員以人工或機械方 醫師以外，以按摩、理
法，診斷並矯正人體 療按摩或指壓、推拿針
結構性不平衡、變形 灸亦或針灸為業者。
或錯位(subluxations)
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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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骨師
日本

整脊師
加拿大

日本
1970/4/14(2009/4/22)
柔道整復師法

加拿大(薩克其萬省)
1995/1/1(2010)
The Chiropractic Act,
1994

接骨師

人員以下列方式為
業：
1. 利用調整方法，以
手治療人體一個
（含）以上關節
2. 診斷（包括所有
診斷方法）和脊
椎分析
3. 以書面方式等提
供指示與建議

國別
業務範圍

按摩師
美國

整脊師
美國

美國(紐約州)
按摩療法專業執業，
定義為從事將某個活
動的科學系統應用於
人體的肌肉結構，方
法為撫摸、揉捏、拍
打及用手或振動器振
動，以改善肌肉張力
和循環。

美國(紐約州)
目的在移除神經
傳導的干擾及相關影
響；這類干擾係因與
脊柱變形、偏移或錯
位有關或為這些因素
之結果。
故以人工或機械
方法，診斷並矯正人
體結構性不平衡、變
形
或
錯
位
(subluxations)為業。
可使用診斷人體
結構性不平衡、變形
或錯位的 X 光。
整脊師不被允許
治療任何傳染疾病。

理療按摩指壓師、推拿
針灸師、針灸師
日本
日本
1. 施術者不得進行外科
手術、或用藥、或指
示投藥等行為。
2. 除 經 醫 師 同 意 情 形
外，理療按摩指壓師
不得就脫臼或骨折患
部進行手術。
3. 推拿針灸師實施針灸
時，針、手指及進行
手術的局部皆需消
毒。
4. 不論任何人，除第一
條登載內容外，皆不
可從事類似醫療行
為。惟接骨為其業
時，依接骨師法（西
元一九七零年法律第
十九號）訂定辦法辦
理。

19

接骨師
日本

整脊師
加拿大

日本
1. 除醫師外，非為接骨
師者，不得以接骨為
業。（外科手術、投
藥等禁止）
2. 接骨師 不得進行外
科手術、或投藥、或
指示投 藥等行為。
（施術限制）
3. 除經醫 師同意情形
外，接骨師不得就脫
臼或骨 折患部進行
手術。惟緊急處置時
不在此限。

加拿大(薩克其萬省)
「整脊療法」係指；
1. 利用調整方法，以
手治療人體一個
（含）以上關節。
2. 診斷（包括所有診
斷方法）和脊椎分
析。
3. 以書面方式等提供
指示與建議。
不可進行以下事項：
1. 規範或提供處方
藥。
2. 進行藥物治療、手
術或助產。
3. 在疾病治療中，使
用整脊療法以外的
任何方法。
4. 根據細則，執業會
員可利用 X 光片，
搭配整脊療法的施
行。

按摩師
美國
國別
執業人員
名稱

專業證照
報考資格

理療按摩指壓師、推拿
針灸師、針灸師
日本
美國(紐約州)
美國(紐約州)
日本
只有符合本章持有證 只有依照本條款取得 醫師以外，以按摩、理
照或經過授權者，才 證照或免除者，才可 療按摩或指壓、推拿針
可執行按摩療法，而 從事整脊療法或使用 灸亦或針灸為業者，稱
且只有依本條款持有 「整脊師」
為理療按摩指壓師、推
證照者，才可使用「男 (Chiropractor)名稱。 拿針灸師、針灸師證。
按摩師」(Masseur)、
「女按摩師」
(Masseuse)或「按摩
師」(Massage
therapist)名稱。
高中畢業並從本局登
記有案且開設按摩療
法課程的學校或學院
畢業

整脊師
美國

過教育訓練，包括兩
年專業前大專學習和
四年整脊療法住院訓
練，符合局長規定。

擁有大學入學資格者，
三年以上，經教育部部
長認可之學校或為社會
福利與衛生部部長認可
之養成機構內，由社會
福利與衛生部部長核發
此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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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骨師
日本

整脊師
加拿大

日本
接骨師

加拿大(薩克其萬省)
除了會員外，任何人
皆不得使用「整脊師」
(Chiropractor)、
「整脊
醫師」(Doctor of
Chiropractic)，或隱含
該人從事或有資格從
事脊椎執業的任何字
眼、名銜或名稱，不
論是縮寫或其他方
式。

擁有大學入學資格
者，三年以上，經教育
部部長認可之學校或
為社會福利與衛生部
部長認可之接骨師養
成機構內學

已順利完成經加拿大
整脊醫學教育委員會
(Council on
Chiropractic
Education, CCE)核准
之整脊療法教育課
程。

國別
禁止執業
人員

按摩師
美國

整脊師
美國

美國(紐約州)
無規定

美國(紐約州)
無規定

理療按摩指壓師、推拿
針灸師、針灸師
日本
日本
符合以下任一號者，無
法取得證照。
1. 依照社會福利與衛生
部法令，因身心障礙
無法合理執行理療按
摩指壓師、推拿針灸
師或針灸師之業務
者。
2. 麻藥、大麻或鴉片成
癮者。
3. 受罰金以上刑責處分
者。
4. 4 除符合前項者外，與
第一條規定之業務相
關從事犯罪或不正當
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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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骨師
日本

整脊師
加拿大

日本
加拿大(薩克其萬省)
符合以下任一情形
1. 欠缺專業能力，需
者，不予核發證照。
要有事實，需要該
1. 依照社會福利與衛
會員顯示出：
(1) 缺乏知識、技巧
生部法令，因身心障
或判斷力。
礙無法合理執行接
(2) 漠視專業應提
骨師之業務者。
供的大眾福祉。
2. 麻藥、大麻或鴉片成
2. 違反專業操守，需
癮者。
要有事實，但任何
3. 受罰金以上刑責處
事情、行為或事
分者。
物，不論是否為可
4. 4 除符合前述情形者
恥或不名譽：
外，從事與接骨之業
(1) 有害大眾或協會
務相關犯罪或不當
會員之最佳利益
行為者。
(2) 有可能傷害專業
名望
(3) 違反本法案或細
則。
(4) 未遵守調查委員
會傳喚或董事會
命令；此即本法
案違反專業操守
之意義。

國別
廣告

按摩師
美國

整脊師
美國

美國(紐約州)
無規定

美國(紐約州)
無規定

理療按摩指壓師、推拿
針灸師、針灸師
日本
日本
只能登載下列廣告：
1. 說明為執業者與執業
者姓名及地址。
2. 第一條規定之業務種
類。
3. 顯示執業場所之名
稱、電話號碼及所在
地。
4. 執業日期或執業時
間。
5. 其他社會福利與衛生
部部長指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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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骨師
日本

整脊師
加拿大

日本
加拿大(薩克其萬省)
只能登載下列廣告： 執業會員可廣告
1. 說明為 接骨師與其
姓名及地址。
2. 顯示執 業場所之名
稱、電話號碼及所在
地。
3. 執業日 期或執業時
間。
4. 其他社 會福利與衛
生部部長指定事項。

整脊師
英國
頒布日期 1994(2011/06)
(更新日期) Chiropractors Act 1994
/法規

適用對象

在英國向整脊總理事
會 General Chiropractic
Council 註冊過的整脊
師

醫療推拿（醫師、中醫師）
中國大陸
醫療推拿：
1998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執
業法
1999 年 中醫師個體開業暫行管
理辦法
2003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
條例
取得醫師資格的，可以向所在地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
門申請註冊。受理申請的衛生行
政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
三十日准予註冊，並發給由國務
院衛生行政部門統一印製的醫
師執業證書。
醫師經註冊後，可以在醫療、預
防、保健機構中按照註冊的執業
地點、執業類別、執業範圍執
業，從事相應的醫療、預防、保
健業務。未經醫師註冊取得執業
證書，不得從事醫師執業活動。
按衛生部關於衛生技術人員的
職稱評定和職務聘任制度的規
定，取得醫師、中醫師資格，在
國家和集體醫療機構連續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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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按摩師
中國大陸
保健推拿：
中國中醫保健按摩行業管
理規章(2006 年討論稿)

整脊師
澳洲(西澳)
2005
Chiropractors Act 2005
Chiropractors Regulations
2007

年齡在 22 歲至 60 歲之間，
從事本專業工作 1 年以
上，通過培訓及技能鑑定，
通過審核頒發國家勞動和
社會保障部專用《中華人民
共和國職業資格證書》者。

若申請人符合以下條件並
已支付規定註冊費用，將受
理註冊：
申請人註冊要求如下：
1. 身體健康，適合被註冊為
整脊師
2. 未曾被判決有罪，致使該
人不適合執業作為整脊
師
3. 充 分 了 解 英 文 書 寫 和 口
語
4. 具 備 執 業 整 脊 療 法 的 充
分身心能力及技巧；
5. 根據第 3 點，已經取得此
類知識並且具備此類實
際經驗，委員會認為足以
讓該人有效執行整脊師
的工作。

整脊師
英國

業務範圍

脊椎指壓治療師關注
支援人體的骨骼與肌
肉框架（“肌肉骨骼系
統”）。肌肉骨骼系統
的某些問題，可能是由
意外事故、壓力、缺乏
鍛煉、不良姿勢、疾病
或日常損耗引起的。
因病症而異，脊椎指壓
治療師可能會推拿你
的部分脊椎或關節，並
向你提供有關鍛煉、自
助、飲食和生活方式的
建議。某些脊椎指壓治
療師還提供康復方案。
推拿涉及精確按摩或
移動關節或部分脊
椎，移動幅度有時超出
關節或脊椎的正常運
動範圍。

醫療推拿（醫師、中醫師）
中國大陸
本專業工作 3 年以上（牙科、針
灸、推拿 2 年以上），經地、市
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審核合格者
得以個體開業。
1. 以治療疾病為目的，在疾病診
斷的基礎上，按照中醫理論和
診療規範等實施中醫推拿、按
摩、刮痧、拔罐等方法，屬於
醫療活動，必須在醫療機構內
進行，非醫療機構不得開展。
2. 二、醫療機構開展推拿、按
摩、刮痧、拔罐等活動，應當
由在本機構執業的衛生技術
人員實施，不得聘用非衛生技
術人員開展此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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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按摩師
中國大陸

整脊師
澳洲(西澳)
6. 已 順 利 完 成 規 定 的 臨 床
實習期間
7. 委 員 會 認 為 等 同 此 資 格
之規定註冊資格
根據賓客的要求，運用以保 檢查並調整人的脊椎及相
健為目的的按摩技術，在人 關結構，目的為診斷與矯
體體表特定部位施以一定 正，但不使用藥物或外科手
力量的、有目的的、有規律 術、神經傳導和正常關節功
的手法操作活動。
能干擾、或規定描述的任何
其他類似系統。

執業人員
名稱

專業證照
報考資格

整脊師
英國
整脊師(Chiropractor)

醫療推拿（醫師、中醫師）
中國大陸
醫師、中醫師

具有整脊總理事會認
執業醫師資格考試：
可的整脊師：目前只有 1. 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業本科
在 2002 年 2 月以後從
以上學歷，在執業醫師指導
下，在醫療、預防、保健工作
英國整脊教育學院畢
業的畢業生，才擁有此
中試用期滿一年的；
法案認可的資格。但無 2. 取得執業助理醫師執業證書
後，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科學
規定要求不具正式整
歷，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
脊資格的整脊師申請
登記註冊
中工作滿二年的；具有中等專
業學校醫學專業學歷，在醫
療、預防、保健機構中工作滿
五年。
另外，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科學
歷或者中等專業學校醫學專科
學歷，在執業醫師指導下，在醫
療、預防、保健機構中試用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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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按摩師
整脊師
中國大陸
澳洲(西澳)
保健按摩師，又分為：
整脊師(Chiropractor)
初級按摩師
（國家職業資格五級）
中級按摩師
（國家職業資格四級）
高級按摩師
（國家職業資格三級）
按摩技師
（國家職業資格二級）
初級（五級）
申請人註冊要求如下：
1. 經正規初級保健按摩師 1. 身體健康，適合被註冊為
技能培訓，並取得畢（結） 整脊師
業證書；
2. 未曾被判決有罪，致使該
2. 從事或見習從事保健按
人不適合執業作為整脊
摩工作 1 年以上。
師
中級（四級）
3. 充分了解英文書寫和口
1. 取得初級保健按摩師職
語
業資格證書，且連續從事 4. 具備執業整脊療法的充
分身心能力及技巧；
保健按摩工作 2 年以上
並經正規中級保健按摩 5. 根據第 3 點，已經取得此
師技能培訓，取得畢（結） 類知識並且具備此類實
業證書；
際經驗，委員會認為足以
讓該人有效執行整脊師
2. 從師或見習保健按摩工
的工作。
作 3 年以上；
3. 取得醫學院校按摩專業 6. 已順利完成規定監督門

整脊師
英國

醫療推拿（醫師、中醫師）
保健按摩師
整脊師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澳洲(西澳)
一年的，可以參加執業助理醫師
畢業證書。
診執業期間
資格考試。
7. 委員會認為等同此資格
高級（三級）
之規定註冊資格
師承方式學習傳統醫學滿三年 1. 取得中級保健按摩師職
或者經多年實踐醫術確有專長
業資格證書，且連續從事
的，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
保健按摩工作 2 年以上
政部門確定的傳統醫學專業組
並經正規高級按摩師技
織或者醫療、預防、保健機構考
能培訓，取得畢（結）業
核合格並推薦，可以參加執業醫
證書；
師資格考試。
2. 取得按摩醫師職稱者。
技師（二級）
1. 取得高級保健按摩師職
業資格證書，且連續從事
保健按摩工作 2 年以上
並經正規保健按摩技師
技能培訓，取得畢（結）
業證書；
2. 取得按摩專業醫療主治
醫師中級職稱者。

禁止執業
人員

Chiropractors Act 未特
別說明禁止執業人員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執業
法規定：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予註冊：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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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理登記註冊者，才可執
行整脊療法。

整脊師
英國

醫療推拿（醫師、中醫師）
保健按摩師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二）因受刑事處罰，自刑罰執
行完畢之日起至申請註
冊之日止不滿二年的
（三）受吊銷醫師執業證書行政
處罰，自處罰決定之日起
至申請註冊之日止不滿
二年的
（四）有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
定不宜從事醫療、預防、
保健業務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六條 醫師註冊後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其所在的醫療、預
防、保健機構應當在三十日內報
告准予註冊的衛生行政部門，衛
生行政部門應當註銷註冊，收回
醫師執業證書：
（一）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蹤的；
（二）受刑事處罰的；
（三）受吊銷醫師執業證書行政
處罰；
（四）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暫停執業活動期滿，再次
考核仍不合格的；
（五）中止醫師執業活動滿二年
的；
27

整脊師
澳洲(西澳)

整脊師
英國

廣告

在廣告施行委員會
(CAP)的立場下，他們
希望，使用”Dr”當頭銜
的廣告商，不要暗示他
們提供一般性的醫療
行為資格。一般下，
CAP 建議若他們不具
備這種資格，就不要自
稱”Dr”。因此，整脊師
建議不要在廣告或對
患者的任何資訊上使
用”Dr”當頭銜。
當談論到自己時，例
如：印刷廣告、傳單或
網站時，整脊師希望能
在他們的名字後面括
號 內 使 用 標 題 的 ”Dr”
來描述他們的資格，例
如：John Bloggs (Doctor
of Chiropractic)。

醫療推拿（醫師、中醫師）
中國大陸
（六）有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
定不宜從事醫療、預防、
保健業務的其他情形的。
經中醫藥管理部本審查後，符合
規定要求，即可發給廣告批准文
號。醫療相關需符合醫療廣告管
理辦法之規範。

保健按摩師
中國大陸

整脊師
澳洲(西澳)

非醫療機構開展推拿、按 整脊師可廣告、顯示或公佈
摩、刮痧、拔罐等活動，在 其整脊療法執業之方式
機構名稱、經營項目名稱和
項目介紹中不得使用 “中
醫”、“醫療”、“治療”及疾
非醫療機構開展推拿、按摩、刮 病名稱等醫療專門術語，不
痧、拔罐等活動，在機構名稱、 得宣傳治療作用。
經營項目名稱和項目介紹中不
得使用“中醫”、“醫療”、“治療”
及疾病名稱等醫療專門術語，不
得宣傳治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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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實證醫學文獻評讀
穴位按壓之實證醫學文獻評讀方面，多數的文獻報導顯示穴位按壓對
於手術後所引起之噁心嘔吐、癌症治療所引起之噁心嘔吐、動暈症所引起
之噁心嘔吐、妊娠產痛、婦女經痛、送院前疼痛、下背痛具有改善的效果，
對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風患者生活品質有提昇的功效，此外，對
於手術前焦慮、送院前焦慮，視力保健方面皆有正面的效應。另有單篇文
獻指出穴位按壓對於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於恢復期之噁心嘔吐 、慢性頭痛、
失眠、化療所造成的疲憊感皆有改善的作用，也可減少支氣管擴張症患者
每日活動之不適感，縮短婦女生產分娩所需時間，對糖尿病病患生理參數(血
脂、腎功能、神經傳導、血中抗氧化酵素)具有正向效應。
整脊治療之實證醫學文獻評讀方面，文獻報導整脊治療對於急性、亞
急性與慢性下背痛及頸痛是否有療效之結論並不一致，其療效尚無法確
定，但較多文獻報導整脊治療對於脊背痛具有舒緩效果，可能對於頸椎性
暈眩也有舒緩效果，但必須小心診斷暈眩類別。此外也有個別單篇報導對
於纖維肌痛症有舒緩的效果。
太極拳之實證醫學文獻評讀方面，多數的文獻報導顯示太極拳可預防
年長者跌倒、改善年長者平衡感、減輕年長者睡眠障礙，對於骨關節炎、
心血管疾病、纖維肌痛、免疫調節作用皆有改善效果。另有個別單篇文獻
報導太極拳對於慢性阻塞性肺病、周邊神經病變、新陳代謝控制、愛滋病
患者生理指數與身體機能有正向效應。
氣功之實證醫學文獻評讀方面，氣功對於心理問題、疼痛問題及高血
壓是否具有正向效應尚無定論，但較多數的文獻顯示氣功可能有助於癌症
患者的生活品質之提昇。另外，有個別的單篇報導提出氣功對於耳鳴、巴
金森氏症、經前症候群、更年期婦女體能、心臟自主神經活性以及輔助戒
毒可能具有正向效應。
二、 各國傳統整復保健推拿相關法規
本研究蒐集了美國(紐約州為代表)、日本、加拿大(以薩克其萬省為代
表)、英國、澳洲(西澳為代表)、中國大陸等國有關按摩與整脊之規範，並
進行比較，發現各國鑑於國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制度。日本設有理療按摩
指壓師、推拿針灸師、針灸師、接骨師制度，而中國大陸係有醫療推拿及
保健推拿 2 種制度，醫療推拿係為醫師及中醫師之業務，保健推拿非由專
業人員施行。美國、加拿大、澳洲與英國有整脊師制度，但都必須經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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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學院之教育，甚至實習訓練，並且經過執照考試，始能從事該業務。由
所蒐集的實證醫學文獻，所能確認整脊治療的適應症項目有限，但其曾在
國內外引起若干爭議，且牽涉是否能以 X 光診斷問題。綜觀各國醫護專業
人員的訓練，與民眾健康息息相關，必須建立完善的教、考、用制度。目
前台灣尚未建立整脊相關的教育制度及證照考試制度，建議在這些配套措
施尚未健全之前，不急於設立此一制度。
穴位按壓涉及穴位的專業性，建議由中醫傷科進行的穴位按壓業務，
提供民眾另外一個治療的選擇，並由中醫傷科進行經絡理療。對於太極拳
項目，建議政府提倡並鼓勵民眾多進行太極拳的鍛鍊，以促進全民健康，
並發揚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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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0-RD-035

建立中醫畢業後臨床技能評估模式
蔡淳娟
義守大學

摘

要

中醫師的臨床能力是決定中醫醫療品質的重要因素，中醫藥委員在 2009 年
起建構了「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為了確實掌握中醫師在中醫醫療
機構負責醫師訓練期間，以及獲得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資格時之臨床能力，需
要有一套客觀而可靠的臨床檢定測驗，其中將融入中醫望、聞、聽、切四種診療
法與理、法、方、藥的技能運用，藉由經絡、穴位的手法診斷，及辨、證、論、
治的法則來評量學生的臨床技能能力，適行於台灣與中醫領域，其評量結果將為
學生與訓練計畫改進的依據，也藉此為社會大眾健康把關。

研究目的：
本計畫列出以下執行目標：訂定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床能力測驗目標、
分析比較不同的臨床技能檢定方式之優劣點、研擬適合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
床技能檢定之評估方式、研訂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技能檢定科目及技術項目、
以及訂定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技能檢定考官之資格及訓練辦法。

研究方法：
本計畫先蒐集臨床評量相關文獻，分析中醫訓練環境與各樣評量工具之優劣，
為達成上述目標，召開 3 次共識專家會議，邀請了涵蓋產、官、學三大領域的專
家，藉由討論加上問卷填寫的方式來建構臨床能力測驗目標。此測驗目標分別整
理成內兒一般症狀、內兒器官、婦女症狀、傷科、精神、操作型技術(含中藥調劑
和針灸)、西醫臨床技術、及中藥材五百方藥材。這些類別也分別由淺入深的學習
原則，分類成以下三類尺標系統：1. RIME 系統(Reporter 報告者、Interpreter 判
讀者、Manager 處理者、及 Evaluator/ Educator 評估者)，用於內兒一般症狀、內
兒器官分類、婦女、傷科、及精神的項目；2. 操作型技術使用了說出「適應及禁
忌症」、「模仿及協助執行」、以及「指導下獨立執行」的系統；3. 針灸類則使用
了「適應／禁忌症」
、
「穴位取穴方法與選用適當針具」
、
「補瀉手法與針刺深度」
、
及「效果評量」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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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在短時間內讓專家充分討論，並得到確實的共識證據，本研究使用 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輔助設計的討論架構，使大眾意見之共識趨近一致。
最後舉行「成果發表會」。

結果：
在訂定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床能力測驗目標上，本研究將症狀涵蓋了
153 項。其中，內兒一般症狀共有 0 項 R、5 項 I、22 項 M、及 1 項 E；內兒器官
則有 0 項 R、9 項 I、39 項 M、及 4 項 E；在婦女症狀，則整理出 0 項 R、0 項 I、
17 項 M、及 0 項 E；傷科有 0 項 R、2 項 I、5 項 M、及 0 項 E；精神有 0 項 R、
3 項 I、5 項 M、及 0 項 E。在操作型技術上，整理出 5 項說出適應和禁忌症、2
項模仿及協助執行、及 19 項指導下獨立執行。而操作型技術的針灸則有 1 項適
應/禁忌症、1 項穴位取穴方法與選用適當針具、0 項補瀉手法與針刺深度、及 2
項效果評量。中藥材上，則列出了 265 項飲片和 206 項方劑。
本計畫也整理出適合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床技能檢定之評估方式的 4 項
必要評量工具及 3 項建議評量工具。當中的必要評量工具包含：360 度全方位評
量、Mini-CEX、DOPS、及護照；建議評量工具則有：學習歷程檔案、OSCE、
及合格證書。
最後，在訂定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技能檢定的考官資格及訓練辦法中，則
以已修下列四項草規：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完訓辦法(草案)」
、
「中醫醫療機構
負責醫師訓練課程臨床技能測驗要點(含測驗範圍及測驗目標)(草案)」
、
「中醫臨床
技能測驗考官資格」、及「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訓練辦法(草案)」。

結論：
本計畫也經由成果發表會的執行，將與會專家對於本計畫的執行結果的意見，
彙整於本計畫書的討論章節中。
關鍵詞：中醫、醫學教育、考評、認證、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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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kills in Post Graduate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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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hysicians’ clinical competen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healthcare quality in Taiwan. In order to guarantee
physician competency for practicing Chinese Medicine at the end of PGY residency
training, there is a need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clinical assessment. The results of the
clinical assessment were applied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program and certification as
well.

Methods and Results:
This study included five projects: 1. To define the examination objectives. On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clinical presentations that patients brought to visit doctors
were used for writing a frame work. After several revisions by groups of experts in six
meetings, we concluded with 153 objectives. 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was
used for concensus gathering. 2. To review literatures for the assessment tools in
clinical medicine, and compare their weakness/strength and explore the uses in the
context of TCM in Taiwan. 3. To determine proper assessment tools used during the
post-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s in Chinese medicine residents. Four required
assessment tools and three suggested assessment tools were selected during the
meeting. 4. To determine the subjects and technical skills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skil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in-training years and the exist of the program. 5.
To draft four regulations for the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skil examination,
rater-training program, and rater qualification.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bove meetings, Delphi method and the classroom technology (e.g., interactive
response keypads) were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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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we hosted a presentation meeting opened to the public (including the
stake-holders). We also invited experts from training hospitals, academic institutes,
and the government.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concensus derived from experts in Taiwan, which will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in-training assessment and the exist
certification in post-graduate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education, assessment, certification,
PGY, clin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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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醫在台灣醫療照護上扮演一重要角色，中醫師的素質則是決定中醫
醫療照護品質的最重要因素。好的中醫師能夠施行以病人為中心之全人照
顧，他/她們需要扮演起下列五種角色: (1).專業中醫師 (Professional in
Chinese Medicine); (2).教育/學者(Educator/scholar); (3).病患利益之代言人
(Advocator); (4).醫療團隊成員/領導者(Collaborator/ leader) ; 及(5).溝通協調
者(Communicator)。美國住院醫師教育評鑑委員會(ACGME,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將一位醫師所需的臨床能力劃分為
六大面向(Domain): 臨床照顧病患能力(Patient care)、專業知識 (Medical
knowledge)、 工 作 中 持 續 學 習 與 改 進 的 能 力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 人 際 關 係 及 溝 通 能 力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專業 素養 (Professionalism) 、 合於 社群照護 體制之執 業
(System-based practice)等。
一、臨床能力是多面向的
醫師的臨床能力並不是單指操作型技術(Psychomotor skills)，而是為了
能成功擔任上述五種醫師角色而需具備的完整能力。美國住院醫師教育評
鑑委員會(ACGME,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11
將一位醫師所需的臨床能力劃分為六大面向(Domain): 臨床照顧病患能力
(Patient care)、專業知識(Medical knowledge)、工作中持續學習與改進的能
力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 人 際 關 係 及 溝 通 能 力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
合於社群照護體制之執業(System-based practice)等，這些能力也都是中醫師
必須具備的臨床能力，因此，也就是中醫師養成教育所必須再三致意的項
目。
二、中醫醫學教育面臨挑戰
在西醫醫療與資訊科技日新月異，醫療環境快速變遷，又病人意識高
抬之際，要培育中醫學生成為一二十年後的良醫，能具備好中醫師所需的
臨床能力，是個很大的挑戰。在航空交通科技進步之今日，跨國際商業之
蓬勃發展之下，地球變成「平面的」
，疾病隨著跨國病人在世界各地傳播，
病人也因各種原因跨國求醫，大家也發現許多醫師由開發中國家遷徙至已
開發中國家，或由開發中國家進入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醫療救援行動，醫療
國際化已經邁入無法回頭的趨勢，醫療的品質需要有一致的水平，醫學教
育更被要求一定的標準，醫學教育如今也「平面化」了。
中醫醫學要與世界醫療照護體系接軌，需要保存傳統醫學無以被取代
的特色，又要將各樣論證與治療療效具體化，中醫醫學於是致力於將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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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專業用語、理論與經驗，與西醫醫學間取得對話，落實在醫師與各樣
病人間的溝通，或於中西醫師及其他專業人員之間的整合照顧或知識交換，
近年來，在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的推動下，中醫醫學教育結合了現代醫學
教育的進步理念，要求教學成效提升、並主張確實評量學生的臨床能力，
以掌握其一定水平，確保中醫醫療機構照護品質。
為達成上述目標，中醫藥委員會的「建構中醫整體臨床教學體系
2002-2008 計畫」4 以及 2009 年「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1，完
成規劃組織，整合師資、設施，建立模式，訂定計畫、編訂教材及落實教
學訓練等。如今，畢業後中醫師的養成教育已進入規範清楚的體系(如圖一)，
中醫學系畢業且實習期滿以後，就進入兩年期中醫一般醫學訓練(PGY1 及
PGY2)，學員執行監督指導下的臨床工作，即相當於西醫的住院醫師(R1 及
R2)，不同的是，這乃是不分科的中醫一般醫學:完成這兩年訓練者得成為中
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反之，沒有完成者不能獨自開業)。兩年期 PGY 完成
後，學員得以繼續第三、四年的住院醫師訓練，此期間可以依據個人之生
涯規劃，選擇進行次專科訓練成為中醫專科醫師，或在某中醫相關學術領
域發展(例如:進入碩士或博士學程)，加入行政能力與研究能力之訓練，而
後成為中醫教育/學術單位之主治醫師。

圖一、中醫教育體系
從中醫醫學生至成為中醫的專家過程，有三個資格鑑定關卡：：
1. 中醫學系畢業
2. 獨立執業(開業)
3. 專科
中醫學員通過門檻者，能取得下一階段之資格，而擔負適當的任務，
茲描述各門檻之資格與任務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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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醫教育體系各門檻資格與任務
門檻

資格(任務)

2.獨立執業(開業)

成為監督指導下的(under-supervised) 中醫
醫療機構負責醫師
成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

3.專科

成為中醫學術單位主治醫師或學者

1.中醫學系畢業

為全民健康把關，善盡社會責任，主管醫療教育之機構必須確實核考，
以掌握上述中醫師三關卡的臨床能力，這三個門檻之中醫師臨床技能檢定
則需要依據其下一步的任務(職責)而定，其測驗內容/目標、與及格標準的
設定並須充分考量受試者是否有足夠能力，安全地擔負起下一階段工作。
三、以紙筆測驗純考中醫理論的時代過去了
客觀的臨床技能評估是改善臨床能力的重要方法，資格/證照考評更需
審慎進行，不能再僅以紙筆測驗純考中醫理論。
醫者的臨床技術乃具多面向的能力展現(Performance)，無法用單一測驗、
也無法單以紙筆測驗呈現之，需要觀察考生所「展現」的臨床能力給予評
等，因此需使用到可以評量「表現 (Performance-based) 」的評量工具。
「正
確」評量臨床能力最好能在各個場合中觀察學員醫療工作中的表現，或以
各樣的臨床問題，要求學生解決，而由多位指導醫師、其他人員、同儕、
或病人，從不同角度進行觀察評估，需要有評分者間共識及設計良好的評
估表，通常這類測驗進行起來耗時費力，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當考量到
時間/人力/預算。
目前國內對中醫師訓練的考評尚未更新落實，證照考試則停留在傳統
的紙筆測驗，無法正確反映學生的臨床能力，中醫界尚未建立對中醫臨床
技能評估方式的共識，因此，影響到中醫住院醫師臨床訓練成果評量之客
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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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Miller’s pyram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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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訂定中醫師臨床能力測驗目標
一、背景
建立臨床技能評量首先須定義測驗範圍與測驗目標，研究小組先擬出，
在中醫基層醫師訓練結束時，學員需具備的臨床能力之最低門檻 (minimal
requirement of clinical competency)。
「中醫醫療機構醫師訓練結束時」以及「成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
時需要具備 ACGME 的六大臨床能力，並融會中醫「望聞問切、理法方藥、
辨證論法、經絡穴位」等臨床技能方法；本研究著重於釐清 ACGME 的六
大臨床能力其中的「臨床照顧病患能力與專業知識」一項，但是並不代表
ACGME 中 其 他 四 項 (professio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and system-based
practice)不在評量範圍中。研究得到的這些測驗目標將來會用於各種測驗的
選題參考、用以製作測驗藍圖、或做為及格標準之設定依據。
以下說明此訂定測驗範圍與測驗目標的過程與使用的方法：
(一)研究方法
問卷一開始採用 University of Calgary 的 Clinical Presentation
Curriculum (CPC)課程發展架構來製作中醫臨床技能問卷之項目。
過程中，計畫小組也參考了吳勝賢 5、陳立德 6、黃維三 7、陳榮洲
8 所著作出版之教科書來協助問卷的建立。問卷在經過了約六次的
修改後，由原本的 309 項學習目標，到最後達到共識的 153 項。
問卷建立後即開始發放作業。計畫小組是依據建立中醫師臨床
訓練制度專家共識計畫(CCMP99-RD-064)當中的中醫專家群來進
行問卷的發放。而一開始發放的方式，除了使用傳統的紙本發放外，
也使用了 e-mail 電子附加檔以及 Google Docs 網路問卷來進行。在
網路問卷上，為了選擇合適的問卷規格，計畫小組在網路搜尋後決
定採用 Google Docs 預設的表格來建構中醫臨床技能問卷(上)
(http://bit.ly/fzXCud)及中醫臨床技能問卷(下) (http://bit.ly/i3St4n)，
總計網路問卷共發放給 37 位專家進行填寫。但因資料統計數據有
很大的分歧性，因此便決定進行二次問卷發放。在經過專家會議一
的解釋及討論後，最終決議問卷的共識應以當天與會來賓所填寫的
問卷做為主要考量以增加問卷的信效度。而在專家會議一當中未達
到共識的項目(48/154)，則以計畫小組開會討論做為決定。在資料
匯集完成後，問卷資料的部分，本計畫以 Microsoft Excel 來進行資
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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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過程
1. 第一階段：架構草案
計畫小組採用 University of Calgary 的 Clinical Presentation
Curriculum (CPC)課程發展架構製作此中醫臨床技能問卷之項
目。
CPC 是一個人、家庭、或某一族群所呈現來尋求醫師協助
的臨床問題或症狀，例如胸痛 (chest pain)、抽搐 (seizure)、腹
痛(abdominal pain)…等，University of Calgary 共計呈現 125 個
臨床表現(附件一)。因為病人不論看中醫或西醫皆以身體的症狀
呈現給醫生，因此 必須知道中醫學生是否有解決病人症狀的能
力。依據這些患者來看醫師的表現症狀，計畫小組以 CPC 做為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的學習目標架構，並修正其項目並
分類為一般、內兒科、女性、傷科、精神、及操作性技術共六
部份以符合中醫的醫療領域之用。
2. 第二階段：綜合典籍
問卷建構的第二階段為修改上述病人的臨床表現症狀，使之
適用於中醫臨床領域。此階段參考了吳勝賢 1、陳立德 2、黃維
三 3、陳榮洲 4 所著作出版之教科書；並對計畫小組發出原始問
卷(附件二之(一)，尋求其修正意見或添加項目。
針對學員學習評量的標準，計畫小組則依照 Pangaro5 發表
的 RIME 醫學學習評量原則，來選擇學生能最起碼獨立執行的
能力。RIME 是以報告者(Reporter)、判讀者(Interpreter)、處理
者(Manager)、及評估者(Evaluator)組成；學員的臨床能力應依
照 RIME 的順序逐年增加。依照此評量系統所建構出的學習目
標，將有利幫助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受訓學員瞭解在未來各
階段應習得的技能。
3. 第三階段：修整
接下來，計畫小組針對本問卷之建構召開三次小組會議。第
一次會議除了向小組成員解釋臨床症狀的分類架構外，也對於
專家會議的會議地點、舉辦次數、及專家邀請人數進行討論。
在接下來的第二次內部會議，計畫小組就問卷的架構內容進行
討論及修改，並說明討論 RIME 之評量標準，並針對操作型技
術的評量方式修改為「說出適應症」
、
「模仿、協助執行」
、及「指
導下獨立執行」為標準。在第三次的內部會議中，也將操作型
技術當中的針灸的穴位建議以安全區域、低風險區、中風險區、
及高風險區來進行評量；而當中的評量方式也決定更改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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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禁忌症」
、
「穴位取穴方法」
、
「選用適當針具與器械」
、
「補瀉
手法與針刺深度」、及「效果評量」的標準。
4. 第四階段：填寫問卷
本問卷經過前三階段的修改後，將問卷放置網路上並 e-mail
邀請專家填寫，此時填寫專家們產生諸多疑問，經計畫主持人
一一電話解釋、或再使用 e-mail 書信解釋後，仍然難以令填寫
專家完全了解填寫方法，故於第一次專家會議中印出紙本問卷 ，
全部重新蒐集資料。此次，每一題都經主持人解釋並進行雙向
溝通，直到填寫者完全了解 ，並以 IRS 投票產生答案，當場寫
在紙本資料上。此次紙本問卷共發出 27 份，至於沒有參加第一
次專家會議但有參與網路問卷作答者，其填寫資料僅供參考，
故此份共識只依據當天參加會議且經溝通清楚之後所得到的答
案為基準。
第一次專家會議中，與會專家得到共識的項目涵蓋內兒一般
症狀、內兒器官分類、婦女、傷科、精神、操作型技術。另外，
與會專家就紙本問卷中的一般、內兒科、女性、傷科、精神、
操作型技術、以及中藥調劑和基本手法和針灸，表達他們的意
見來進行共識，共識產生的定義為當天與會專家填寫的問卷中，
其單一評量項目超過 50%專家的投票率，而未達到 50%專家共
識的項目則決定由組畫小組開會討論做共識。
會中在進行 IRS 投票時 ，專家們建議依據當天與會者的意
見來進行部份項目的修改 ，修改的項目為基本手法治療與進階
手法治療，針灸則依據各專家對每個風險區域中的每個穴位的
認定標準是否一致。若專家的意見都一致時，計畫小組只就分
類(風險區)來做標準判讀。因此，此次的問卷評量項目由原本的
303 項下修至 142 項。
5. 第五階段：最後共識
在本階段，計畫小組將問卷回收後，將未達到共識 (小於
50%專家投票率)的項目作討論，在達到組內成員共識後，這些
項目即成為做為學員應該學會的學習目標。此次內部會議中，
也建議將中藥材列入學習評量目標 。
6. 第六階段：補充
本計畫中的中藥材五百方藥材主要是邀請義大醫院中藥科
主任吳宗修博士來制定。吳宗修博士目前亦擔任中華民國藥事
品質改革協會的社區藥學品質發展委員會與藥事法律事務委員
會的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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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介紹中藥材五百方藥材的修訂過程：
(1) 複方(方劑)：使用中醫藥委員會公告在行政院衛生署中
醫藥委員會網站內的中藥方劑兩百方，此中藥方劑兩百
方乃依據中藥標準方而設定，中藥標準方是衛生署邀請
各專家學者審核坊間常用的複方方劑、其規格、劑量、
品項，統一後編訂出來的標準方。2
(2) 單方：單方的選擇以臨床上常用、性狀的描述清楚、易
於辨識、且在臨床上會實際使用到為選取標準。此單方
資料亦出現在中醫藥委員會的網站上。3
(3) 選用藥的用書參考也使用到了謝明村教授的中藥藥材學
理。10
在初步制定了中藥材五百方藥材後，計畫小組再進行了
一次的內部會議，由小組成員修改或增加藥材，並在第二
次專家會議中，將中藥材五百方給與會專家閱覽後同意。
其中劇毒藥雖不會於臨床上使用，但極須教育學員辨識並
避免之，故列於五百方藥劑中。
關於西醫臨床技術，本計畫也在第二次專家會議中，再
補充調查，並請與會專家對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於訓練
其間所應習得的 11 項西醫臨床技術就以下三個評量尺標去
填寫問卷；學生們能從第一階，也就是最基礎的尺標，去
「說出適應、禁忌症」
，再至第二階的「模仿、協助執行」
，
到最高階的「指導下獨立執行」這三個尺標去執行學習。
經過充分討論後，以紙本問卷的填寫來蒐集共識資料。
綜合上述各階段的成果，計畫小組將臨床技能測驗目標依照病人來看
醫師的主要症狀表現分類成：1. 內兒一般症狀；2. 內兒器官分類；3. 婦女；
4. 傷科；5. 精神；6. 操作型技術(含針灸及中藥調劑)；7. 西醫臨床技術；
以及 8. 中藥材五百方藥材。
二、各項臨床能力之評定尺標說明
本計畫所列出的測驗目標，特別以學生在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
結束後，應該要知道將病人的問題會處理到什麼程度，
以下所列出的評量標準是以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可在「模擬訓練環
境中」(例如：OSCE, Mini-CEX,臨床技能訓練室)、或在臨床實境中，被充
分監督指導下，面對各種不同問題時，能夠展現的臨床能力的方式列出(但
還不算是真的能完全獨立執行醫療行為)。
(一) RIME system
由於在訓練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時，我們對他們的臨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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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是逐年增加的；因此，在以下的類別(內兒一般症狀、內兒器
官分類、婦女、傷科、精神)所列出的評量標準─ Reporter (報告者)、
Interpreter (判讀者)、Manager(處理者)、Evaluator/ Educator (評估者)，
則依據個人能力成長順序(RIME)來規畫。學習順序通常是由常見、
簡單、危急、而重要的疾病開始、這些狀況會被要求要先學會到可
以獨立處理(即 M 或 E)。
依照 RIME「教育深度」的依循原則由淺入深，分別說明如下：
(1) 報告者(Reporter)：能夠以可靠、尊敬、誠實的態度收集病人的資
料，進行四診檢查(望聞問切)，且能和團隊成員溝通討論，能夠
回答「是什麼(What)」的問題 (回答病人是什麼樣的症狀、不需
診斷)。
(2) 判讀者(Interpreter)：能做有組織條理且有價值的病情回報， 可
以主動思考病人的問題，並可以應用所需的知識來做合理的辨證
(診斷)，能夠回答”為什麼(Why)” 的問題 (能夠判斷病因病機及
轉診)。
(3) 處理者(Manager)：依據辨證結果及經驗做出可行的臨床處置， 能
夠回答”如何(How)”以解決病人之問題 (辨證論治、對病人衛
教)。
(4) 評估者(Evaluator/ Educator )：能給予他人/病人教導與回饋 能自
我改進及自我反省(研究)，形成個人的改善計畫(醫者自我提升：
含溝通技巧、信心與專業度)。
(二) 操作型技術
其他類別的分類標準說明如下：在操作型技術及西醫臨床技術
類別中，學習順序同樣的由淺入深分成:
(1) 說出適應、禁忌症(Des): Description
(2) 模仿、協助執行(IP) : Imitation practice
(3) 指導下獨立執行(SP): Supervised practice。
(三) 針灸類別
最後，在操作型技術的針灸類別裡，也將分類標準依淺入深的
方式分為:
(1) 適應／禁忌症(IC)：Indication/contraindication
(2) 穴位取穴方法與選用適當針具(PT)：Point and tool
(3) 補瀉手法與針刺深度(MD)：Maneuver and depth
(4) 效果評量(Evl)：Evaluation
(四) IRS 投票系統
本 測 驗 目 標 的 建 立 也 另 外 使 用 了 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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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pad)投票系統來協助專家意見的統整。IRS 的使用時機為召開專
家會議時，針對特定的議題，以現場發放的投票按鍵 (圖三) 來進行
意見的收集。

圖三、IRS 投票系統
三、專家群介紹
第一次專家會議所邀請的專家群是依據建立中醫師臨床訓練制度專家
共識計畫(CCMP99-RD-064)中的中醫專家群來進行邀請，當中的專家學者
們分別代表自家服務的教學醫院或為中醫界內、傷、婦兒等科別的代表性
醫師。
四、結果
本問卷的網路版本總共發出 37 件樣本，回收 25 份，回收率為 67.57%；
而在第一次專家會議上的問卷發放 ，共發出了 26 份，回收了 20 件，回收
率為 76.92%。由於專家對網路版問卷多所疑問，其蒐集之結果僅供參考，
本研究結果僅呈現共識會議現場專家之意見。
在第二次專家會議上請專家填寫的西醫臨床技能問卷共發出了 22 份樣
本，回收了 15 份，回收率為 68.18%。
經多次修改下，以下列出本計畫統計出的臨床技能能力資料。其中，
顯示為粗體的數據為達到共識之項目。
(一) 使用 RIME 評量尺標訂定的各項臨床技能項目之學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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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全身症狀
內

I

M

E

兒

1

昏迷、意識不清

68.4%

15.8%

5.3%

2

菸毒癮

57.9%

15.8%

10.5%

3

頭髮、指甲異常

7.9%

18.4%

47.4%

4

體表腫塊

47.4%

15.8%

5

肥胖

31.6%
21.1%

57.9%

21.1%

6

肌瘦、體重減輕

21.1%

47.4%

31.6%

7

發燒、畏寒、寒顫

10.5%

47.4%

42.1%

8

耳朵疼痛

10.5%

57.9%

21.1%

9

視覺模糊

21.1%

57.9%

15.8%

21.1%

47.4%

31.6%

21.1%

36.8%

36.8%

5.3%

47.4%

42.1%

5.3%

57.9%

31.6%

14 痙攣、抽筋
15 高血壓

31.6%

52.6%

10.5%

0%

63.2%

36.8%

16 耳鳴、耳聾
17 背痛

5.3%

47.4%

42.1%

5.3%

57.9%

36.8%

15.8%

42.1%

36.8%

26.3%

52.6%

21.1%

5.3%

57.9%

36.8%

15.8%

63.2%

21.1%

42.11%

52.63%

5.26%

15.8%

42.1%
36.8%

42.1%
52.6%

10 蒼白
11 虛弱、無力、身體虛弱
12 盜汗
13 聲音沙啞；失音

18 水腫
19 膿瘍
20 皮膚問題:癢、乾燥、出疹
21 異常體味
22 膚色/黏膜發紫（發黑）
23 食慾、口慾異常
24 頭痛

5.3%

兒童
25 矮小
26 青春期轉大人 (保健類)

47.4%
15.8%

36.8%

15.8%

57.9%

26.3%

27 兒童營養(保健類)
28 兒童生長發育(青春期前) (保健類)

15.8%

47.4%

36.8%

21.1%

52.6%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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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技術項目

I

M

E

內兒器官分類
29 呼吸喘

21.1%

47.4%

31.6%

30 咳血

42.1%

47.4%

10.5%

31 打呼

47.4%

42.1%

10.5%

32 胸痛

26.3%

42.1%

31.6%

33 癲癇

68.4%

21.1%

10.5%

34 休克

73.7%

15.8%

5.3%

35 吐血

52.6%

31.6%

15.8%

36 血便

26.3%

42.1%

31.6%

37 暈厥

52.6%

42.1%

5.3%

38 呼吸有聲音

31.6%

52.6%

15.8%

39 有痰

0%

68.4%

31.6%

40 失音

15.8%

63.2%

21.1%

0%

57.9%

42.1%

5.3%

68.4%

26.3%

0%

68.4%

26.3%

44 心悸、心慌

10.5%

57.9%

31.6%

45 胸悶

10.5%

57.9%

31.6%

46 臉潮紅

26.3%

52.6%

21.1%

5.3%

47.4%

47.4%

0%

57.9%

42.1%

49 打嗝

5.3%

52.6%

36.8%

50 胃痛

5.3%

47.4%

47.4%

51 腹痛

5.3%

52.6%

42.1%

52 嘴破洞 （口破）

5.3%

52.6%

42.1%

53 大便顏色改變

26.3%

52.6%

15.8%

54 傷口復原不易

21.1%

52.6%

26.3%

55 黃疸

21.1%

63.2%

15.8%

56 腹部腫脹

36.8%

52.6%

10.5%

41 流鼻水/鼻涕
42 流鼻血
43 喉嚨乾澀、疼痛、口乾舌燥

腸胃脾
47 嘔吐
48 胃酸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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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技術項目

I

M

E

泌尿生殖
57 尿濁、尿起泡

15.8%

68.4%

15.8%

58 血尿

15.8%

63.2%

21.1%

59 少尿

21.1%

63.2%

15.8%

60 漏尿

10.5%

63.2%

26.3%

61 頻尿

5.3%

63.2%

31.6%

62 腰脅痛、腰痠

5.3%

57.9%

36.8%

63 遺精、早洩

5.3%

65.8%

28.9%

10.5%

55.3%

34.2%

0%

68.4%

31.6%

21.1%

57.9%

21.1%

67 口渴

0%

73.7%

26.3%

68 眩暈

10.5%

52.6%

36.8%

5.3%

57.9%

36.8%

70 肌肉萎縮、無力

15.8%

57.9%

21.1%

71 肢體無力、倦怠

10.5%

47.4%

42.1%

72 肢體腫脹 、關節腫脹疼痛

5.3%

52.6%

42.1%

73 肢體麻木、皮膚感覺異常

5.3%

78.9%

15.8%

10.5%

73.7%

15.8%

0%

89.5%

10.5%

5.3%

57.9%

36.8%

77 咳嗽

0%

42.1%

57.9%

78 腹瀉

0%

79 便秘

0%

47.4%

52.6%

80 肢體疼痛

0%

47.4%

52.6%

64 小便灼熱、刺痛
65 夜尿
66 排汗異常

四肢軀幹
69 肌肉痠痛

74 半身不遂
75 步履問題、跛行
76 四肢冰冷

47.37% 52.63%

字母縮寫：I 判讀 (Interpret)、M 處理(Manage)、E 評估 (Evaluate/ Educate)
總投票數：19 票
有色底粗體字代表：專家會議後，再經研究團隊數次會議討論後共識應達
到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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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婦女症狀

I

81 無月經、月經週期不規則
82 痛經

M

E

10.5%

47.4%

42.1%

5.3%

47.4%

47.4%

5.3%

52.6%

42.1%

5.3%

52.6%

42.1%

15.8%

63.2%

21.1%

10.5%

68.4%

21.1%

5.3%

47.4%

47.4%

10.5%

52.6%

36.8%

89 子宮脫垂、陰道前後壁膨出
90 陰部搔癢

36.8%

57.9%

5.3%

10.5%

63.2%

26.3%

91 陰部疼痛
坐月子／產後調理；產後腰痠、筋
92
骨痠痛
93 不孕

15.8%

63.2%

21.1%

0%

71.1%

26.3%

5.3%

73.7%

21.1%

5.3%

73.7%

21.1%

5.3%

68.4%

26.3%

21.1%

63.2%

15.8%

0%

57.9%

42.1%

83 月經有血塊、大量月經
84 乳脹
85 乳房發育不良
86 經行吐衄
87 經前症候群
88 私處有異味、異常白帶

94 產後惡露不絕
95 乳汁不足
96 胎動不安
97 更年期障礙、停經症候群
編號

傷科

I

M

E

98 骨折
99 韌帶損傷

57.9%

21.1%

15.8%

5.3%

47.4%

42.1%

100 脫位
101 傷筋

42.1%

26.3%

26.3%

0%

47.4%

47.4%

102 扭挫傷
103 發炎(關節/肌腱等)

0%

52.6%

42.1%

0%

52.6%

42.1%

104 外傷傷口

0%

63.2%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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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精神

I

M

E

105

精神錯亂、癲狂

52.6%

42.1%

5.3%

106

認知統合能力差

52.6%

26.3%

21.1%

107

自殺傾向

21.1%

0%

108

失眠、睡眠品質異常(臥寐)

78.9%
0%

57.9%

42.1%

109

怒喜思悲恐 （情緒異常）

15.8%

63.2%

21.1%

110

精神不振、恍惚

15.8%

63.2%

21.1%

111

記憶力減退、健忘

15.8%

63.2%

21.1%

112

注意力不佳

21.1%

57.9%

21.1%

(二) 測驗目標：操作型技術
技術
編號
項目

手法
13
治療

114

手法
治療

115
固定
116
治療
117

Des

基礎類手法
 擺動類手法：一指禪推法、滾法、揉
法；
 摩擦類手法：摩法、擦法、推法、搓
法
 振動類手法：抖法
 叩擊類手法：拍擊法、彈法
 擠壓類手法：按法、拿法、捏法、踩
蹺法
 運動類手法：搖法、扳法、拔伸法、
屈伸法、背法
進階性手法
(治療疾病所需之手法組合)
 頸椎(揉按推彈、旋轉復位)
 背部(胸椎、T1、T2 轉頸復位，T3 以
下之復位)
 腰椎(側板復位)
 肘部、膝部、關節面之手法復位
紗繃／彈繃固定法
副木／三角巾固定
膠布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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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P

SP

0%
89.5%

84.2%
5.3%

0%
0%
0%

0%

0% 89.5%
21.1% 68.4%
10.5% 78.9%

編號
118
119

技術
項目
紙板固定
石膏／鋁片固定

120
敷貼藥
121 藥物 搽擦藥
122 治療 薰洗濕敷藥
123
熱熨藥

Des

IP

0%
10.5%

10.5% 73.7%
31.6% 47.4%

0%
0%
0%
0%

0%
0%
0%
0%

SP

94.7%
94.7%
94.7%
89.5%

字母縮寫：Des 說 出 適 應 、 禁 忌 症 (Description) ； IP 模 仿 、 協 助 執 行
(Imitated practice)；SP 指導下獨立執行 (Supervised practice)。
總投票數：19 票
有色底粗體字代表：專家會議後，再經研究團隊數次會議討論後共識應達
到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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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技術
項目
藥品炮製
辨識中藥品規格、等級(飲片)
中藥
辨識藥材真偽、替代品
調劑
劇藥與藥毒之辨識
藥品貯存
練功
練功療法
療法
骨折
整復 骨折整復手法
手法

Des

IP

SP

57.9%

31.6%

5.3%

52.6%

15.8% 26.3%

31.6%

21.1% 42.1%

42.1%

26.3% 26.3%

36.8%

10.5% 47.4%

15.8%

31.6% 31.6%

26.3%

36.8% 26.3%

131

物理療法

21.1%

36.8% 21.1%

132

牽引療法

21.1%

31.6% 26.3%

133

針刺療法

0%

5.3% 89.5%

134

其他 灸療療法
療法 刺絡放血

0%

0% 94.7%

5.3%

10.5% 78.9%

135
136

小針刀療法

42.1%

137

拔火罐療法

0%

10.5% 84.2%

138

刮痧療法

0%

5.3%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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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5.3%

(三) 測驗目標：操作型技術─針灸
編號

139

140

141

142

技術項目

IC

高風險區域
雲門、承泣、秉風、曲垣、肩中俞、天柱、膏
10.5%
肓、京門、章門、期門、大包、命門、大椎、
啞門、風府
中風險區域
天樞、極泉、腎俞、氣海俞、大腸俞、關元俞、
0%
腰陽關、志室、胞肓、商曲、關元、氣海、水
分、中脘、天突、廉泉
安全區域
尺澤、魚際、少商、合谷、陽谿、手三里、曲
池、肘髎、臂臑、肩髃、巨骨、迎香、四白、
地倉、頰車、頭維、伏兔、梁丘、足三里、條
口、豐隆、解谿、內庭、隱白、公孫、商丘、
三陰交、地機、陰陵泉、血海、少海、神門、
少衝、少澤、後谿、腕骨、陽谷、養老、小海、
肩貞、臑俞、天宗、通天、絡卻、次 髎、承扶
0%
委陽、委中、秩邊、承筋、承山、飛揚、崑崙、
申脈、太谿、照海、築賓、陰谷、曲澤、內關、
大陵、中衝、中渚、陽池、外關、支溝、肩 髎
率谷、陽白、承靈、居 髎、環跳、膝陽關、陽
陵泉、光明、懸鐘、丘墟、足臨泣、大敦、行
間、太衝、曲泉、百會、神庭
低風險區域
太淵、列缺、大迎、下關、髀關、犢鼻、箕門、
顴髎、聽宮、睛明、攢竹、湧泉、然谷、勞宮、
0%
翳風、耳門、絲竹空、童子 髎、聽會、風池、
素髎、人中、膻中、承漿

PT

Evl

42.1% 10.5%

31.6% 15.8%

26.3% 36.8%

31.6% 31.6%

字母縮寫：IC 適應/禁忌症 (Indication/ contraindication)、PT 穴位取穴方法與選用
適當針具 (Point and tool)、MD 補瀉手法與針刺深度 (Maneuver and depth) 、Evl 效
果評量 (Evaluation)
總投票數: 19 票
有色底粗體字代表：專家會議後，再經研究團隊數次會議討論後共識應達到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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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驗目標：西醫臨床技術
數值

西醫臨床技術

Des

145 一般理學檢查(頭頸、軀幹四肢、胸部、腹部)

IP

SP

6.67% 0.0% 93.33%

EKG
146 EKG 操作

66.7% 33.3%

147 EKG 基本判讀(速率、正常波型、節率)

40.0% 46.7% 13.3%

148 簡易實驗室判讀(血液,生化,尿液,腫瘤指數)

40.0% 13.3% 46.7%

149 放射線(胸腹)

33.3% 40.0% 26.7%

150 常用手術及術式名詞

66.7% 20.0% 13.3%

151 傷口處理及其併發症處置

26.7% 66.7%

152 燙傷緊急處理

26.7% 33.3% 40.0%

153 手術後之照護

46.7% 40.0% 13.3%

154 無菌技術

0.0%

6.7%

6.7% 20.0% 73.3%

155 靜脈導管放置

80.0% 20.0%

0.0%

字母縮寫：Des 說出適應、禁忌症 (Description)；IP 模仿、協助執行 (Imitated
practice)；SP 指導下獨立執行 (Supervised practice)。
總投票數: 19 票
有色底粗體字代表：專家會議後，再經研究團隊數次會議討論後共識應達到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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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藥材五百方藥材
1. 飲片／單方
(1) (中藥材選取的考量要點：指學生能 A. 辨識中藥材、等級(飲
片)；B. 辨識藥材真偽；C. 劇藥與毒藥之辨識。
(2) 以下列出的飲片中，劇藥與毒藥者為：A. 甘遂；B. 白附子；
C. 全蠍；D. 吳茱萸；E. 細辛及 F. 蜈蚣。
(3) 辨識飲片等級：指人蔘等高貴藥。
1 丁香

26 天南星

51 白芍藥

76 地膚子

2 人參

27 天麻

52 白豆蔻

77 地龍

3 三七

28 太子參

53 白果

78 朴硝

4 土茯苓

29 巴戟天

54 白芥子

79 百合

5 大青葉

30 木瓜

55 白芷

80 百部

6 大麥芽

31 木防己

56 白附子

81 竹茹

7 大戟

32 木香

57 白芨

82 肉豆蔻

8 大棗

33 木通

58 白前

83 肉桂

9 大黃

34 木賊

59 白扁豆

84 肉蓯蓉

10 大腹皮

35 火麻仁

60 白茅根

85 艾葉

11 大薊

36 牛黃

61 白蒺藜

86 西洋參

12 女貞子

37 牛蒡子

62 白頭翁

87 何首烏

13 山豆根

38 牛膝

63 白薇

88 吳茱萸

14 山茱萸

39 王不留行

64 白鮮皮

89 忍冬

15 山楂

40 代赭石

65 白殭蠶

90 旱蓮草

16 山藥

41 仙鶴草

66 白蘞

91 杜仲

17 川貝母

42 冬瓜子

67 石決明

92 沙苑蒺藜

18 川烏

43 冬蟲夏草

68 石斛

93 沙參

19 川椒

44 半夏

69 石菖蒲

94 沉香

20 丹參

45 玄參

70 石膏

95 決明子

21 五加皮

46 玉竹

71 全蠍

96 沒藥

22 五味子

47 甘草

72 冰片

97 牡丹皮

23 五靈脂

48 甘遂

73 合歡皮

98 牡蠣

24 升麻

49 生地黃

74 地骨皮

99 赤小豆

25 天門冬

50 白朮

75 地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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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赤芍藥

101 車前子
102 辛夷
103 防風
104 芎藭
105 乳香
106 延胡索
107 昆布
108 枇杷葉
109 板藍根
110 狗脊
111 知母
112 羌活
113 金銀花
114 金櫻子
115 阿膠
116 附子
117 青皮
118 青葙子
119 青蒿
120 青黛
121 芫花
122 芡實
123 前胡
124 厚朴
125 威靈仙
126 枸杞子
127 柏子仁
128 珍珠
129 砂仁
130 紅花
131 胖大海
132 胡桃
133 苦杏仁
134 苦參
135 苦楝子

136 降真香
137 香附子
138 香薷
139 枳殼
140 枳實
141 茺蔚子
142 夏枯草
143 射干
144 桂皮
145 桂枝
146 桔梗
147 桑白皮
148 桑枝
149 桑寄生
150 桑葉
151 桑螵蛸
152 柴胡
153 桃仁
154 海螵蛸
155 海藻
156 浙貝母
157 烏梅
158 烏藥
159 益母草
160 神麴
161 秦皮
162 秦艽
163 荊三稜
164 荊芥
165 草烏頭
166 茵陳蒿
167 茴香
168 骨碎補
169 栝樓仁
170 栝樓根

171 茜草
172 茯苓
173 茯神
174 乾薑
175 密蒙花
176 敗醬草
177 旋覆花
178 梔子
179 淡竹葉
180 淡豆鼓
181 淫羊藿
182 牽牛子
183 細辛
184 荷葉
185 蛇床子
186 通草
187 連翹
188 陳皮
189 鹿茸
190 麥門冬
191 麻黃
192 莪朮
193 款冬花
194 紫河車
195 紫花地丁
196 紫草
197 紫菀
198 紫蘇子
199 紫蘇梗
200 紫蘇葉
201 萊菔子
202 菊花
203 菟絲子
204 黃芩
205 黃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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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黃連
207 黃精
208 黃蘗
209 萆薢
210 滑石
211 當歸
212 葛根
213 蜈蚣
214 補骨脂
215 鉤藤
216 椿白皮
217 葶藶子
218 萹蓄
219 槐花
220 漢防己
221 蒿本
222 蒲公英
223 蒲黃
224 蒼朮
225 蒼耳子
226 遠志
227 酸棗仁
228 豨薟草
229 劉寄奴
230 熟地黃
231 穀芽
232 蓮子
233 蔓荊子
234 豬苓
235 橘紅
236 澤瀉
237 澤蘭
238 燈心草
239 獨活
240 龍骨

241 龍眼肉

248 螷蟲

255 雞血藤

262 續斷

242 龍膽草

249 檳榔

256 藕節

263 麝香

243 龜板

250 蟬蛻

257 蘆根

264 鱉甲

244 檀香

251 蟬蛻

258 蘆薈

265 鬱金

245 薄荷

252 覆盆子

259 蘇木

246 薑黃

253 鎖陽

260 黨參

247 薏苡仁

254 雞內金

261 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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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劑／複方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在訓練完成時應學習到下列方
劑 的 A. 出 典； B. 效 能 ； C. 適應症 ； D. 用量 及 D. 注 意
事 項。
1 乙字湯
2 七寶美髯丹
3 九味羌活湯
4 二陳湯
5 人參敗毒散
6 人參養榮湯
7 八正散
8 八味地黃丸
9 八味帶下方
10 八珍湯
11 十全大補湯
12 十神湯
13 三黃瀉心湯
14 三痹湯
15 上中下通用痛風丸
16 大承氣湯
17 大建中湯

31 五苓散
32 五淋散
33 五積散
34 六一散
35 六君子湯
36 六味地黃丸
37 升麻葛根湯
38 木防己湯
39 止嗽散
40 加味逍遙散
41 半夏天麻白朮湯
42 半夏厚朴湯
43 半夏瀉心湯
44 四君子湯
45 四物湯
46 四逆散
47 四逆湯

18 大柴胡湯

48 平胃散

19 大黃牡丹皮湯
20 大補陰丸
21 小半夏加茯苓湯
22 小承氣湯
23 小青龍湯
24 小建中湯
25 小柴胡湯
26 小陷胸湯
27 小續命湯
28 川芎茶調散
29 不換金正氣散
30 五皮飲

49 正骨紫金丹
50 玉女煎
51 玉屏風散
52 玉泉丸
53 瓜蔞枳實湯
54 甘麥大棗湯
55 甘露消毒丹
56 甘露飲
57 生化湯
58 白虎加人參湯
59 白虎湯
60 再造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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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如意金黃散(外用處方)
62 安中散
63 托裹消毒飲
64 百合固金湯
65 竹葉石膏湯
66 血府逐瘀湯
67 吳茱萸湯
68 完帶湯
69 抑肝散
70 杏蘇散
71 杞菊地黃丸
72 芍藥甘草湯
73 芍藥湯
74 辛夷清肺湯
75 辛夷散
76 防風通聖散
77 大青龍湯
仙方活命飲
78
(真人活命飲)
79 右歸丸
80 右歸飲
81 左歸丸
82 左歸飲
83 芎歸膠艾湯
84 定喘湯
85 抵當湯
86 治濁固本丸
87 炙甘草湯
88 知柏地黃丸
89 羌活勝濕湯
90 金沸草散

91 金鎖固精丸

121 茵陳五苓散

151 紫雲膏(外用處方)

92 附子理中湯

122 茵陳蒿湯

152 紫菀湯

93 保和丸

123 健脾丸

153 腎著湯

94 保產無憂方

124 參苓白朮散

154 華蓋散

95 胃苓湯

125 參蘇飲

155 越婢加朮湯

96 苓桂朮甘湯

126 排膿散

156 越鞠丸

97 香砂六君子湯

127 旋覆代赭石湯

157 黃耆五物湯

98 香薷飲

128 梔子豉湯

158 黃耆建中湯

99 香蘇散

129 涼膈散

159 黃連上清丸

100 桂枝芍藥知母湯

130 清上防風湯

160 黃連湯

101 桂枝茯苓丸

131 清心蓮子飲

161 黃連解毒湯

102 桂枝湯

132 清咽利膈湯

162 萆薢分清飲

103 桔梗湯

133 清胃散

163 溫清飲

104 桑菊飲

134 清暑益氣湯

164 溫經湯

105 桑螵蛸散

135 清燥救肺湯

165 溫膽湯

136 理中湯

166 當歸六黃湯

107 柴胡桂枝湯

137 疏經活血湯

167 當歸四逆湯

108 柴胡清肝湯

138 逍遙散

168 當歸芍藥散

109 柴陷湯

139 連翹敗毒散

169 當歸拈痛湯

110 柴葛解肌湯

140 麥味地黃丸

170 當歸飲子

111 桃紅四物湯

141 麻子仁丸

171 當歸補血湯

112 桃核承氣湯

142 麻杏甘石湯

172 當歸龍薈丸

113 消風散

143 麻杏薏甘湯

173 聖愈湯

114 消痔丸

144 麻黃附子細辛湯

174 葛根湯

115 烏藥順氣散

145 麻黃湯

175 葛根黃芩黃連湯

116 益氣聰明湯

146 復元活血湯

176 補中益氣湯

117 真武湯

147 散腫潰堅湯

177 補陽還五湯

118 秦艽鱉甲散

148 普濟消毒飲

178 寧嗽丸

119 荊防敗毒散

149 滋陰地黃丸

179 槐花散

120 荊芥連翹湯

150 滋陰降火湯

180 蒼耳散

106

柴胡加龍骨牡蠣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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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酸棗仁湯
182 銀翹散
183 潤腸湯
184 調胃承氣湯
185 調經丸
186 豬苓湯
187 養心湯

188 養肝丸
189 導水茯苓湯
190 導赤散
191 橘皮竹茹湯
192 橘核丸
193 獨活寄生湯
194 龍膽瀉肝湯

195 濟生腎氣丸
196 縮泉丸
197 還少丹
198 薏苡仁湯
199 歸脾湯
200 瀉白散
201 雞鳴散

202 蘇子降氣湯
203 藿香正氣散
204 響聲破笛丸
205 蠲痹湯
206 鈎藤散

綜合以上問卷，以下，計畫小組依照各類別整理出評量標準的統計數
量(數字代表達成測驗目標項目數)：
表二、測驗目標：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的臨床能力
R

I

M

E

內兒一般症狀

0

5

22

1

內兒器官

0

9

39

4

婦女症狀

0

0

17

0

傷科

0

2

5

0

精神

0

3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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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測驗目標：操作型技術
說出適應、禁忌症
操作型技術
3
中藥調劑

2 (藥物炮製、藥品
保存)

模仿、協助執行 指導下獨立執行
2 (物理療法、牽
16
引療法)
0
3
(a. 辨識中藥材、等級
(飲片) ; b. 辨識藥材
真偽、替代; c. 劇藥與
毒藥之辨識)

表四、測驗目標：針灸
(*)代表穴位數目
穴位取穴方法與選用適
適應/禁忌症 當針具、補瀉手法與針刺 效果評量
深度
操作型技術： 高風險區域
低風險區域(24)、
中風險區域 (16)
針灸
(15)
安全區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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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依照學習目標的評量類別及標準，計畫小組針對其適用的考
試類型，列出了下列表格：
評量類別

評量標準

適用考試類型

內兒一般症狀； 報告者 (R)
內兒器官；

判讀者 (I)

婦女症狀；

處理者 (M)

傷科；
精神

評估者 (E)

操作型技術；
西醫臨床技術

選擇題、病例寫作/申論題、問
答題、口試，Mini-CEX

說出適應、禁忌症
模仿、協助執行

選擇題、申論題、問答題、口
試
SP-based exa, DOPs, OSCE

指導下獨立執行

選擇題、病例寫作/申論題、問
答題、口試

適應/禁忌症

操作型技術─針 穴位取穴方法與選用適
當針具
灸
SP-based exa, DOPs, OSCE
補瀉手法與針刺深度
效果評量
中醫哲學與理論之施用於病患照顧上時，醫者的邏輯思考可被觀察評
量，而其表現在病患照顧上之仁心仁術亦可被觀察評等，因此，中醫之臨
床技術與西醫之臨床技術性質相似，亦適用於諸多西醫教育上所各樣評量
工具。以下綜覽評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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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比較不同的臨床技能檢定方式之優劣點
一、文獻蒐集分析
計畫小組針對目前中醫訓練環境以及現有醫學使用的常見評量工具進
行分析及匯總出其優劣點，此部份的文獻查詢使用了以下的搜尋引擎：
PubMed 、 Google Scholars ； 搜 尋 的 關 鍵 字 包 含 了 medical education,
measurement, assessment, and tools/ instruments, OSCE, 360 Degrees,
Mini-CEX, DOPS, CbD (case-based discussion), Portfolio, simulation, Chart
review, global rating。
二、評量工具說明
(一) 360 度全方位評量
又可稱為 Mini-peer assessment tool (mPAT)，此評量通常由受訓
者指定評分的同儕，由本身及環繞受測者的同儕、其他臨床醫療團
隊成員、及病人，從各個不同角度(360 度)來填寫評量問卷，對受評
者進行評量。評量表的內容包含了受訓者的工作習慣、團隊能力、
技術及人際互動技巧。這些評量表在填寫完成會會直接送到評估者
的上屬單位以確保機密性。評量表在整理出來後會顯示出自評分數、
評量者給予的平均分數、全國的平均值、以及評語。此評量工具在
給予 8 至 12 位同儕評量約五項題目後，可具有相關的可信度及正確
度。評量問卷通常是 1-5 的 Likert scale (1: 從不；2: 不常; …；4: 經
常; 5: 總是)。mPAT 的優點包含了使用真實案例以反應臨床操作表
現、它可評估臨床技能多方面的表現、以及具有信效度及隱密性，
若作為教育方式，這種多源的回饋可以包括描述性的評估以及量化
資料，具有建設性，以達成持續性改善。在 Ramsey et al18 的研究中
提到，持照醫師得到較高的同儕評分，且他們技術能力的評估與寫
作考試成績是具有相關性的；缺點則是此評量工具的在執行時是耗
時的。
在 360 度評量當中，使用同儕做評估的優點包含: 可以觀察到
受評者的習慣性行為、為一有效的資料來源、並且可用以預測未來
的學術及臨床表現；但使用同儕評估卻可能會出現機密性及匿名等
問題。在 360 度中若使用病人做評估，其優點是可信賴的；但缺點
是病人評估的只能提供全面性的印象，而非特定專業行為的分析、
其分數通常較高，只具有少許的變異性。整體而言，360 度的評量
方式很適合用來看人際關係、溝通技巧、專業素養、病人照顧品質、
以及對醫療體系之配合。17
(二) Case-based discussion (CbD) ( 原 Chart Simulated Recall 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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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 CSR)
這是標準化的口試，由受訓過的主治醫師，根據受試者之病例
記載，詢問其各種處置背後的理由，例如:如何判讀各種臨床資料，
進一步的治療計劃如何……等。以設計完善的評分表、客觀而標準
之評分法來評量受試者的解決問題能力，以及將醫學知識應用於臨
床的能力。CbD 的優點則擁有最佳的效度、不須借用到病人時間，
且可因病歷記錄來確實討論患者狀況；而缺點則包含耗時，因一次
只能以一位學生進行單一病歷的討論。
(三) 查核表(Checklist Examination)
查核表是一種逐項勾選的紀錄工作，適用於答案為 “是或否”
的項目，藉由逐項勾選以補償人為記憶及專注力的限制，降低錯誤
率。也可協助確保一件工作的持續性及完整性。
當清單檢查使用在臨床上時，便是將臨床能力(competence)細分
為許多可被觀察的項目，每一項目代表特定的行為、能力或技術。，
儘量簡化評分方式，並且適當安排各項目的順序每一項評分需直接
觀察之。
(四) DOPS (Directly Observed Procedural Skills Scale)
DOPS 就很像是外科界的 Mini-CEX，用來衡量醫師的操作型技
術。評估者觀察受訓者的執行一項操作型技術 (如：抽血及插管)、
對操作表現評分、再給予回饋。受訓者需要執行四到八項被觀察的
技術，受訓者可選擇執行時間及技術，可作為對技術熟練度的全面
性評分。受訓者的成績則會因訓練次數的提升而增加。當 DOPS 作
為回饋是測驗時，其優點是提供了比說教式訓練更好的學習效果，。
缺點則包含了評量教師需要接受相關訓練等”觀察型評量”的共同缺
點。16
(五) Global Rating of Live or Recorded Performance
這是在觀察一段時間後(如一個年度結束時)，憑印象回朔學生
整體的表現，俗稱「印象分數」
。評分的項目是籠統的 “臨床能力”，
而不是各個特定的行為項目。
(六) Mini-CEX
Mini-CEX 是在 15 分鐘左右的時間內，由一位教師醫師觀察受
訓醫師對某指定病人的醫療互動。這個測驗方法可以要用來評估一
個醫師提供給病人高品質照護的必要行為(例如:病史詢問、臨床技能、
及態度)。直接觀察是很重要的，基於所觀察到的正確勾選評分表各
項目中的評等，評分結束後，醫師會馬上給予受訓醫師約五分鐘的
評語回饋。在觀察的過程中，評分者會就依據下列項目予以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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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決定受訓者需要改進的方向：病史蒐集、身體檢查技巧、溝通技
巧、判斷力、專業度、組織與效度、以及整體臨床照護能力。可選
擇其中幾項進行觀察與評量，並不一定要在每次評量中涵蓋所有項
目。14
(七) 口試 (Oral Examinations)
口試是一個已經長期在許多學校和課程上使用的傳統考試方試，
它是以口說的方式向學生提問問題。學生在回答問題是一定要從他
們準備考試的內容中適當回答之。此種考試方式可顯示出學生在特
定的科目上具有足夠的知識以通過考試或獲得考試成績。
醫學院以及教學醫院也可以使用口試來測試學生對考試科目的
知識以及測知學生思考能力之敏銳度。此測試方法可測驗學員組織、
判斷、分析、檢討、以及解決問題之高階思辨能力。在言談之間，
還可看出學員的口齒表達、外觀談吐、態度、神情及價值觀等狀況。
缺點是，干擾評分者客觀公正評等的因素非常多，其間評分者誤差
的因素有：1. 嚴苛度(Leniency /severity; or generosity error)；2.
Central tendency：傾向於打分數在中間；3. Halo：光環效應；4.
Differential severity (e.g., male/female, ethnicity)：為個人之偏見、主
觀意識、判斷失誤、個人邏輯推理錯誤、對考試內容不清楚、對照
個人的背景來評分、受前後應試者表現之對照效應所影響
(八) 客 觀 的 結 構 式 臨 床 技 能 測 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是由標準化病人在限時的「站」(station)內，模擬真實醫
療環境，來進行特定症狀行為的扮演；這群病人或評分人員以評分
清單或全面性的評分表對考生進行評量。考生會在一處包含了十個
站別進行約三至四小時的考場來考試，而每一站則分別測驗學生某
個(或幾個)臨床技能。在 OSCE 中，學生常被測驗的項目(測驗目的)
包括: 病史詢問、身體檢查、溝通技巧、衛生教育、醫病關係、與
操作型技術等。OSCE 的評量優點包含了可多方面評量考生、高可
靠性、考生亦可觀察並進行評分。而當中的限制則擁有：人工化的
考試、使用捷徑的考生會無法得高分、以及考試費用昂貴。
相較於西醫之 OSCE，中醫 OSCE 的考試建構原則及建構過程
均相同，其相異點則含有以下三點：第一，考試內容─涵蓋內容為
中醫領域，其病史詢問、身體檢查及操作型技術如本研究所列；第
二，評分基準─中醫似乎有較多症型及處方不確定的疾病，無法訂
定及格標準，因此 OSCE 不能考這些未定論者；第三，考試使用之
道具 ─ 如金人、針灸器具、儀器、敷料、藥材、製藥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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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Procedure, Operative, or Case Logs
這種學習歷程之「流水記錄」
，由受訓住院醫師自己紀錄受訓期
間所經驗的病例、手術，及施行過的特殊技術，據以了解受訓者「可
能」具備的能力。在影響重大的考評(例如:證照)，此流水記錄需經
認證機制。如何將各筆資料輸入，其方便性、可靠性及花費是考驗
其可行性的重要因素。15
(十) 病患問卷調查表 (Patient Survey)
「病人問卷調查表」可查詢病人(及家屬)對醫師的滿意度，而
得知這醫師是否態度親切、有愛心、對病人解釋清楚、醫學知識技
術優異等。使用的問題，通常來自病人訪談、興趣群組的討論、及
一些問卷中的意見。
(十一) Portfolios
Portfolio 是受訓歷程檔案，由受訓者自己收集個人背景，學習
心得，作品、證照、生涯規畫、學習規畫、省思等匯集成此學習專
輯，內容的呈現方式除了文書資料外，也可以是視聽、電子資料或
照片，用以表現其學習所得，或顯示其需要加強的地方。現在的
Portfolio 通常以電子版呈現，稱為 e-Portfolio。審查個人的 Portfolio
並加以評分，最能展現個人的多元表現(例: 知識、技術、態度、或
省思能力等)，稱為 Portfolio assessment。
加拿大醫師再教育認證，就設有這種個人專輯登錄系統。
Portfolio 的優點是提供個人呈現多元化表現的平台，幫助終身學習
與個人成長，portfolio assessment 則提供多元化的個人表現，以進行
評等、其缺點則是選取內容的偏差，例如：學習者只選擇最佳個案
呈現，學生選取過多的資料、則準備及審查時間是很耗費巨大的。
12,13,19
(十二) 病歷審閱 (Record Review)
病歷審閱是隨機抽查學員平日完成的病歷加以評量，受訓過的
病例審查員，審查受試者的完成病歷，使用標準的評分表，摘記其
用藥、處置、施行的檢查，…等是否符合此症的處置標準。醫療的
處置標準可參考 AHRQ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的 160 個疾病標準處置準則。13
(十三) 擬 真 測 驗 (Simulation Examination) ： 電 腦 擬 真 測 驗
(Computer-based simulation)
隨著項目分析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的發展，以電腦呈現
案例來測驗學生的臨床能力已變得更準確。另外，它也提供醫師們
一個安全及更真實的的擬真環境以學習一些少見的疾病。目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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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擬真模具有下列三種:
1. Computer programs
這類的電腦軟體測驗大部分是屬於互動式的。這種測驗會模
擬一些醫病的互動關係。測驗者會在電腦上看到一段對病人的
文字敘述(如：一位 40 歲婦人主訴下背痛)；測驗者可依測驗時
間在電腦上詢問病人相關問題、執行檢查、然後審查由醫療小
組做的筆記。測驗者的成績會根據他們的管理病人策略與專業
醫師比較來評分。這類的電腦軟體測驗方式的優點包含可以評
估多解決問題及在標準化病人測驗時無法提供的臨床挑戰；但
這樣的設計卻不夠真實化，而且目前還不清楚這些形式的評估
能如何對超越傳統的紙筆測驗有幫助。
2. Model-driven simulations
使用人體模型的評估方式，它的優點包含了提供學生經由非
常真實的模擬病人來學習侵入性治療及在緊急情況下的臨床技
能、學生較無壓力、可允許犯錯、及反覆施行。缺點則是有可
行性上的問題；這種模擬器材本身就非常昂貴、它們也需要足
夠的空間及人員來執行這項操作、而且病例的發展及評分標準
需要學生較有相當多的專業投入。
3. Virtual reality/ haptic devices
此種虛擬實境及觸感裝置結合了與其他形式的感官回饋而
成的強力影像科技。這種儀器提供了具真實感的 3D 器官及身體
系統的操控；而且這套系統可及時提供觸覺上的回饋。這些模
擬裝置通常著重於一些相關技術(如：內視鏡技術)。這樣的裝置
不僅提供了更多練習及評估的機會，也同時減少危及病人的可
能性。因此，這項儀器的優點擁有高度的準確度、提供了與人
體模型相似的真實及良好的評估環境，而且這項儀器的花費也
較人體模型低廉。然而，它的缺點包含了需要使用較緊湊的內
容發展，再加上這種裝置因大部分只集中在單一技術上，可能
因此要擁有其他的模擬裝置來配合學習。
(十四) 標準化病人測驗 (Standardized Patients Examination; SPE)
SPE 是使用標準化病人來做臨床技能測驗，標準化病人(SP)是
假病人，依據劇本的要求被訓練成呈現病人的表現，考生須將 SP
當作是真的病人來呈現其病史詢問、體檢、溝通、衛教、或操作型
技術，考官在設計好的評分表上，依據仔細觀察的結果，給予評等。
對於複雜的案例要求考生完整執行時，一個案例的考試可能長達一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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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Triple Jump Examination
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約 10-15 分鐘）
：由學生閱讀並定義
問題之情境找出問題的重點並推演可能之假設。學生可藉由詢問相
關之臨床資訊縮小假設之。第二階段（約 75-90 分鐘）
：由學生自行
依第一階段中所條列之學習主題進行基礎及臨床醫學相關資料的蒐
集。第三階段（約 30-45 分鐘）
：由學生運用第二階段所蒐集的資料
於分析、區辨和診斷此一臨床情況，並協助問題之解決。
(十六) 筆試 (Written Examination)
最佳的型式為選擇題。選擇題的題幹(stem)使用一個案例，然後
列出一些選項，考生可依此方式展現自己的知識、判斷、分析理解
能力、以及做出診斷治療。其優點為便宜，可進行大量的考生接受
測驗。若題目出的好，則可測出考生的問題解決能力。選擇題的優
點包含可在短時間執行大量題數的考試，且分數批改容易。缺點則
為無法考操作行技術；那些需經由觀察的技術是無法用紙筆考試。
而它的另一缺點為出題不易。
筆試的另一型式為 Key Feature。此型的考試是以主要臨床症狀
來進行評量，以瞭解考生能否抓出要點並做出臨床判斷。
還有一種筆試型式為 Script Concordance Test (SCT)。這種考試
是用來解決複雜的臨床案例，沒有單一共識(即沒單一標準答案)時，
評分方式就允許多個標準答案。得分的多寡是按照一群專家(約十至
十五人)所做出的答案分配而定，考生可依此得到部分分數(partial
score)。此種試題的結構乃先呈現簡單的案情，要求考生解決問題，
例如初步診斷或處置，接著加入與案情相關的資訊，然後詢問考生
他們的初始決定是否會變更，詢問變得更有信心還是更沒信心。這
種工具通常用在無正確標準答案的情況，其標準答案依數個專家的
答案來做為答案。
(十七) 蒐集訓練合格證書：如：進階救命術訓練 ALS (Advanced life
support)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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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擬適合中醫醫療機構醫師臨床技能檢定之評估方式
在專家會議一中，我們將以上搜尋到的臨床評量工具分別的解釋給與
會專家，並針對這 17 項評量工具，考量到現有的醫療環境、人力與資源下，
使用了 IRS 投票系統，表決出必要評量工具以及建議使用工具。成為必要
評量工具的定義為投票同意人數須大於 80%同意；而建議評量工具則為大
於 50%同意。因此，在投票結束後，經由表一可看出總計共篩選出 4 項必
要評量工具、以及 3 項建議評量工具。專家對各項評量工具使用之同意結
果請看表五。
表五、專家對各樣評量工具使用之同意結果
評量工具
360 Degrees
Mini-CEX

同意率

同意率

Stimulations and models
Standardize oral exam

X
X

筆試

X

Passports
20/24 (83.3%)
Portfolios
12/23 (52.1%)
OSCE
15/24(62.5%)
SP-based exam
X

CSR
Checklist exam
Global rating
Computer-based clinical exam

X
X
X
X

病人滿意度

X

Triple jump Exam

X

審查病歷

X

訓練合格證書：ALS

DOPS

21/24 (87.5%)
20/24 (83.3%)
21/24 (87.5%)

評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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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75%)

在決定了適用的評量工具後，我們再另外以問卷發放的方式請專家會
議一的專家分別填寫 360 度全方位評量、Mini-CEX、DOPS、Passport/ Case
logs 的每年施行次數、施行單位、及評分者；我們並在資料收齊後將資料
匯整成以下表格：
表六、適用中醫之必要評量工具
施行單位
(哪些科別)

每年施行次數

評分者

依受訓單位特性，
每次擇 4 至 5 位(含
各科訓練可每兩個
臨床教師、主治醫
360 度全方位評
至少 4 次
月進行一次，或每月
師、同儕、實習醫
量(21/24; 87.5%)
輪訓各 結束時。
師或護理人員、病
患、中藥局同仁)。
Ｍini-CEX
約每月於各科進行
至少 10 次
臨床教師、藥師
(20/24; 83.3%)
一次
DOPS
傷科、針灸科、及中 1. 臨床教師
至少 4 次
(21/24; 87.5%)
藥局每月一次
2. 藥師
各 科 皆 需 進 行 ( 建 臨床教師、藥師、
護照或 Case log 訓練全程使用
議 同 二 年 期 負 責 醫 指導負責醫師、總
(20/24; 83.3%)
(2 年一本)
師訓練計畫)
醫師
制定 360o 評分表的原則
1. 評分項目儘量涵蓋好醫師的各個面向
2. 用詞簡要明確、易懂
3. 選用適合的尺標: 質性或量化
4. 得分尺標的標的要定義清楚。
5. 除了分項評比外，最好在最後都加上整體評量 (global rating)、書寫
意見區。
6. 內容簡短，最好能於五分鐘內完成評分
茲提供義大醫院 360 度評分表範本以供參考。
制定學習護照的原則
1. 紀錄內容應與學習目標相呼應
2. 結合教學之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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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儘量避免重疊、減少不必要的文書工作
4. 攜帶方便
一、適用中醫之建議評量工具(50%- 80%同意)
(一) 學習歷程檔案 (Portfolio) (12/23 52.1%): 可以取代學習護照或 case
log，做為在 2 年訓練期間的持續性紀錄。
(二) 客觀結構式臨床能力測驗 OSCE (15/24; 62.5%): 可以一年進行一次
或 2 年一次。
(三) 進階救命術訓練 ALS 合格證書 (18/24; 75%): ALS 包括 BLS(Basic
Life Support) 加上呼吸道處理與電擊訓練。可以當作完訓的必備條
件之一。
中醫與西醫 OSCE 比較
考試建構原則及建構過程均相同，其相異點描述如下
(一)考試內容：涵蓋內容為中醫領域，其病史詢問、身體檢查、及操作
型技術如本研究所列。
(二)評分基準：中醫似乎有較多症型及處方不確定的疾病，無法訂定及
格標準，因此 OSCE 不能考這些未定論者
(三)考試使用之道具：如金人、針灸器具、儀器、敷料、藥材、製藥器
具等

40

伍、研擬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技能檢定科目及項目
在第二次專家會議中，再次經由 IRS 投票系統來瞭解中醫界專家對於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技能檢定的科目及項目的看法。由表七可得知，高
達 94%的中醫界專家認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在出去開業前應通過臨床
技能測驗的檢定；同時間，也接受尚未取得中醫師執照之半年內課程資格；
想要取得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完訓資格，完訓時應至少達到 80%的學習
目標、以及完成 100%的學習護照；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的訓練並不受限
於是否需於規定時間內取得中醫證書。
在客觀結構式臨床能力測驗(OSCE)中，88%的中醫界專家認為開業資
格的臨床測驗應為 OSCE，且全國性的 OSCE 每年可舉辦二次(70.6%)。最
後，56%的專家認為有關臨床操作型技術訓練課程可考慮列入基礎課程。
表七、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床技能檢定科目及項目相關議題回應統計
表
Q1 您贊成在 2 年 PGY 訓練結束、出去開業前時施行臨床技能測驗嗎?
- 是 (16/17; 94.1%)
Q2 是否接受尚未取得中醫師執照之半年內課程資格?
- 是 (15/16; 93.8%)
Q3 欲取得「中醫畢業後負責醫師訓練之新進中醫師完訓」資格，您認為
在兩年受訓結束時應至少達成多少學習目標?
- 60% (0/14; 0%)
- 70% (2/14; 14.2%)
- 80% (11/14; 78.6%)
- 90% (1/14; 7.2%)
- 100% (0/14; 0%)
Q4 欲取得「中醫畢業後負責醫師訓練之新進中醫師完訓」資格，您認為
在兩年受訓結束時應至少完成多少學習護照?
- 100%
Q5 是否需訂定畢業後多久(如: 六年)未取得中醫證書者不得受訓中醫醫
療機構負責機師課程?
- 是 (4/17; 23.5%)
Q6 決定此開業資格之臨床測驗為 OSCE?
- 是 (15/17; 88.2%)
Q7 每年全國性 OSCE 舉辦次數?
- 一次 (3/17; 17.6%)
- 二次 (12/17; 70.6%)
- 三次 (2/17; 11.8%)
Q8 臨床操作型技術訓練課程列入基礎課程?
- 是 (9/16;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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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OSCE 測驗內容探討
一、研究背景
中醫師的臨床能力是決定中醫醫療品質的重要因素，為了確實掌握中
醫師在住院醫師受訓期間，以及獲得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資格時之臨床
能力，需要有一套客觀而可靠的臨床檢定測驗，其中將融入中醫望、聞、
問、切四種診療法與理、法、方、藥的技能運用，藉由經絡、穴位的手法
診斷，及辨證論治的法則來評量學生的臨床技能能力。
參與本計畫的在座學者已決定，在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結束前
應舉辦測驗，這個測驗為 OSCE，其測驗的項目應是可被觀察的行為。但中
醫師的臨床辯證過程始終未被瞭解，中醫望聞問切的診斷處理過去都被認
為無一定的標準，再加上各派理論也不盡相同，對於是否能舉行測驗一直
是個疑問。因此本研究乃在探討中醫專家對各種中醫臨床問題解決問題的
辨思方式，了解專家的辨思，決定哪些是可以考的，哪是不能考的。依此
中醫專家解決臨床問題難題的準則可作為教導學生與評量其解決方法的依
據，使中醫專家解決臨床問題的測驗可以施行於考試中，甚至成為高標準
考試。此研究可幫助初學者有效學習解決倫理難題，作為課程設計與教學
之參考，並作為倫理試題的考題設計與評分標準設定之依據(用以訂定「標
準答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放聲研究法(Think-aloud method)，利用 5 個假想的案例-以病人來見醫師的臨床表現(clinical presentation)為單位來建構案例。本研究
所建構的五個假想案例分別為: 流鼻水(過敏患者)、咳嗽(感冒患者)、腹痛
(燥痛大腸症患者)、腹瀉(急性腸炎患者)、發燒(咽喉炎患者)。
三、訪問對象
受訪者為本院及院外中醫醫療專家。專家定義為中醫臨床職業超過五
年，在衛生署評定為優等之「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二年以上醫師訓練合
格醫院」之醫療院所中醫部門擔任臨床教師者。其專科為內科、與婦兒科
者，並經受邀而自願參予研究者。
四、結果
圖四是以流鼻水的案例來訪問一位專家，圖五則是使用了咳嗽的案例
訪問第二位專家，未來還會繼續研究下去。
以這兩個症狀為例，由兩位專家的問診過程可看出他們皆欲釐清有關
病患「標」與「本」的型態，然後要辨識內感外因的致因。這兩位專家開
始時皆先問有關標的問題，例如，以流鼻水來說，中醫師會先詢問病人流
鼻水的期間 (duration)，接下來就會決定是急性或慢性的症狀，第三步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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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是否有過敏及其他伴隨症狀，在問完這些相關症狀後，專家便會開始
詢問任何他可以想到、可以幫助他做診斷的問題。前半段的使用的便是歸
類整理的思辨方式，後半段的問診方式是對病人使用具有特殊性的問診方
式來進行推演假設辨思法。這部分的思辨方法稱為 hypothetic-deductive
approach，這與西醫在診斷疾病上所使用的方法類似，是以各疾病所表現的
症狀不同：會不會感冒？還是過敏？還是細菌？先以假設的方式來尋找證
據，進而得到診斷，因此這可能是好幾個可能性的診斷。這部份是認為在
OSCE 裡面需要考的問診模式，即是與西醫相似的病史蒐集、診斷(問標)。
若要加以解釋的話，就是醫師在問診時會從問標(期間)跟問本(體質)下
手。第一個是問他的標，也就是患者這次得病需要治療標的部分，所以中
醫師會問關於標的線索。第二個是問本，就是患者體質的線索。接下來，
中醫師會問患者外來或內齊的因素；內齊的因素就有關標的部分的問題，
所以就只剩外來的因素要問診。簡而言之，就是有三大領域；一個是問標、
還有本(體質)、然後就是外來因素。我們發現專家一開始都先問期間來區分
急性或慢性症狀；再來就會問跟疾病有關的部分，這些與疾病相關的主要
症狀(如咳嗽、流鼻水)，中醫專家通常會再詢問其他伴隨主症的症狀，這種
情況出現在每位受訪專家中，因此是共通的。
在本的部份，是要診斷人的器官的功能，其分類方法與西醫不同；在
中醫注重的是陰陽、冷熱、氣血、以及虛實。這種判斷是屬於一般性的，
它是籠統和主觀的。中醫師問病人的問題包含了：怕熱？怕冷？痠痛？胃
口？排便狀況？但因為以上的問題是很主觀的，要判定一個人的陰陽虛實、
氣血、舌診、脈象，這類無一定標準的判定是無法以 OSCE 來評量的，這
不是一個可以表演的症狀，於是對於本的測驗就會有困難。但要辨識病人
本的特質，這些問題是共通的；怕冷怕熱的問題是可以考，但無法由病人
的舌診、脈診來判斷病人的體質。至於在教學上，必須給予學生多種案例
來進行教學，而老師則是扮演核對者的角色進行指導，學生需要從經驗的
累積來精進舌脈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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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中醫對流鼻水之思辨過程示意圖

圖五、中醫對咳嗽之思辨過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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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訂定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技能檢定考官資格及訓練辦法
一、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完訓辦法 (草案)
第一條 為培育具有全人醫療能力之中醫師，確保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
師之獨立執業能力，並促進中醫醫療機構健全發展，提供民眾
完整中醫醫療服務，特訂定此「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
程臨床技能測驗要點負責」。
第二條 中醫學系學生及中西醫雙主修西醫系學生於畢業後需具備下
列資格方能成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
取得中醫師執照(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分試考
試第一試及第二試)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訓練期滿，且成績及格
通過「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臨床技能測驗
第三條 本「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之新進中醫師完訓辦法」分別對受訓學
員資格、訓練醫院、受訓期間、訓練課程、考評方式與及格標
準做出定義。
3-1 學員資格：訓練計畫受訓之學員需通過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中醫師考試且領有中醫師執照者。
3-2 訓練場所：訓練醫療院所乃指「衛生署教學醫院評鑑合格的中醫部
門或經該署指定的中醫醫院」負責。
3-3 受訓期間：本課程訓練完成所需時間為 2 年
3-4 訓練課程：以該員進入訓練計畫時當年度之最新衛生署公告「中醫
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為訓練醫院所遵循之
施行基準。訓練內容包括:基本課程、中醫內科學、中醫
婦科學、中醫兒科學、針灸學、中醫傷科學及急診、西
醫一般醫學訓練等 8 部分。
3-5 考核方式：受訓之 2 年期間學員需提出的考評成績來自下列項目，
包括 4 個必要評量工具，或加上其他評量(例如：下列 3
個建議評量工具)。
必要評量工具：360 度全方位評量、Mini-CEX、DOPS 及學習護照
建議評量工具：學習歷程檔案(Portfolio)、客觀的臨床能力測驗(OSCE)、
進階救命術訓練 ALS (Advanced Life Support)合格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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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評量工具
每年施行次數

施行單位

評分者

依受訓單位特性，每次擇
各 科 訓 練 可 每 兩 個 4 至 5 位(含臨床教師、主
360 度全方
至少 4 次
月進行一次，或每月 治醫師、同儕、實習醫師
位評量
或護理人員、病患、中藥
輪訓各 結束時
局同仁)。
約每月於各科進行
Ｍini-CEX 至少 10 次
臨床教師、藥師
一次
傷科、針灸科、及中 1. 臨床教師
DOPS
至少 4 次
藥局每月一次
2. 藥師
各科皆需進行(建議
臨床教師、藥師、指導負
護 照 或 訓練全程使用
同二年期負責醫師
責醫師、總醫師
(2 年一本)
Case log
訓練計畫)
建議評量工具
1. 學習歷程檔案(Portfolio)：可以取代學習護照或 case log，做為在
2 年訓練期間的持續性紀錄。
2. 客觀性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SCE)可以一年進行一次或 2 年一
次。
3. 進階救命術訓練 ALS 合格證書：ALS 包括 BLS (Basic Life
Support)加上呼吸道處理與電擊訓練。可以當作完訓的必備條件
之一。
4. 筆試
各訓練單位必須以上述必要及建議評量工具評定學員是否達到衛
生署所公告之測驗目標。
3-6 臨床技能測驗合格標準之設定
衛生署所公告的測驗目標中，學生能力須通過至少達到 80% 以上。
學習護照的內容須涵蓋下列項目，其完成率須至少 100%以上。
‧訓練課程與訓練期間
基本訓練課程(含技術訓練課程?) 五十小時?
中醫內科學 八個月（含中藥學一個月）
中醫婦科學
二個月
中醫兒科學
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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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學
四個月
中醫傷科學
四個月
急診
一個月
西醫一般醫學 三個月
‧經驗照顧案例數(附上病歷號碼)
‧經驗操作型技術數量
‧師生會談紀錄單
‧作業或報告
第四條 本辦法依據衛生署公告「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基
準」而訂定。
第五條 受訓學員未依規定完成 臨床實務訓練及核心課程者，得延長受
訓期間，直到臨床能力通過上述之評量合格標準。出現嚴重行
為瑕疵者得予以退訓。
第六條 本認證要點提報行政院衛生署通過後施行。
二、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臨床技能測驗要點
(含測驗範圍及測驗目標) (草案)
第一條 通過「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臨床技能測驗為中
醫學系畢業生成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之必備條件之一。
第二條 本條文適用於自民國**年以後畢業的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
獨立學院之中醫學系及中西醫雙主修西醫學系畢業生、中醫學
系選醫學系雙主修之畢業生、以及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生。
第三條 應考資格
參加此臨床技能測驗者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 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且領有中醫
師執照證書者。
(二) 參加「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且受訓期間至少
一年以上者。
第四條 「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之新進中醫師」臨床技能測驗必須是基
於考官觀察之實作型測驗，且為一全國性高標準性測驗 (high
stakes examination) 。 此 臨 床 技 能 測 驗 為 OSC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臨床技能測驗每年舉辦兩次。
第五條 測驗範圍與測驗目標
 下列科目為測驗範圍
(一) 基本訓練課程(含臨床操作型技術訓練課程)
(二) 中醫內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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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醫婦科學
(四) 中醫兒科學
(五) 針灸學
(六) 中醫傷科學

測驗目標如附件所示，測驗目標為 OSCE 考試建構與及
格標準建立之依據基準。
第六條 全國中醫 OSCE 臨床技能測驗由政府委由民間機構負責規劃
進行(稱為主辦單位)，考試施行成效由委任單位監督指導。
第七條 「中醫 OSCE 臨床技能測驗」主辦單位的工作職掌:
(一)成立工作小組、訂定組織章程、工作內容、明訂權利義務
(二)訂定建構此高標準 OSCE 的工作時程等逐步計畫，並就每
一個施行步驟訂定工作標準流程。建立各階段的表單、工
作指引(guideline/protocol)、示範/解說影帶等，並出版應考
須知手冊。
(三)人力與預算規畫
(四)訂定 OSCE 測驗目標與內容
(五)建立中醫技能 OSCE 起始階段的第一個測驗中心
(六)評鑑、建立與輔導週邊測驗中心。發布考場建置範例、制
定認證機制、辦理測驗中心申請、評鑑與簽約。
(七)建立標準化病人(SP)人才庫。發布 SP 資格說明，開始招募、
簽約
(八)人員教育訓練: 考官、SP、場務工作人員，及試場中心主
持人
(九)建立考生網路報名系統/考場安排系統
(十)及格標準設定
(十一) 試題品質分析/改進
(十二) 負責成績及格判定、公告測驗合格名單，及核發合格考
生證書。
(十三) 承接成績複查與申訴回覆
三、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資格 (草案)
第一條 中醫臨床技能檢定測驗考官定義: 考官乃在「中醫醫療機構負
責醫師訓練課程」臨床技能測驗 OSCE 中擔任測驗站中的評
分者。
第二條 考官推薦標準
可以受推薦擔任中醫技能測驗考官者須具備下列三條件:
(一) 考官資歷： 中醫技能測驗考官須在衛生署公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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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評鑑合格的中醫部門或經該署指定的中醫醫院」
擔任中醫臨床指導醫師者。
(二) 參加 OSCE 實務訓練： OSCE 實務訓練課程得由各收
訓學員之醫療機構舉辦，經 OSCE 主辦單位核可認定。
須完成以下課程修習時數及實務受訓經驗。
1. OSCE 基本課程：至少 4 小時
2. 評分方法課程：至少 2 小時
3. 考官核心課程：至少 6 小時
(三) 3. 擔任過 OSCE 測驗考官之經驗或撰寫測驗案例者。
第三條 建立合格考官名冊
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實務訓練課程完訓者由課程舉辦單位
核發時數證明、由該考官所屬單位審查文件與考官資歷、製
作符合資格之考官名冊、並每半年將考官合格名單報備 OSCE
主辦單位，證明文件則於所屬機構留存備查。
四、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訓練辦法 (草案)
第一條.
考官的評分行為影響中醫臨床技能測驗品質甚鉅，為
因應中醫臨床技能考官的需求量，以及對考官評分品
質的要求，特訂定此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訓練要
點。
第二條.
符合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的推薦條件之中醫臨床
指導醫師，需完成三個考官受訓課程: 1. OSCE 基本課程( 4
小時); 2. 評分方法課程：(2 小時); 3. 考官核心課程(6 小
時)
第三條.
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實務訓練課程得由各「衛生署
教學醫院評鑑合格的中醫部門或經該署指定的中醫醫院」舉
辦，經 OSCE 主辦單位核可認定。
第四條.
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實務訓練課程完訓者由課程
舉辦單位核發時數證明、由該考官所屬單位審查文件與考官
資歷、製作符合資格之考官名冊、並每半年將考官合格名單
報備 OSCE 主辦單位，證明文件則於所屬機構中留存備查。
第五條.
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實務訓練課程之涵蓋內容如
下:
1. OSCE 基本課程
簡介 OSCE
製作 OSCE 藍圖 & 選擇案例
撰寫 OSCE 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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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生指引
(2). 牌告
(3). 標準化病人指引
(4). 考官指引
(5). 評分表
2. 評分方法課程
表現型考試評分的要訣
認識評分表/操作型定義
評分演練
3. 考官核心課程
(1) 說明考官的責任與義務
(2) 了解 OSCE 測驗考場實況
考試流程
考場設備
介紹各種表單
評分表之解讀與使用方式
(3) 處理考場發生的各種意外狀況
考生的行為問題
考場行政問題
其他緊急/意外事件
(4) 模擬 OSCE 測驗的評分 (Mini-OSCE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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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
有關本研究案執行內容的相關議題討論，計畫小組藉由成果發表會的
舉辦，將本年度的執行成果發表給參與過專家會議的專家學者們。以下呈
現演講者蔡金川教授之簡報，並整理分析發表會當天專家提出意見之摘
要。

玖、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的結果，以五項既定執行目標的結果來分別做為總結：
第一項執行目標─「訂定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床能力測驗目標」：
以病人來看中醫師的主症，我們整理了共 112 項主症、21 項操作型技術、
139 個針灸穴位 (分為 高風險區域、中風險區域、低風險區域及安全區域)、
5 項中藥調劑、以及 11 項西醫臨床技術。計畫小組也列出了 265 項飲片及
206 項方劑。在這些臨床能力測驗目標中，其測驗深度用使用 RIME 的尺標
分類中，大部分的項目(88 項，78.6%) 落在測驗範圍應為 M (Manage，管
理)，也就是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要知道如何處理患者的症狀─包含開藥
或衛教；其次(19 項，17.0 %)為 I (Interpret，判讀)，即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
醫師知道如何判讀由患者身上蒐集到之資料與檢查之結果後，做出辨證。
至於操作型技術，大部分(76%) 則要求到需要能在指導下獨立執行，以上
所介紹的皆需成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結束時所要考試測驗的目標
範圍。
第二項及第三項執行目標─「分析比較不同的臨床技能定方式之優劣
點」
、研擬適合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床技能檢定之評估方式 」
，本研究
從中共整理出 17 項臨床測驗工具。結論為，在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
期間，有 4 項必要評量工具 (360 度全方位評量、 Mini-CEX、DOPS、及
護照)及 3 項建議評量工具 (學習歷程檔案、OSCE、及合格證書)，這些評
量工具也分別訂定了適合的施行時間、頻率、和方式。
第四項執行目標─「研訂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技能檢定科目及技術
項目」中，中醫界專家則達到共識認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於訓練結
束時要有一實作型檢核測驗─OSCE (88%)。
第五項執行目標─「訂定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技能檢定考官之資格
及訓練辦法」中，則分別訂定了下列四項草規：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完
訓辦法(草案)」、「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臨床技能測驗要點(含測
驗範圍及測驗目標)(草案)」
、
「中醫臨床技能測驗考官資格」
、及「中醫臨床
技能測驗考官訓練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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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延展建議 需要及早規畫適用於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的
OSCE。而四項草規的擬定，期待能協助未來建立考場設立標準、撰寫教案
訓練、及考官和標準化病人的訓練課程與資格。這項計畫案的執行過程也
透露出建立中醫 OSCE 的可能性，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此計畫案能夠達到
協助中醫 OSCE 設置的功效。
考試向來是影響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行為，期待藉由對中醫醫療
機構負責醫師的臨床技能測驗的明確化與確實執行，能在目標明確的架構
下，確實掌握中醫師的臨床能力，能夠為中醫師臨床能力的適當性，為社
會做把關。此計畫的研究結果可做為考試與教育主管單位在規畫訓練計畫
以及評量方法上，發揮參考的功能。藉由此架構，中醫師的臨床能力得以
持續改善，我們希望在目前能夠用來評量中醫師能力的工具外，在發展出
有信效度且可行的評量工具，進一步研究這些評量工具之品質。藉此研究
成果，而使全民的健康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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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Clinical presentation curriculum 之課程大綱
(From University of Calgary)
1. Principles for Medicine
1.1. The Well Patient and the Health Community
1.2. Biosafety (實驗室與醫療場所安全)
1.3. Obesity and Weight Gain
1.4. Increased Risk of a Genetic Disorder
1.5. Fever and Chills, Sore Throat, Rhinorrhea & Otitis Media
1.6. Allergic reactions and atopy
2. Blood system
2.1. Splenomegaly
2.2. Lymphadenopathy
2.3. Polycythemia
2.4. Abnormalities of the WBC
2.5. Anemia/Pallor/Fatigue
2.6. Fever in the Immuno-Compromised Host
2.7. Bleeding Tendency and Bruising
2.8. Painful Limb
Painful Swollen Limb
Venous Thrombosis and Hypercoagulable States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3. Musculoskeletal and Skin System
3.1. Painful Limb
Painful Swollen Limb
Venous Thrombosis and Hypercoagulable States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3.2. Hair and Nail Complaints
3.3. Skin Tumors, Benign and Malignant
3.4. Skin Blisters
3.5. Skin Rash (Dermatitis)
3.6. Joint Pain, Mono-Articular (Acute, Chronic)
3.7. Joint Pain, Polyarticular (Acute, Chronic)
3.8. Regional Pain, Non-Articular (hand, wrist, elbow, shoulder, spine, hips,
knees, feet)
3.9. Skin Lesions and Systemic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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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Skin Immunologic Diseases
3.11.Primary and Secondary Lesions/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kin
3.12.Fractures and Dislocations
3.13.Dental problems
4. Cardiovascular System
4.1. Chest Discomfort
4.2. Loss Of Consciousness/Syncope/Presyncope
4.3. Palpitations (Abnormal ECG)
4.4. Shock (Hypotension)
4.5. Cardiac Arrest/Cardiovascular Collapse
4.6. Murmur
Systolic Murmur
Diastolic Murmur
4.7. Painful Limb
4.8. Painful Swollen Limb
Venous Thrombosis and
Hypercoagulable States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5. Respiratory System
5.1. Anatomy
5.2. Site Specific Anatomy
5.3. Pathology
5.4. Ethics (Respiratory)
5.5. Respiratory physiology
5.6. Sleep and Breathing
5.7. Cough And/Or Dyspnea
Cough and/or Dyspnea with Normal Chest X-Ray
Cough and/or Dyspnea with Diffuse Chest X-Ray Abnormality
Cough and/or Dyspnea with Pleural Abnormality
Cough and/or Dyspnea with Local Chest X-Ray Abnormality
Cough, Dyspnea and Fever
(含感染：監獄內、戒治所內特殊醫療照護—著重 HIV, TB, 群落感
染症)
5.8. Hypoxia, Hypoxemia, Cyanosis
5.9. Abnormal Serum Hydrogen Ion Concentration
Metabolic Acid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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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bolic Alkalosis
Respiratory Acidosis
Respiratory Alkaldosis
5.10. Hemoptysis
5.11. Laboured/Noisy Breathing in a Young Child
6. RENAL - ELECTROLYTES SYSTEM
6.1. Renal Failure, Acute
6.2. Urinary Retention, Obstruction
6.3. Generalized Edema
6.4. Abnormal Serum Sodium Concentration
Hyponatremia
Hypernatremia
6.5. Polyuria
6.6. Hypertension
Pregnancy Associated Hypertension
Malignant Hypertension
Hypertension in the Elderly
Hypertension in the Pediatric Age Group
6.7. Abnormal Serum Potassium Concentration
Hypokalemia
Hyperkalemia
6.8. Abnormal Serum Hydrogen Ion Concentration
Metabolic Acidosis
Metabolic Alkalosis
Respiratory Acidosis
Respiratory Alkaldosis
6.9. Dysuria
6.10. Haematuria
Hematuria, Extrarenal
Hematuria, Intrarenal;Extraglomerular
Hematuria, Glomerular
6.11. Proteinuria
6.12. Renal Failure, Chronic
6.13. Scrotal Mass (Testicular Pain)
7. ENDOCRINE-METABOLIC
7.1. Adrenal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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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Stature, Tall and Short
7.3. Neck Mass
Hyperthyroidism
Hypothyroidism
7.4. Abnormalitites of Blood Cholesterol/Lipids
7.5. Abnormal Sexual Maturation
7.6. Breast Abnormalities
Gynaecomastia
Breast Discharge
7.7. Hirsutism and Virilization
7.8. Hyperglycaemia, Diabetes
7.9. Abnormal Serum Calcium Concentration
Hypercalcemia
Hypocalcemia
7.10. Abnormal Skull X-Ray (Pituitary Mass)
7.11. Menstrual Cycle
Abnormalities
Normal Cycle
7.12. Hyperkalemia (Fatigue, Hyperpigmentation)
8. NEUROSCIENCES - PART I
8.1. Muscle Weakness (Paralysis, Paresis)
8.2. Numbness and Tingling
8.3. Head and Spinal Injuries 66
8.4. Speech and Language Disturbances
8.5. Hemiplegia/Hemisensory Loss +/- Apasia
8.6. Involuntary Movements
8.7. Gait Disturbances (Ataxia)
9. NEUROSCIENCES - PART II
9.1. Dizziness and Vertigo
9.2. Ear Pain, Hearing Loss and Tinnitus
9.3. Vision Loss : Chronic / Acute Vision Loss
9.4. Childhood Strabismus and Amblyopia
9.5. Diplopia and Pupillary Abnormalities
9.6. Eye Redness
Red Eye
Eye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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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Speech and Language Disturbances
Dysphonia (Hoarseness)
9.8. Coma (Impaired Consciousness)
9.9. Coma (Impaired Consciousness)
9.10. Seizures
Seizures In Adults
9.11. Acute Confusion (Delirium)
9.12. Dementia, Memory Disturbances (Other Cognitive Changes)
9.13. Pain
9.14. Headache
10. THE MIND
10.1. The Sexually Concerned Patient
10.2. Substance Abuse and Drug Addiction
Substance Abuse: Performance Drugs
Substance Abuse/Drug Addication: Adolescent
10.3. Suicidal Behaviour
Suicidal Behaviour: Adult
Suicidal Behaviour: Adolescent
10.4. Panic and Anxiety (Anxiety Disorders) 67
10.5. Psychotic Patient
10.6. Mood Disorders
10.7. Personality Disorders
10.8. Insomnia, Sleep and Circadian Rhythm Disorders
10.9. Weight Loss (Eating Disorders)
( : 含 原住民、禁制人特殊議題---精神疾患、信心建立、家庭關係、家
庭暴力、性侵害防治、災後重建 post-traumatic syndrome)
11. REPRODUCTIVE
11.1. Pregnancy Associated Hypertension
11.2. Menstrual Cycle
Abnormalities
Normal Cycle
Premenstrual Syndrome
11.3. Pregnancy
Pregnancy, Antepartum Care (+ 1st & 3rd Trimester Bleeding)
Pregnancy, Intrapartum Care (Normal And Abnormal)
Pregnancy, Postpartum Care (+Postpartum Ha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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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gnancy, Obstetrical Emergencies
11.4. Pregnancy, Unwanted (Contraception)
11.5. Abnormal Pap Smear
11.6. Excessive/Irregular Blood Loss From Genital Tract
11.7. Prolapse/Pelvic Relaxation
11.8. Pelvic Pain
11.9. Infertility
11.10.Pelvic Mass
11.11.Vaginal Discharge /Vulvar Itch/STDs/Urinary Symptoms
11.12.Breast Mass/Pain
11.13.Menopause / Amenorrhea / Oligomenorrhea
12. GASTROINTESTINAL PROBLEMS
12.1. Weight Loss (Eating Disorders) 68
12.2. Difficulty Swallowing/Dysphagia
12.3. Abdominal Pain
Acute Abdominal Pain
Chronic Abdominal Pain
Heartburn
12.4. Hematemesis
12.5. Blood in Stool
12.6. Vomiting/Nausea/Anorexia/Indigestion
12.7. Abdominal Distension, Mass, Visceromegaly, Ascites
12.8. Jaundice/Abnormal Liver Enzymes
12.9. Change In Bowel Habit
12.10.Mouth Problems
13. HUMAN DEVELOPMENT
The Infant/Child
13.1. The Well Patient (Newborn Assesment, Normal, Includes Nutrition,
Immunization, and Developmental milestones)
13.2. Depressed Newborn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 Prematurity, Low
Birth Weight)
13.3. Cyanotic Newborn
13.4. Neonatal Jaundice
13.5. Infant with Multiple Malformations
13.6.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13.7. Ill Appearing Neonate/Crying-Fussing Inf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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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Problem Child
Abnormal Behaviour and Development
Abnormal Behavour (Adolescent)
13.9. Acutely Ill Infant or Child/Poisoning
13.10. Failure To Thrive (Infant)
13.11. Seizures (Pediatric)
13.12. Hypertension (Pediatric Age Group)
13.13. Weight Loss (Eating Disorders)
13.14. Childhood Communicable Diseases 69
13.15. Child with Orthopoedic Problems
13.16. Mouth Problems (Pediatric)
13.17. Vomiting/Nausea (Pediatric)
The Elderly
13.18. The Well Patient (The Elderly Patient)
13.19. Failure To Thrive(The Elderly Patient)
13.20. Dementia, Memory Disturbances
13.21. Falls
13.22. Urinary Incontinence
13.23. Dying Patient
The Family
13.24. Family Violence
Elder Abuse
Child abuse
Community Issues
13.25. Family Violence: Interpersonal Stress and Conflict/Adjustment to Life
Changes
14. INTEGRATIVE
14.1. Poisoning
14.2. Multisystem Trauma
14.3. Operative Patient
14.4. Integration PBL: 20 cases (20 個整合型 PBL 案例分散在 3-5 年級，
每學年結束前進行 6-7 例，涵蓋這學年教過的多個臨床表現)

61

附件二、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臨床能力測驗目標效度空白問卷
一、原始 (範本)
1.1. 一般
保留 刪除
肥胖
面黃肌瘦、體重減輕
發燒、畏寒、寒顫
耳朵疼痛
視覺模糊
蒼白
虛弱、無力、耳體虛
1.1.7.
弱
1.1.8. 盜汗
1.1.9. 頭痛
1.1.10. 聲音沙啞
1.1.11. 昏迷、意識不清
1.1.12. 痙攣、抽筋
1.1.13. 菸毒癮
1.1.14. 高血壓
1.1.15. 頭髮、指甲異常
1.1.16. 體表腫塊
1.1.17. 耳鳴、耳聾
1.1.18. 掉髮
1.1.19. 背痛
1.1.20. 水腫
1.1.21. 膿瘍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建議增加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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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為

建議

二、網路版 (範本)
各位關心中醫教育的先進：
有效而可靠的評量影響教育的方向，更是為全民健康把關的重要工具。
茲接受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之委託，進行「建立中醫畢業後臨床技能評估
模式」之研究，需先尋求對於「中醫師在 PGY 結束前應該具備的能力」的
各方共識，懇請您參與並貢獻您寶貴的意見，以釐清 PGY 結束時學員應該
要具備的能力。
請點選以下連結進行問卷填寫：
中醫臨床技能問卷 (上) http://bit.ly/fzXCud
中醫臨床技能問卷 (下) http://bit.ly/i3St4n
此次問卷只搜集專家們對中醫教育的觀點，您的意見代表貴單位的意見，
極為寶貴，將成為訂定測驗目標與選擇測驗方法的準繩，待我們蒐集資料
完整後將分析匯總，於五月一日專家會議中報告，以做成決議。
敬請您於 4 月 15 日 (星期五) 前填寫完畢，不勝感激。

義守大學 義大醫院蔡淳娟
暨「建立中醫畢業後臨床技能評估模式」計畫研究小組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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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卷預估將花費您約二十至二十五分鐘作答
一、基本資料
填寫人(姓名)
服務機構
服務地區

您的身分

畢業後年資

北區 桃竹苗區

R3

R4

< 5 年 5-<10 年

中區

雲嘉台南區 高屏區 花蓮台東區

開業中醫師

主治醫師

10-<15 年

15 年以上

二、中醫臨床症狀分類
填寫說明：
不論中醫或西醫，醫師所處理的病人症狀都是一樣的。本調查的各項
目為病人來看醫師的表現(症狀)，雖然病人通常有多種症狀同時出現，但請
以主症狀為考量要點。一個症狀可以包含多個辯證/診斷，多個診斷可以同
一個症狀表現，本調查不以中醫師的診斷做為討論之分類，而要特別釐清
學生應該要會處理什麼樣的病人症狀。
本問卷所列出「可施行的臨床能力」是指學生至少可以在「模擬訓練
環境中」(例如: OSCE, Mini-CEX, 臨床技能訓練室)、或在臨床實境中，被
充分監督指導下，面對各種不同病人問題時，能夠展現的臨床能力(註明: 還
不算是真的能完全獨立執行醫療行為)。
我們對學員之臨床能力要求乃逐年增加的，因此，此問卷依據下列能
力 成 長 順 序 (RIME) 規 畫 之 : Reporter ( 報 告 者 ), Interpreter ( 判 讀 者 ),
Manager(處理者), Evaluator/ Educator (評估者)。
RIME 的「教育深度」依循原則，由淺入深，分別說明如下:
1. 報告者(Reporter)：能夠以可靠、尊敬、誠實的態度收集病人的資料，
進行四診檢查(望聞問切)，且能和團隊成員溝通討論，能夠回答「是
什麼(What)」的問題(回答病人是什麼樣的證型)。
2. 判讀者(Interpreter)：能做有組織條理且有價值的病情回報，可以主
動思考病人的問題，並可以應用所需的知識來做合理的辨證(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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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回答”為什麼(Why)”的問題(能夠判斷病因病機)。
3. 處理者(Manager)：依據辨證結果及經驗做出可行的臨床處置， 能
夠回答”如何(How)”以解決病人之問題(辨證論治)。
4. 評估者(Evaluator/ Educator )：能給予他人/病人教導與回饋 能自我
改進及自我反省，形成個人的改善計畫。(對病人衛教 醫者自我提
升)
訂定學習深度時請考量下列學習順序原則： 通常是由常見、簡單、危
急、而重要的疾病開始。
1. 一般
1.1 . 一般
R

I M E

1 肥胖
2 面黃肌瘦、體重減輕
3 發燒、畏寒、寒顫
4 耳朵疼痛
5 視覺模糊
6 蒼白
7 虛弱、無力、身體虛弱
8 盜汗
9 頭痛
10 聲音沙啞
11 昏迷、意識不清
12 痙攣、抽筋
13 菸毒癮
14 高血壓
15 頭髮、指甲異常
16 體表腫塊
17 耳鳴、耳聾
18 掉髮
19 背痛
20 水腫
21 膿瘍
22 黃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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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I M E

備註

R I M E

備註

R
23 皮膚問題:癢、乾燥、出疹
24 體味
25 膚色/黏膜發紫

第一次專家會議版 (範本)
1. 一般
一般
1.1. 肥胖
1.2. 面黃肌瘦、體重減輕
1.3. 發燒、畏寒、寒顫
1.4. 耳朵疼痛
1.5. 視覺模糊
1.6. 蒼白
1.7. 虛弱、無力、身體虛弱
1.8. 盜汗
1.9. 頭痛
1.10. 聲音沙啞
1.11. 昏迷、意識不清
1.12. 痙攣、抽筋
1.13. 菸毒癮
1.14. 高血壓
1.15. 頭髮、指甲異常
1.16. 體表腫塊
1.17. 耳鳴、耳聾
1.18. 掉髮
1.19. 背痛
1.20. 水腫
1.21. 膿瘍
1.22. 黃膽
1.23. 皮膚問題:癢、乾燥、出疹
1.24. 體味
1.25. 膚色/黏膜發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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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R I M E

備註

1.26. 矮小
1.27. 青春期轉大人
1.28. 兒童營養
1.29. 兒童生長發育
西醫操作型技術問卷
西醫操作型技術

說出適應、 模仿、協助 指導下獨立
禁忌症
執行
執行

一般理學檢查(頭頸、軀幹
四肢、胸部、腹部)
EKG
7.2. EKG 操作
EKG 基本判讀
7.3.
(速率、正常波型、節率)
簡易實驗室判讀
7.4.
(血液,生化,尿液,腫瘤指數)
7.5. 放射線(胸腹)
7.6. 常用手術及術式名詞
7.7. 傷口處理及其併發症處置
7.8. 燙傷緊急處理
7.9. 手術後之照護
7.10. 無菌技術
7.11. 靜脈導管放置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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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小組會議討論臨床技能測驗目標問卷未達成共識項目

未達成共識項目定義：未超過 50%專家投票同意
編號

內兒一般

R

1.1. 肥胖

I
0

%

M
4

E

11

4

0% 21.1% 57.9% 21.1%

1.2. 肌瘦、體重減輕

0

%

4

9

6

0% 21.1% 47.4% 31.6%

1.3. 發燒、畏寒、寒顫

0

%

2

9

8

0% 10.5% 47.4% 42.1%

1.4. 耳朵疼痛

1

%

2

11

4

5.3% 10.5% 57.9% 21.1%

1.5. 視覺模糊

0

%

4

11

3

0% 21.1% 57.9% 15.8%

1.6. 蒼白

0

%

4

9

6

0% 21.1% 47.4% 31.6%

1.7. 虛弱、無力、身體虛弱

0

%

4

7

7

0% 21.1% 36.8% 36.8%

1.8. 盜汗

0

%

0%

1.9. 頭痛

0

%

0%

1.10. 聲音沙啞；失音

0

%

0%

1.11. 昏迷、意識不清

1

%
1.12. 痙攣、抽筋

9

8

5.3% 47.4% 42.1%
1

7

10

5.3% 36.8% 52.6%
1

11

6

5.3% 57.9% 31.6%
3

1

5.3% 68.4% 15.8%

5.3%

0

%

1

13
6

10

2

0% 31.6% 52.6% 10.5%

1.13. 菸毒癮

2

%

11

3

2

10.5% 57.9% 15.8% 10.5%

1.14. 高血壓

0

%

0

12

7

0% 0.00% 63.2%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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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頭髮、指甲異常

0

%

0%

1.16. 體表腫塊

0

%

3

7

18

7.9% 18.4% 47.4%
6

9

3

0% 31.6% 47.4% 15.8%

1.17. 耳鳴、耳聾

0

%

0%

1.18. 背痛

0

%

0%

1.19. 水腫

0

%

1

9

8

5.3% 47.4% 42.1%
1

11

7

5.3% 57.9% 36.8%
3

8

7

0% 15.8% 42.1% 36.8%

1.20. 膿瘍

0

%

5

10

4

0% 26.3% 52.6% 21.1%

1.21. 黃疸

0

%

6

10

3

0% 31.6% 52.6% 15.8%

1.22. 皮膚問題:癢、乾燥、出疹

0

%

0%

1.23. 異常體味

0

%

1

11

7

5.3% 57.9% 36.8%
3

12

4

0% 15.8% 63.2% 21.1%

1.24. 膚色/黏膜發紫（發黑）

0

8
10
1
42.11 52.63
0%
5.26%
%
%
0
3
8
8

%
1.25. 食慾、口慾異常
%

0% 15.8% 42.1% 42.1%

1.26. 矮小

0

%

9

7

3

0% 47.4% 36.8% 15.8%

1.27. 青春期轉大人(保健類)

0

%

3

11

5

0% 15.8% 57.9% 26.3%

1.28. 兒童營養(保健類)

0

%

3

9

7

0% 15.8% 47.4% 36.8%

1.29. 兒童生長發育(青春期前) (保健類)
%

0

4

10

5

0% 21.1% 52.6%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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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內兒器官

R

2.1. 咳嗽

I
0

%

0%

2.2. 呼吸有聲音

0

%

M
0

E
8

11

0% 42.1% 57.9%
6

10

3

0% 31.6% 52.6% 15.8%

2.3. 呼吸喘

0

%

4

9

6

0% 21.1% 47.4% 31.6%

2.4. 有痰

0

%

0%

2.5. 失音

0

%

0

13

6

0% 68.4% 31.6%
3

12

4

0% 15.8% 63.2% 21.1%

2.6. 咳血

0

%

8

9

2

0% 42.1% 47.4% 10.5%

2.7. 流鼻水/鼻涕

0

%

0%

2.8. 流鼻血

0

%

0%

2.9. 打呼

0

%

0

11

8

0% 57.9% 42.1%
1

13

5

5.3% 68.4% 26.3%
9

8

2

0% 47.4% 42.1% 10.5%

2.10. 喉嚨乾澀、疼痛、口乾舌燥

0

%

0%

2.11. 心悸、心慌

0

%

0

13

5

0% 68.4% 26.3%
2

11

6

0% 10.5% 57.9% 31.6%

2.12. 胸痛

0

%

5

8

6

0% 26.3% 42.1% 31.6%

2.13. 胸悶

0

%

2

11

6

0% 10.5% 57.9% 31.6%

2.14. 癲癇

0

%

13

4

2

0% 68.4% 21.1% 10.5%

2.15. 休克

1

%
2.16. 臉潮紅

3

1

5.3% 73.7% 15.8%

5.3%

0

%

14
5

10

4

0% 26.3% 52.6%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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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內兒器官

R

2.17. 嘔吐

I
0

%

0%

2.18. 胃酸逆流

M
1

9

9

5.3% 47.4% 47.4%

0

%

E

11

8

0% 0.00% 57.9% 42.1%

2.19. 打嗝

0

%

0%

2.20. 胃痛

0

%

0%

2.21. 腹痛

0

%

0%

2.22. 腹瀉

1

7

5.3% 52.6% 36.8%
1

9

9

5.3% 47.4% 47.4%
1

10

8

5.3% 52.6% 42.1%

0

%

10

9

10

0% 0.00% 47.37% 52.63%

2.23. 便秘

0

%

9

10

0% 0.00% 47.4% 52.6%

2.24. 嘴破洞（口破）

0

%

0%

2.25. 吐血

0

%

1

10

8

5.3% 52.6% 42.1%
10

6

3

0% 52.6% 31.6% 15.8%

2.26. 血便

0

%

5

8

6

0% 26.3% 42.1% 31.6%

2.27. 灰色便

0

%

5

10

3

0% 26.3% 52.6% 15.8%

2.28. 傷口復原不易

0

%

4

10

5

0% 21.1% 52.6% 26.3%

2.29. 黃疸

0

%

4

12

3

0% 21.1% 63.2% 15.8%

2.30. 腹部腫脹

0

%

7

10

2

0% 36.8% 52.6% 10.5%

2.31. 尿濁、尿起泡

0

%

3

13

3

0% 15.8% 68.4% 15.8%

2.32. 血尿

0

%

3

12

4

0% 15.8% 63.2%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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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內兒器官

R

2.33. 少尿

I
0

%

M
4

E
12

3

0% 21.1% 63.2% 15.8%

2.34. 漏尿

0

%

2

12

5

0% 10.5% 63.2% 26.3%

2.35. 頻尿

0

%

0%

2.36. 腰脅痛、腰痠

0

%

0%

2.37. 遺精、早洩

0

%

0%

2.38. 小便灼熱、刺痛

0

%

1

12

6

5.3% 63.2% 31.6%
1

11

7

5.3% 57.9% 36.8%
2

25

11

5.3% 65.8% 28.9%
4

21

13

0% 10.5% 55.3% 34.2%

2.39. 夜尿

0

%

13

6

0% 0.00% 68.4% 31.6%

2.40. 暈厥

0

%
2.41. 排汗異常

8

1

0% 52.6% 42.1%

5.3%

0

%

10
4

11

4

0% 21.1% 57.9% 21.1%

2.42. 口渴

0

%

0%

2.43. 虛勞

0

%

0%

2.44. 眩暈

0

%

0

14

5

0% 73.7% 26.3%
1

12

6

5.3% 63.2% 31.6%
2

10

7

0% 10.5% 52.6% 36.8%

2.45. 肌肉痠痛

0

%

0%

2.46. 肌肉萎縮、無力

0

%

1

11

7

5.3% 57.9% 36.8%
3

11

4

0% 15.8% 57.9% 21.1%

2.47. 肢體疼痛

0

%

9

10

0% 0.00% 47.4% 52.6%

2.48. 肢體無力、倦怠

0

%

2

9

8

0% 10.5% 47.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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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內兒器官

R

2.49. 肢體腫脹 、關節腫脹疼痛

0

%

0%

2.50. 肢體麻木、皮膚感覺異常

0%

2.51. 半身不遂

E
10

8

5.3% 52.6% 42.1%
1

15

3

5.3% 78.9% 15.8%

0

%

M
1

0

%

2

14

3

0% 10.5% 73.7% 15.8%

2.52. 步履問題、跛行

0

%

0

0%

2.53. 四肢冰冷

0%
婦女症狀

R

3.1. 無月經、月經週期不規則
%

1

2

11

7

5.3% 57.9% 36.8%
I

0

17

0% 89.5% 10.5%

0

%
編號

I

M
4

E
18

16

0% 10.5% 47.4% 42.1%

3.2. 痛經

0

%

0%

3.3. 月經有血塊、大量月經

0

%

0%

3.4. 乳脹

0

%

0%

3.5. 乳房發育不良

0

%

1

9

9

5.3% 47.4% 47.4%
1

10

8

5.3% 52.6% 42.1%
1

10

8

5.3% 52.6% 42.1%
3

12

4

0% 15.8% 63.2% 21.1%

3.6. 經行吐衄

0

%

2

13

4

0% 10.5% 68.4% 21.1%

3.7. 經前症候群

0

%

0%

3.8. 私處有異味、異常白帶

0

%

1

9

9

5.3% 47.4% 47.4%
2

10

7

0% 10.5% 52.6% 36.8%

3.9. 子宮脫垂、陰道前後壁膨出

0

%
3.10. 陰部搔癢

11

1

0% 36.8% 57.9%

5.3%

0

%

7
2

12

5

0% 10.5% 63.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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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婦女症狀

R

3.11. 陰部疼痛

0

%
3.12.

I

M
3

E
12

4

0% 15.8% 63.2% 21.1%
坐月子／產後調理；產後腰痠、筋
骨痠痛

%

1
2.6%

3.13. 不孕

0%

3.14. 產後惡露不絕

1

0%

3.15. 乳汁不足

0%

3.16. 胎動不安

4

14

4

5.3% 73.7% 21.1%
1

13

5

5.3% 68.4% 26.3%

0

%

14

1

0

%

10

5.3% 73.7% 21.1%

0

%

27

0% 71.1% 26.3%

0

%

4

12

3

0% 21.1% 63.2% 15.8%

3.17. 更年期障礙、停經症候群

0

%
編號

0

0

0%
傷科

R

4.1. 骨折
%

8

0% 57.9% 42.1%
I

0

11

M
11

E
4

3

0% 57.9% 21.1% 15.8%

4.2. 脫位

0

%

8

5

5

0% 42.1% 26.3% 26.3%

4.3. 傷筋

0

%

0%

4.4. 扭挫傷

0

%

0%

4.5. 韌帶損傷

0

%

0%

4.6. 發炎(關節/肌腱等)

0

%

0%

4.7. 外傷傷口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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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9

0% 47.4% 47.4%
0

10

8

0% 52.6% 42.1%
1

9

8

5.3% 47.4% 42.1%
0

10

8

0% 52.6% 42.1%
0

12

6

0% 63.2% 31.6%

編號

精神

R

5.1. 失眠、睡眠品質異常(臥寐)

I
0

%

0%

5.2. 怒喜思悲恐（情緒異常）

0

%

M
0

E
11

8

0% 57.9% 42.1%
3

12

4

0% 15.8% 63.2% 21.1%

5.3. 精神不振、恍惚

0

%

3

12

4

0% 15.8% 63.2% 21.1%

5.4. 精神錯亂、癲狂

0

%
5.5. 記憶力減退、健忘

8

1

0% 52.6% 42.1%

5.3%

0

%

10
3

12

4

0% 15.8% 63.2% 21.1%

5.6. 認知統合能力差

0

%

10

5

4

0% 52.6% 26.3% 21.1%

5.7. 自殺傾向

0

%
5.8. 注意力不佳

4

0

0% 78.9% 21.1%

0%

0

%

15
4

11

4

0% 21.1% 57.9% 21.1%

75

編號

技術項目

Des

IP

SP

手法治療
6.1. 基礎類手法

0

%

0%

6.2. 進階性手法

1

%
固定治療

5.3%

6.3. 紗繃/彈繃固定法

0

%

0%

6.4. 副木/三角巾固定

0

%

0

17

0% 89.5%
0

16

0% 84.2%
0

17

0% 89.5%
4

13

0% 21.1% 68.4%

6.5. 膠布固定

0

%

2

15

0% 10.5% 78.9%

6.6. 紙板固定

0

%

2

14

0% 10.5% 73.7%

6.7. 石膏/鋁片固定

2

%
藥物治療

6

9

10.5% 31.6% 47.4%

6.8. 敷貼藥

0

%

0%

6.9. 搽擦藥

0

%

0%

6.10. 薰洗濕敷藥

0

%

0%

6.11. 熱熨藥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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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8

0% 94.7%
0

18

0% 94.7%
0

18

0% 94.7%
0

17

0% 89.5%

編號

技術項目

Des

IP

SP

中藥調劑
6.12. 藥品炮製

11

%
6.13. 辨識中藥品規格、等級(飲片)

6

1

57.9% 31.6%

5.3%

6

%

4

8

31.6% 21.1% 42.1%

6.14. 辨識藥材真偽、替代品

8

%

5

5

42.1% 26.3% 26.3%

6.15. 劇藥與藥毒之辨識

7

%

2

9

36.8% 10.5% 47.4%

6.16. 藥品貯存

10

%

3

5

52.6% 15.8%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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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

技術項目

Des

6.18. 練功療法

3

%
6.19. 骨折整復手法

6.20. 針刺療法

6

15.8% 31.6%

31.6%

7

5

26.3% 36.8%

26.3%

0

%
6.21. 灸療療法
%
6.22. 刺絡放血
%
6.23. 小針刀療法

1

17

0% 5.3%

89.5%

0

0

18

0%

0%

94.7%

1

2

15

5.3% 10.5%

78.9%

8

%
6.24. 物理療法

7

1

42.1% 36.8%

5.3%

4

%
6.25. 牽引療法

7

4

21.1% 36.8%

21.1%

4

%
6.26. 拔火罐療法

6

5

21.1% 31.6%

26.3%

0

%
6.27. 刮痧療法

2

16

0% 10.5%

84.2%

0

%
技術項目

SP
6

5

%
其他療法

編號

IP

1

17

0% 5.3%

89.5%

Evl

IC

MD

PT

針灸
6.28. 安全區域

7

%

36.8%

6.29. 低風險區域

6

%

31.6%

6.30. 中風險區域

3

%

15.8%

6.31. 高風險區域

2

%

0

6

5

0% 31.6% 26.3%
0

6

6

0% 31.6% 31.6%
0

9

6

0% 47.4% 31.6%
2

6

8

10.5% 10.5% 31.6%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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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臨床技能測驗目標問卷
一、使用 RIME 評量尺標訂定的各項臨床技能項目之學習程度
編號

全身症狀
內

1
2
3
4
5
6

I

M

兒

昏迷、意識不清

13/19

3/19

1/19

15.8%

5.3%

菸毒癮

68.4%
11/19

3/19

2/19

15.8%

10.5%

頭髮、指甲異常

57.9%
3/19

7/19

18/19

7.9%
6/19

18.4%

47.4%

9/19

3/19

31.6%
4/19

47.4%

15.8%

11/19

4/19

21.1%

57.9%
9/19

21.1%

47.4%
9/19

31.6%

47.4%
11/19

42.1%

57.9%
11/19

21.1%

57.9%
9/19

15.8%

47.4%
7/19

31.6%

36.8%
9/19

36.8%

47.4%
11/19

42.1%
31.6%

6/19

57.9%
10/19

31.6%
0/19

52.6%
12/19

10.5%
7/19

體表腫塊
肥胖
肌瘦、體重減輕

4/19
21.1%

7

發燒、畏寒、寒顫

2/19
10.5%

8

耳朵疼痛

2/19
10.5%

9

視覺模糊

4/19
21.1%

10

蒼白

4/19
21.1%

11

虛弱、無力、身體虛弱

4/19
21.1%

12

盜汗

1/19
5.3%

13

聲音沙啞；失音

1/19
5.3%

14
15

E

痙攣、抽筋
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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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8/19
4/19
3/19
6/19
7/19
8/19
6/19
2/19

編號

全身症狀

16

耳鳴、耳聾

17

背痛

18

水腫

19

膿瘍

20

皮膚問題:癢、乾燥、出疹

21

異常體味

22

膚色/黏膜發紫（發黑）

23

食慾、口慾異常

24

頭痛

I

M

0% 63.2%
1/19
9/19
5.3% 47.4%
1/19
11/19
5.3% 57.9%
3/19
8/19
15.8% 42.1%
5/19
10/19
26.3% 52.6%
1/19
11/19
5.3% 57.9%
3/19
12/19
15.8% 63.2%
8/19
10/19
42.11% 52.63%
3/19
8/19
15.8% 42.1%
1/19
7/19
5.3%
36.8%

E
36.8%
8/19
42.1%
7/19
36.8%
7/19
36.8%
4/19
21.1%
7/19
36.8%
4/19
21.1%
1/19
5.26%
8/19
42.1%
10/19
52.6%

兒童
25

矮小

26

青春期轉大人 (保健類)

27

兒童營養(保健類)

28

兒童生長發育(青春期前) (保健類)

9/19
47.4%
3/19
15.8%
3/19
15.8%
4/19
21.1%

7/19
36.8%
11/19
57.9%
9/19
47.4%
10/19
52.6%

3/19
15.8%
5/19
26.3%
7/19
36.8%
5/19
26.3%

字母縮寫：I 判讀者(Interpreter)、M 處理者(Manager)、E 評估者(Evaluator/ Educator)
數字分母代表：總投票數
數字分子代表：贊同數
有色底粗體字代表：專家會議後，再經研究團隊數次會議討論後共識應達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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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技術項目

I

M

E

內兒器官分類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呼吸喘
咳血
打呼
胸痛
癲癇
休克
吐血
血便
暈厥
呼吸有聲音
有痰
失音
流鼻水/鼻涕
流鼻血
喉嚨乾澀、疼痛、口乾舌燥
心悸、心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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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9/19

6/19

21.1%

47.4%

31.6%

8/19

9/19

2/19

42.1%

47.4%

10.5%

9/19

8/19

2/19

47.4%

42.1%

10.5%

5/19

8/19

6/19

26.3%

42.1%

31.6%

13/19

4/19

2/19

68.4%

21.1%

10.5%

14/19

3/19

1/19

73.7%

15.8%

5.3%

10/19

6/19

3/19

52.6%

31.6%

15.8%

5/19

8/19

6/19

26.3%

42.1%

31.6%

10/19

8/19

1/19

52.6%
6/19

42.1%

5.3%

10/19

3/19

31.6%

52.6%

15.8%

0/19

13/19

6/19

0%

68.4%

31.6%

3/19

12/19

4/19

15.8%

63.2%

21.1%

0/19

11/19

8/19

0%

57.9%

42.1%

1/19

13/19

5/19

5.3%

68.4%

26.3%

0/19

13/19

5/19

0%

68.4%

26.3%

2/19

11/19

6/19

編號

45
46

技術項目

I

胸悶
臉潮紅

M

E

10.5%

57.9%

31.6%

2/19

11/19

6/19

10.5%

57.9%

31.6%

5/19

10/19

4/19

26.3%

52.6%

21.1%

1/19

9/19

9/19

5.3%

47.4%

47.4%

0/19

11/19

8/19

0%

57.9%

42.1%

1/19

10/19

7/19

5.3%

52.6%

36.8%

1/19

9/19

9/19

5.3%

47.4%

47.4%

1/19

10/19

8/19

5.3%

52.6%

42.1%

1/19

10/19

8/19

5.3%

52.6%

42.1%

5/19

10/19

3/19

26.3%

52.6%

15.8%

4/19

10/19

5/19

21.1%

52.6%

26.3%

4/19

12/19

3/19

21.1%

63.2%

15.8%

7/19

10/19

2/19

36.8%

52.6%

10.5%

3/19

13/19

3/19

15.8%

68.4%

15.8%

3/19

12/19

4/19

腸胃脾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嘔吐
胃酸逆流
打嗝
胃痛
腹痛
嘴破洞 （口破）
大便顏色改變
傷口復原不易
黃疸
腹部腫脹

泌尿生殖
57
58

尿濁、尿起泡
血尿
82

編號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技術項目

I

少尿
漏尿
頻尿
腰脅痛、腰痠
遺精、早洩
小便灼熱、刺痛
夜尿
排汗異常
口渴
眩暈

M

E

15.8%

63.2%

21.1%

4/19

12/19

3/19

21.1%

63.2%

15.8%

2/19

12/19

5/19

10.5%

63.2%

26.3%

1/19

12/19

6/19

5.3%

63.2%

31.6%

1/19

11/19

7/19

5.3%

57.9%

36.8%

2/19

25/19

11/19

5.3%

65.8%

28.9%

4/19

21/19

13/19

10.5%

55.3%

34.2%

0/19

13/19

6/19

0%

68.4%

31.6%

4/19

11/19

4/19

21.1%

57.9%

21.1%

0/19

14/19

5/19

0%

73.7%

26.3%

2/19

10/19

7/19

10.5%

52.6%

36.8%

1/19

11/19

7/19

5.3%

57.9%

36.8%

3/19

11/19

4/19

15.8%

57.9%

21.1%

2/19

9/19

8/19

10.5%

47.4%

42.1%

1/19

10/19

8/19

5.3%

52.6%

42.1%

1/19

15/19

3/19

四肢軀幹
69
70
71
72
73

肌肉痠痛
肌肉萎縮、無力
肢體無力、倦怠
肢體腫脹 、關節腫脹疼痛
肢體麻木、皮膚感覺異常
83

編號

74
75
76
77
78

技術項目

I

M

E

5.3%

78.9%

15.8%

2/19

14/19

3/19

10.5%

73.7%

15.8%

0/19

17/19

2/19

0%

89.5%

10.5%

1/19

11/19

7/19

5.3%

36.8%

0/19

57.9%
8/19

0%

42.1%

57.9%

0/19

9/19

10/19

半身不遂
步履問題、跛行
四肢冰冷
咳嗽
腹瀉

0%
79
80

便秘
肢體疼痛

編號

婦女症狀

81

無月經、月經週期不規則

82

痛經

83

月經有血塊、大量月經

84

乳脹

85

乳房發育不良

86

經行吐衄

87

經前症候群

88

私處有異味、異常白帶

89

子宮脫垂、陰道前後壁膨出

47.37% 52.63%

0/19

9/19

10/19

0%

47.4%

52.6%

0/19

9/19

10/19

0%

47.4%

52.6%

I
4/38
10.5%
1/19
5.3%
1/19
5.3%
1/19
5.3%
3/19
15.8%
2/19
10.5%
1/19
5.3%
2/19
10.5%
7/19
36.8%
84

11/19

M

E

18/38
47.4%
9/19
47.4%
10/19
52.6%
10/19
52.6%
12/19
63.2%
13/19
68.4%
9/19
47.4%
10/19
52.6%
11/19
57.9%

16/38
42.1%
9/19
47.4%
8/19
42.1%
8/19
42.1%
4/19
21.1%
4/19
21.1%
9/19
47.4%
7/19
36.8%
1/1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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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部搔癢

91

陰部疼痛

92

坐月子／產後調理；產後腰痠、筋
骨痠痛

93

不孕

94

產後惡露不絕

95

乳汁不足

96

胎動不安

97

更年期障礙、停經症候群

編號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傷科

2/19
10.5%
3/19
15.8%

12/19
63.2%
12/19
63.2%

5/19
26.3%
4/19
21.1%

0/38

27/38

10/38

0%
1/19
5.3%
1/19
5.3%
1/19
5.3%
4/19
21.1%
0/19
0%

71.1%
14/19
73.7%
14/19
73.7%
13/19
68.4%
12/19
63.2%
11/19
57.9%

26.3%
4/19
21.1%
4/19
21.1%
5/19
26.3%
3/19
15.8%
8
42.1%

M

E

I

骨折
韌帶損傷
脫位
傷筋
扭挫傷
發炎(關節/肌腱等)
外傷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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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4/19

3/19

57.9%

21.1%

15.8%

1/19

9/19

8/19

5.3%
8/19

47.4%

42.1%

5/19

5/19

42.1%

26.3%

26.3%

0/19

9/19

9/19

0%

47.4%

47.4%

0/19

10/19

8/19

0%

52.6%

42.1%

0/19

10/19

8/19

0%

52.6%

42.1%

0/19

12/19

6/19

0%

63.2%

31.6%

編號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精神

I

精神錯亂、癲狂
認知統合能力差
自殺傾向
失眠、睡眠品質異常(臥寐)
怒喜思悲恐 （情緒異常）
精神不振、恍惚
記憶力減退、健忘
注意力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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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10/19

8/19

1/19

52.6%

42.1%

5.3%

10/19

5/19

4/19

52.6%

26.3%

21.1%

15/19

4/19

0/19

78.9%
0/19

21.1%

0%

11/19

8/19

0%

57.9%

42.1%

3/19

12/19

4/19

15.8%

63.2%

21.1%

3/19

12/19

4/19

15.8%

63.2%

21.1%

3/19

12/19

4/19

15.8%

63.2%

21.1%

4/19

11/19

4/19

21.1%

57.9%

21.1%

二、測驗目標：操作型技術
編號

技術
項目

手法
113
治療

手法
114
治療

115
116
117

固定
治療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藥物
治療

Des
基礎類手法
 擺動類手法：一指禪推法、滾法、揉法；
 摩擦類手法：摩法、擦法、推法、搓法
 振動類手法：抖法
0/19
 叩擊類手法：拍擊法、彈法
0%
 擠壓類手法：按法、拿法、捏法、踩蹺
法
 運動類手法：搖法、扳法、拔伸法、屈
伸法、背法
進階性手法
(治療疾病所需之手法組合)
 頸椎(揉按推彈、旋轉復位)
1/19
 背部(胸椎、T1、T2 轉頸復位，T3 以下 5.3%
之復位)
 腰椎(側板復位)
 肘部、膝部、關節面之手法復位
0/19
紗繃／彈繃固定法
0%
0/19
副木／三角巾固定
0%
0/19
膠布固定
0%
0/19
紙板固定
0%
2/19
石膏／鋁片固定
10.5%
0/19
敷貼藥
0%
0/19
搽擦藥
0%
0/19
薰洗濕敷藥
0%
0/19
熱熨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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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SP

0/19
17/19
0%
89.5%

0/19
0%

0/19
0%
4/19
21.1%
2/19
10.5%
2/19
10.5%
6/19
31.6%
0/19
0%
0/19
0%
0/19
0%
0/19
0%

16/19
84.2%

17/19
89.5%
13/19
68.4%
15/19
78.9%
14/19
73.7%
9/19
47.4%
18/19
94.7%
18/19
94.7%
18/19
94.7%
17/19
89.5%

字母縮寫：Des 說出適應、禁忌症 (Description)；IP 模仿、協助執行 (Imitated practice)；
SP 指導下獨立執行 (Supervised practice)。
數字分母代表：總投票數
數字分子代表：贊同數
有色底粗體字代表：專家會議後，再經研究團隊數次會議討論後共識應達到的「程度」。

編號
124

技術項目
中藥調劑

藥品炮製

125

辨識中藥品規格、等級(飲片)

126

辨識藥材真偽、替代品

127

劇藥與藥毒之辨識

128

藥品貯存

129

練功療法

練功療法

骨折整復手
骨折整復手法
法
其他療法
物理療法
131
130

132

牽引療法

133

針刺療法

134

灸療療法

135

刺絡放血

136

小針刀療法

137

拔火罐療法

138

刮痧療法
88

Des

IP

SP

11/19
57.9%
10/19
52.6%
6/19
31.6%
8/19
42.1%
7/19
36.8%
3/19
15.8%
5/19
26.3%
4/19
21.1%
4/19
21.1%
0/19
0%
0/19
0%
1/19
5.3%
8/19
42.1%
0/19
0%
0/19
0%

6/19
31.6%
3/19
15.8%
4/19
21.1%
5/19
26.3%
2/19
10.5%
6/19
31.6%
7/19
36.8%
7/19
36.8%
6/19
31.6%
1/19
5.3%
0/19
0%
2/19
10.5%
7/19
36.8%
2/19
10.5%
1/19
5.3%

1/19
5.3%
5/19
26.3%
8/19
42.1%
5/19
26.3%
9/19
47.4%
6/19
31.6%
5/19
26.3%
4/19
21.1%
5/19
26.3%
17/19
89.5%
18/19
94.7%
15/19
78.9%
1/19
5.3%
16/19
84.2%
17/19
89.5%

三、測驗目標：操作型技術─針灸
編號

技術項目

IC

高風險區域
雲門、承泣、秉風、曲垣、肩中俞、天柱、膏肓、
2
139
京門、章門、期門、大包、命門、大椎、啞門、 10.5%
風府
中風險區域
天樞、極泉、腎俞、氣海俞、大腸俞、關元俞、
0
140
腰陽關、志室、胞肓、商曲、關元、氣海、水分、
0%
中脘、天突、廉泉
安全區域
尺澤、魚際、少商、合谷、陽谿、手三里、曲池、
肘髎、臂臑、肩髃、巨骨、迎香、四白、地倉、
頰車、頭維、伏兔、梁丘、足三里、條口、豐隆、
解谿、內庭、隱白、公孫、商丘、三陰交、地機、
陰陵泉、血海、少海、神門、少衝、少澤、後谿、
腕骨、陽谷、養老、小海、肩貞、臑俞、天宗、
0
141
通天、絡卻、次髎、承扶、委陽、委中、秩邊、
0%
承筋、承山、飛揚、崑崙、申脈、太谿、照海、
築賓、陰谷、曲澤、內關、大陵、中衝、中渚、
陽池、外關、支溝、肩 髎、率谷、陽白、承靈、
居髎、環跳、膝陽關、陽陵泉、光明、懸鐘、丘
墟、足臨泣、大敦、行間、太衝、曲泉、百會、
神庭
低風險區域
太淵、列缺、大迎、下關、髀關、犢鼻、箕門、
0
142 顴髎、聽宮、睛明、攢竹、湧泉、然谷、勞宮、
0%
翳風、耳門、絲竹空、童子 髎、聽會、風池、素
髎、人中、膻中、承漿

PT

Evl

8
2
42.1% 10.5%

6
3
31.6% 15.8%

5
7
26.3% 36.8%

6
6
31.6% 31.6%

字母縮寫：IC 適應/禁忌症 (Indication/ contraindication)、PT 穴位取穴方法與選用適當
針具 (Point and tool)、MD 補瀉手法與針刺深度 (Maneuver and depth) 、Evl 效果評量
(Evaluation)
數字分母代表：總投票數
數字分子代表：贊同數
有色底粗體字代表：專家會議後，再經研究團隊數次會議討論後共識應達到的「程度」。

89

四、測驗目標：西醫臨床技術
數值

西醫臨床技術

145 一般理學檢查(頭頸、軀幹四肢、胸部、腹部)

Des
1/15
6.67%

IP

SP

0/15

14/15

0.0% 93.33%

EKG
5/15

0/15

66.7% 33.3%
2/15
6/15

0.0%

40.0% 46.7%

13.3%

10/15

146 EKG 操作
147 EKG 基本判讀(速率、正常波型、節率)
148 簡易實驗室判讀(血液,生化,尿液,腫瘤指數)

2/15

7/15

6/15

40.0% 13.3%

46.7%

5/15

149 放射線(胸腹)

6/15

4/15

33.3% 40.0%

26.7%

3/15

2/15

66.7% 20.0%
4/15 10/15

13.3%

26.7% 66.7%
4/15
5/15

6.7%

26.7% 33.3%

40.0%

10/15

150 常用手術及術式名詞
151 傷口處理及其併發症處置
152 燙傷緊急處理

7/15

153 手術後之照護

46.7% 40.0%

13.3%

3/15

11/15

6.7% 20.0%
3/15

73.3%
0/15

80.0% 20.0%

0.0%

字母縮寫：Des 說出適應、禁忌症 (Description)；IP 模仿、協助執行 (Imitated practice)；
SP 指導下獨立執行 (Supervised practice)。
數字分母代表：總投票數
數字分子代表：贊同數
有色底粗體字代表：專家會議後，再經研究團隊數次會議討論後共識應達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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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2/15

12/15

155 靜脈導管放置

1/15

6/15

1/15

154 無菌技術

7/15

附件五、義大醫院 360 度評量表範本
請您就對這位受評者之認識，勾選下列問題，此為不記名評量，敬請審慎
填完後，交回給臨床教師，謝謝您的貢獻。
受評學員:
科別:
日期: _____年/ _____月/ _____日
受評者職級：□醫學生 □PGY □R1 □R2 □R3 □R4-5
您與受評學員之關係(可複選):
□主管 □導師或臨床教師 □一般主治醫師 □同儕住院醫師或學員
□其他醫事人員(護理人員、技術員等) □病人或其家屬 □其他(請說明)
評量結果
不
備註(優缺點、不適
低於 符合一 優於
評量項目
適
用原因等)
預期 般要求 預期
用
1 2 3
4 5 6 NA
1.病人照護
□ □ □ □ □ □ □
2.操作型技術
□ □ □ □ □ □ □
3.工作效率
□ □ □ □ □ □ □
4.文書表達
□ □ □ □ □ □ □
5.醫病溝通
□ □ □ □ □ □ □
6.教學熱忱
□ □ □ □ □ □ □
7.學習態度
□ □ □ □ □ □ □
8.團隊工作
□ □ □ □ □ □ □
9.責任心與可信賴感
□ □ □ □ □ □ □
10.整體表現
□ □ □ □ □ □ □
學習檢討：
需學員加強的部分？

評量項目說明：
1.病人照護：能正確診斷治療病人，並協助解決病人精神社會層面問題。2.
操作型技術：各項基礎與專業臨床操作型技術能力，如放置鼻胃管、中央
靜脈導管等等。3.工作效率：可在時限內完成各種行政表單與臨床工作，也
能適當尋求協助、運用資源。4.文書表達：病歷、照會單、會議記錄等各項
文書記載詳實、清楚易讀。5.醫病溝通：能清楚流暢對病人解釋診斷、治療、
預後，尊重病人自主權並能維持良好關係。6.教學熱忱：有能力與意願對同
儕、學生及相關職類人員進行指導或經驗分享。7.學習態度：了解自己的極
限，願意虛心求教或搜尋各種資源以解決問題。8.團隊工作:尊重同儕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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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受，了解不同職類的運作與貢獻、有同理心與團隊概念。9.責任心與可
信賴感：交班確實、正直誠實，與同儕相處融洽。10.整體表現：總結來說，
此學員與相同職級的學員相比整體能力約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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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專家會議 IRS 投票問題
一、第一次專家會議 IRS 投票問題
Q1. 中醫的訓練一定是要到評估者之程度?
1. 同意 (11/22; 50%)
2. 不同意 (11/22; 50%)
Q2. 中醫 PGY 畢業時可成獨立基層醫師?
1. 同意 (18/21; 85.7%)
2. 不同意 (3/21; 14.3%)
Q3. PGY 畢業底限：Interpreter？
1. 同意 (15/19; 78.9%)
2. 不同意 (4/19; 21.1%)
Q4. 未參加者意見亦納入？
1. 同意 (1/17; 5.9%)
2. 不同意 (16/17; 94.1%)
Q5. 360 度納入評量？
1. 同意 (10/13; 76.9%)
2. 不同意 (3/13 23.1%
二、第一次專家會議 IRS 投票問題
Q1. 您贊成在 2 年 PGY 訓練結束、出去開業前時施行臨床技能測驗嗎?
- 是 (16/17; 94.1%)
- 否 (1/17; 5.9%)
Q2. 是否接受半年內未取得課程認證?
- 是 (15/16; 93.8%)
- 否 (1/16; 6.3%)
Q3. 欲取得「中醫畢業後負責醫師訓練之新進中醫師完訓」資格，您認為
應至少要達成多少學習目標?
- 60% (2/1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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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3/16; 18.8%)
- 80% (10/16; 62.5%)
- 90% (1/16; 6.2%)
- 100% (0/16; 0%)
Q4. 欲取得「中醫畢業後負責醫師訓練之新進中醫師完訓」資格，您認為
在兩年受訓結束時應至少達成多少學習目標?
- 60% (0/14; 0%)
- 70% (2/14; 14.2%)
- 80% (11/14; 78.6%)
- 90% (1/14; 7.2%)
- 100% (0/14; 0%)
Q5. 欲取得「中醫畢業後負責醫師訓練之新進中醫師完訓」資格，您認為
在兩年受訓結束時應至少完成多少學習護照?
- 100%
Q6. 是否需訂定畢業後多久(如: 六年)未取得中醫證書者不得受訓 PGY 課
程?
- 是 (4/17; 23.5%)
- 否 (13/17; 76.5%)
中醫畢業後負責醫師訓練之新進中醫師臨床技能檢定規範辦法
Q7. 決定此開業資格之臨床測驗為 OSCE?
- 是 (15/17; 88.2%)
- 否 (2/17; 11.8%)
Q8. 每年全國性 OSCE 舉辦次數?
- 一次 (3/17; 17.6%)
- 二次 (12/17; 70.6%)
- 三次 (2/17; 11.8%)
Q9. 臨床操作型技術訓練課程列入基礎課程?
- 是 (9/16; 56.3%)
- 否 (7/16;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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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是否保留 OSCE 考官經驗(至少一次)? (會議手冊肆(三))
- 是 (9/16; 56.3%)
- 否 (7/16;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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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部關節疾患之傷科整復手法與針灸治療
成效之比較分析
邱榮鵬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摘

要

目的：
研究肩關節周圍疾患以中醫傷科推拿手法配合針灸治療在療效成效、生活功
能及療程費時之評估，並且與單純針灸治療進行比較分析。

實施方法：
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林森院區中醫傷科及針灸科門診收治肩關節疾患
患者，以影像學攝影排除骨折或軟骨病變及其他影響診斷之疾病後，於每次就診
時記錄 VAS scale，並於療程開始第一次與最後一次進行 SPADI、MOS SF-12 健
康相關生活品質以及中醫體質分析量表紀錄，且不給予科學中藥及水煎藥物，實
驗組每次傷科手法治療時間約 12 分鐘以上；實驗祖及對照組之留針時間為 15 分
鐘，以紅外線燈照射。藉此評估傷科手法合併針灸治療軟組織疾患之療效及對生
活功能的改善情形並與單純針灸治療進行比較。

結果：
本計畫自民國 100 年 8 月開始進行病患之收案，至計畫完成時收案數達 60
人，其中 5 人因故退出計畫，目前針對 48 人之統計資料發現於實驗組 23 人、對
照組 25 人中，各組之間之性別、年齡、初次測量之 VAS 值分布無明顯差異。病
患治療前後的六向測量角度去做比較，以 paired t-test 方式統計發現，兩組的前
伸、外展、內旋角度三部分、對照組的後伸、外旋角度五部分達顯著差異達顯著
差異(P＜0.05)，但實驗組的後伸、內收、外旋角度三部分未達顯著差異(P＞0.05)。
兩組的內收(Add)角度未達顯著差異(P＞0.05)。而治療前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間
在六向角度的比較，發現兩組之間無統計上的明顯差異(p＞0.05)。生活品質量表
統計發現實驗組的生理狀況分數改善程度較對照組明顯，具統計學上的差異，但
兩組的精神狀況分數改善程度並無明顯差異。在中醫體質方面，我們也發現病患
就診前以氣虛證、陰虛證、寒證及熱證為多，治療後的體質問卷分析發現病患的
氣虛證改善甚為明顯，但寒證及陰虛證的改善程度不明顯，且風證有增加的趨勢。
關鍵詞：肩周炎、傷科手法、針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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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anipulation and Acupuncture
Treatment on Peri-arthritis
CHIU, JUNG-PENG
Taipei City Hospital

ABSTRACT
Aim:
To research the treatment response, treatment time and life function of the
shoulder disorders by using Chinese manipulation and acupuncture. Furthermore,
comparing the data with the pure acupuncture treatment.

Method:
We collect the patients with shoulder disorders at the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umatology in Taipei City Hospital, Linsen TCM Branch. We use image
photography to exclude the patients those who have fracture or cartilage problem and
then we record the range of motion and pain degree of affected shoulder, life function
and Chinese symptoms scale. We give manipulation and acupuncture at the regions
around affected shoulder. We use VAS scale to check the improvement of pain at every
clinic-visting and check the range of motion, pain degree, life function and Chinese
symptoms again at the end of course. We use the datas to evaluate the outcome and
improvement of life function by using manipulation with acupuncture, and compare
them with pure acupuncture group.

Results:
This program was started from August 2011. There were already 60 cases
included at the end of this program, but 5 cases dropped out due to personal reasons.
There were 48 persons who completed the courses, and 23 persons were in
experienced group and 25 persons were in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x, age, VAS scale (first visit), and the times that patients said the pain
were less than half of the VAS scale (first visit). We used SPSS 17.0 software and used
paired-t test to evaluate the data we collected. We found the difference of range of
motion between first visit and last visit on flexion, abduction and internal rotation in
both groups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of range of motion between first visit and last
visit on external rotation was only in control group (p<0.05). No difference of range of
motion between first visit and last visit on adduction were noted in both groups
(p>0.05).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al factor was noted only in experience group
(p=0.000)and no difference of mental factor was noted in both groups (p=0.535,
p=0.313). The questionnaire of character in Chinese medicine system revealed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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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and yin-deficiency pattern were difficult to be solved in both groups but
qi-deficiency pattern was solved in both groups.
Keywords: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manipulation,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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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肩關節周圍炎是常見的肩部疾患，俗稱五十肩，多見於中老年人口，
臨床症狀以疼痛及功能障礙為主，疾病後期會造成嚴重的功能活動障礙並
且令患者感到強烈的疼痛而影響生活功能甚巨。近年來隨著國人飲食生活
習慣的改變，好發年齡層有逐漸向下降的趨勢。現行國內治療方式以藥劑
治療，復健治療以及手術治療為主(R)。藥物止痛有一定的時效性，同時在
長期服用上也有部分副作用。復健方式治療的頻率高且療程長，手術方式
介入則易產生結構上的破壞及反覆沾黏。傳統中醫理論上，肩周炎屬痺症
多因本體素虛加以感受風寒濕熱之邪糾結所致，臨床上，中醫傷科推拿手
法配合針灸治療對本類型患者有相當良好的成效，鑒於國內對於肩周炎之
中醫治療研究多以針灸或藥物為主，針對傷科推拿手法的具體療效評估及
系統化的治療原則較少著墨。同時缺乏量化的實證醫學工具，針對肩周炎
的患者也缺乏標準化的中醫證型分析與評估，在發揚傳統中醫傷科手法之
療效以及與國際醫學研究接軌上相當不利。另外鑒於中國大陸部分相關研
究成果的推展，建立本土化傷科手法治療原則以及療效評估工具乃至於肩
部關節疾患中醫傷科治療的資料庫實為當前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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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場所：本研究對象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及中
醫門診中心肩周炎患者為研究對象。本計畫將收集 60 位可評受試者。
二、研究期限：研究期限：100 年 4 月 1 日至 101 年 6 月 30 日
三、病人分組：分為 2 組
四、治療時間：8 週
五、試驗設計：單盲、隨機、對照方式進行本試驗
六、隨機分配方法：將利用統計軟體產生一組隨機亂數表，用來決定依時
間先後次序進入試驗之受試者，被隨機分為 2 組：治療 A 組（治療方
式為中醫傷科推拿手法配合針灸治療介入方式及針灸位置如下）及對
照 B 組（僅針灸治療），每週兩次治療，同健保療程設計以 8 週共計
16 次治療為基準。
七、主要療效指標及其評估方法（Primary endpoint）
療效指標：疼痛指數及關節活動度(第一周及第八周之評估)、VAS
scale(每次紀錄)
評估方式：
(一) 關節活動度 (ROM)
1.前伸／後屈。
（Flexion/ Extension）
2.外展。（Abduction）
3.內收。（Adduction）
(二) 疼痛指數(附件 1)
1. Development of a shoulder pain and disability index (SPADI)
2. VAS scale
八、次要治療指標及其評估方式 (Secondery endpoint)
治療指標：生活功能、中醫體質證型
評估方法：
(一) 健康生活品質相關：
MOS SF-12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附件 2)
(二) 中醫體質分析量表：
乃邀請國內中醫專家根據虛證(氣虛，血虛，陰虛)以及中醫痺
症(寒熱風濕之)做為診斷標準，建立適合臨床工作者評估之問卷，
再進行修改並建立專家效度。(附件 3)
九、安全性指標
(一) 不良反應事件（adverse event）
(二) 生命徵象檢查（vital signs）包括血壓、脈搏及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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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身體檢查
評估方法：每次回診時，監測生命徵象，遇有特殊狀況，以電話
與工作人員聯繫
十、研究對象之納入條件
(一) 自發性的肩周炎
(二) 症狀持續超過 3 個月
(三) 活動度受限
1. 上舉功能未達到 135 度
2. 外展功能未達 120 度
3. 後伸內旋無法觸碰對側肩胛骨
(四) 未同時服用 NSAID 類之消炎止痛藥物以及西醫復健治療者
十一、 排除條件
(一) 懷孕、半年內預定懷孕者及授乳婦女（pregnancy test (urine)）
(二) 骨折、脫臼等結構性損傷者。
(三) 6 個月內有嚴重合併症如心肌梗塞、腦中風、嚴重外傷、重大手
術者；
(四) 其他特殊疾病經醫師評估不適合加入者
(五) 對接受治療順從性不佳者經醫師評估不適合加入者
十二、 實驗設計：
這是以單盲、隨機、對照方式進行本試驗進行的初步臨床實驗，所有
符合本臨床試驗之納入/排除標準之患者，經試驗前講習說明後，被隨機分
為 2 組：A 組及 B 組，兩組皆在實驗前拍攝肩部 X 光片；分配為 A 組者採
用傷科配合針灸治療（施治方式見 12 條），於每次就診時記錄 VAS scale，
並於療程開始第一次與最後一次進行 SPADI（附件 1）
、MOS SF-12 健康相
關生活品質（附件 2）以及中醫體質分析量表（附件 3）紀錄，且於第一次、
第七次及最後一次就診時進行坐姿時的背部照相以評估次要療效指標，不
給予科學中藥及水煎藥物，每次治療時間約 12 分鐘以上；留針時間 15 分
鐘，以紅外線燈照射。
分配為 B 組者採用純針灸治療（施治方式見 12 條），於每次就診時記
錄 VAS scale，並於療程開始第一次與最後一次進行 SPADI（附件 1）
、MOS
SF-12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附件 2）以及中醫體質分析量表（附件 3）紀錄，
且於第一次、第七次及最後一次就診時進行坐姿時的背部照相以評估次要
療效指標，不給予科學中藥及水煎藥物，每次留針時間 15 分鐘，以紅外線
燈照射。除非中途退出，否則應接受為期 8 週治療期。於試驗期間將監測
不良反應事件，若有任何狀況將盡快通知相關人員並處理。
十三、 治療計畫(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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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治療原則：留針 15 分鐘，以紅外線照燈加熱
(一) 治則：袪風散寒、化濕通絡、行氣止痛
(二) 穴位：肩井、肩俞、肩髎（深入關節腔為原則）、天宗、曲池、
二頭肌長短頭之縫隙間下一吋。等六處穴位。
傷科整復手法：
(一) 患者端坐，治療者在患側以局部按壓滾動方式放鬆肩部肌肉，
針對三角肌，前臂肌群，肩胛骨上下肌群持續放鬆
(二) 患者端坐，治療者位在患者後側，以左手固定患處肩膀外緣，
右手以患者上臂為支點作上舉動放鬆，需視患者疼痛緊繃情況
而定，以最大活動角度為原則
(三) 患者坐姿，治療者站立於患處，一手扶住患側，另一手握住其
腕部或托住其肘部，以肩關節為軸心做環狀搖動，幅度由小至
大。
(四) 患者成坐姿，治療這在患處側面，以一手固定患肩，並將患側
手臂夾於治療者另一手肘處，以患肩為支點，進行遷拉動作。
以最大幅度運動為原則。
(五) 經由前述緩解肌肉緊繃之手法處理後，視情況進行患處肩部關
節以及肩胛關節之復位動作。
十四、 不良事件反應
在試驗期間有任何不良事件反應，將視評估其嚴重度，並專案討論是
否立刻停止並離開/退出試驗，且將追蹤探討其原因。
十五、 退出條件
(一) 試驗期間，不遵守醫囑者
(二) 試驗期間，懷孕者
(三) 試驗期間，發生重大疾病或住院不適合繼續參加者
(四) 試驗期間，因故更改用藥，經醫師評估不適合繼續參加者
(五) 試驗期間，受試者自願離開/退出
(六) 其他經醫師評估不適合繼續參加者
(七) 受試者 lost of follow up or death
十六、 資料之統計分析
(一) 樣本數
48 位可評之受試者，考慮有 20%受試者退出臨床試驗，預
估共約 60 位受試者參與本試驗。
(二) 資料分析母群體
被隨機指派之受試者(ntent-to-treat population)
(三) 隨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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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RA 統 計 軟 體 產 生 一 組 隨 機 表 (permuted-block
randomization method)，用來決定依時間先後次序進入試驗之受
試者，應接受何者處理組別。
(四) 一般統計方法
1. 所有統計檢定將以雙尾(two-sides)檢定，及顯著水準為 0.05
之方式執 行。
2. 所有信賴區間為 95%信賴區間，療效指標的主要母體分析為
intent-to-treat population。
(五) 基本資料分析方法
以 independent t test 比較兩組受試者的基本資料是否相同。
(六) 療效指標分析方法
1. 針對不同病患於傷科推拿合併針灸前後與與單純針灸治療，
分別使用 Independent t test 進行比較。
2. 針對相同病患於傷科推拿合併針灸前後或與單純針灸治療，
使用 paired t test 進行兩種範圍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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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本計畫自民國 100 年 8 月開始進行病患之收案，至計畫完成時收案數
達 60 人，其中 5 人因故退出計畫，目前針對 48 人之統計資料發現於實驗
組 23 人、對照組 25 人中，各組之間之性別、年齡、初次、最後一次測量
之 VAS 值分布及疼痛 VAS 值減少一半以上時的治療次數無明顯差異，這是
以目前實驗組、對照組均只有 20 多人的小樣本情況下的統計分析結論。
針對病患治療疼痛程度的表現，我們也統計了病患 16 次治療中究竟在
第幾次治療後可以緩解一半以上的疼痛，我們以 VAS 疼痛值的記錄減少一
半時的該次療程給予同樣的數值，計算實驗組與對照組疼痛減少時所需療
程是否有統計學上的差異，結果如下：
Group Statistics
Group

N

Mean

Std. Deviation

1

23

55.43

9.075

2

25

53.00

6.819

1

23

7.61

1.948

2

25

6.96

2.336

1

23

2.17

2.588

2

25

2.48

2.648

1

23

8.00

4.824

2

25

9.40

5.672

Sig. (2-tailed)
.296

age
.304

VAS1
.688

VAS2
.364

Times

另實驗組 23 人中的男性病患僅 5 位佔該組比例 21.7%，對照組 25 人中
的男性病患同樣也是 5 人佔該組比例 20.0%，所以男性病患佔所有參與實驗
者比例為 20.8%。
我們依病患治療前後的六向測量角度去做比較，以 paired t-test 方式統
計發現，實驗組的前伸(Flex)、外展(Abd)、內旋(IR)角度三部分達顯著差異
(P＜0.05)，但後伸(Ext)、內收(Add)、外旋(ER)角度三部分未達顯著差異(P
＞0.05)。對照組的前伸(Flex)、後伸(Ext)、外展(Abd)、外旋(ER)、內旋(IR)
角度五部分達顯著差異(P＜0.05)，僅內收(Add)角度未達顯著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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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第一次角度

mean±SD

最後一次角度

mean±SD

FLEX-first

126.74±16.92

FLEX-last

141.30±15.95

EXT-first

47.04±12.31

EXT-last

50.52±10.09

ABD-first

108.52±26.47

ABD-last

143.70±25.58

ADD-first

27.13±11.55

ADD-last

32.43±11.63

IR-first

57.61±20.48

IR-last

71.74±20.48

ER-first

40.26±26.05

ER-last

48.00±26.00

對照組
第一次角度

mean±SD

最後一次角度

mean±SD

FLEX-first

124.28±24.48

FLEX-last

140.48±25.27

EXT-first

46.68±12.67

EXT-last

51.24±9.76

ABD-first

119.60±32.05

ABD-last

141.20±27.57

ADD-first

26.44±17.66

ADD-last

31.88±13.37

IR-first

65.40±22.69

IR-last

75.12±22.72

ER-first

50.12±29.99

ER-last

57.68±29.07

實驗組治療前後六向活動角度之比較
Paired Samples Test

Sig. (2-tailed)

Pair 1

FLEX-A1 - FLEX-Last

.000

Pair 2

EXT-A1 - EXT-Last

.254

Pair 3

ABD-A1 - ABD-Last

.000

Pair 4

ADD-A1 - ADD-Last

.082

Pair 5

IR-A1 - IR-Last

.002

Pair 6

ER-A1 - ER-Last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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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治療前後六向活動角度之比較
Paired Samples Test

Sig. (2-tailed)

Pair 1

FLEX-A1 - FLEX-Last

.003

Pair 2

EXT-A1 - EXT-Last

.043

Pair 3

ABD-A1 - ABD-Last

.001

Pair 4

ADD-A1 - ADD-Last

.077

Pair 5

IR-A1 - IR-Last

.011

Pair 6

ER-A1 - ER-Last

.042

而治療前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間在六向角度的比較，發現兩組之間
無統計上的明顯差異(p＞0.05)。
治療前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間之比較
p值
FLEX-first

第一次前伸角度

0.690

EXT-first

第一次後伸角度

0.920

ABD-first

第一次外展角度

0.200

ADD-first

第一次內收角度

0.875

IR-first

第一次內旋角度

0.262

ER-first

第一次外旋角度

0.232

FLEX-last

最後一次前伸角度

0.894

EXT-last

最後一次後伸角度

0.803

ABD-last

最後一次外展角度

0.747

ADD-last

最後一次內收角度

0.879

IR-last

最後一次內旋角度

0.592

ER-last

最後一次外旋角度

0.232

FLEX-D

治療前後前伸角度差

0.784

EXT-D

治療前後後伸角度差

0.766

ABD-D

治療前後外展角度差

0.102

ADD-D

治療前後內收角度差

0.974

IR-D

治療前後內旋角度差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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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前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間之比較

p值

ER-D

治療前後外旋角度差

0.974

Change-T

治療前後總角度差

0.397

【生活品質 SF12 量表】
我們選擇 MOS SF-12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做為評估個人加入本計畫
前後的比較，希望看到病患在兩組治療上的差異。我們以第一次治療前及
最後一次後的問卷輸入 SPSS 17.0 軟體中，分別算出治療前後的 PCS 和 MCS
值，再以 paired-t test 比較前後的差異性，結果如下：
不分組別

mean±SD

治療前之 PCS 值

40.73±6.24

治療前之 MCS 值

56.06±10.04

治療後之 PCS 值

46.52±7.28

治療後之 MCS 值

57.48±7.47

治療前後之 PCS 值的 paired-t test

p=0.002

治療前後之 MCS 值的 paired-t test

p=0.535

實驗組

mean±SD

治療前之 PCS 值

39.67±6.36

治療前之 MCS 值

57.58±9.54

治療後之 PCS 值

49.33±5.60

治療後之 MCS 值

56.45±8.47

治療前後之 PCS 值的 paired-t test

p=0.000

治療前後之 MCS 值的 paired-t test

p=0.535

對照組

mean±SD

治療前之 PCS 值

42.32±6.01

治療前之 MCS 值

53.79±10.86

治療後之 PCS 值

42.31±7.72

治療後之 MCS 值

59.02±5.73

治療前後之 PCS 值的 paired-t test

p=0.995

治療前後之 MCS 值的 paired-t test

p=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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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體質證型】
我們依肩關節疾患患者最常出現的中醫證型（氣虛證、血虛證、陰虛
證、寒證、熱證、風證及濕證）製作問卷，並於第一次治療前及最後一次
治療後完成問卷評估，並將結果輸入電腦，每個證型有三題，每題各得一
分，每個證型超過兩分以上則表示具有該證型，以 excel 程式跑出各證型的
比例如下：
氣虛證 血虛證 陰虛證
寒證
熱證
風證
濕證
治療前
0.37
0.00
0.22
0.37
0.30
0.15
0.11
治療後
0.04
0.00
0.15
0.37
0.11
0.22
0.04
實驗組
治療前
治療後

氣虛證
0.38
0.00

血虛證
0.00
0.00

陰虛證
0.25
0.19

寒證
0.44
0.31

熱證
0.44
0.13

風證
0.19
0.25

濕證
0.13
0.06

對照組
治療前
治療後

氣虛證
0.36
0.09

血虛證
0.00
0.00

陰虛證
0.18
0.09

寒證
0.27
0.45

熱證
0.09
0.09

風證
0.09
0.18

濕證
0.09
0.00

如我們將病患體質問卷中所有被勾是的題目之總和為計算值，去看兩
組病患治療前後的總和值的變化，並以 paired-t test 去看治療前後病患的總
和值是否有統計學上的差異，結果如下：
不分組別
治療前之總和值
治療後之總和值
治療前後之總和值 paired-t test

mean±SD
6.30±2.69
4.26±2.65
p=0.001

實驗組
治療前之總和值
治療後之總和值
治療前後之總和值 paired-t test

mean±SD
6.63±3.181
3.39±3.15
p=0.003

對照組
治療前之總和值
治療後之總和值
治療前後之總和值 paired-t test

mean±SD
5.82±1.779
4.73±1.737
p=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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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將實驗組及對照組兩組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第六次、治
療後的六向角度，與第一次治療前的六向角度，分別做 paired-t test，發現
對照組每次治療前後的 p 值未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的次數遠較實驗組治療
前後的 p 值未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的次數為多，可見實驗組在每次治療當
下的角度改變程度較對照組來得明顯，因為如此，所以病患較能接受也較
希望同時接受手法推拿及針灸的治療。
對照組
Pair 1
Pair 2
Pair 3
Pair 4
Pair 5
Pair 6
Pair 7
Pair 8
Pair 9
Pair 10
Pair 11
Pair 12
Pair 13
Pair 14
Pair 15
Pair 16
Pair 17
Pair 18
Pair 19
Pair 20
Pair 21
Pair 22
Pair 23
Pair 24

FLEX-A1 - FLEX-P1
EXT-A1 - EXT--P1
ABD-A1 - ABD--P1
ADD-A1 - ADD--P1
IR-A1 - IR--P1
ER-A1 - ER--P1
FLEX-A1 - FLEX-P2
EXT-A1 - EXT--P2
ABD-A1 - ABD--P2
ADD-A1 - ADD--P2
IR-A1 - IR--P2
ER-A1 - ER--P2
FLEX-A1 - FLEX-P4
EXT-A1 - EXT--P4
ABD-A1 - ABD--P4
ADD-A1 - ADD--P4
IR-A1 - IR--P4
ER-A1 - ER--P4
FLEX-A1 - FLEX-P6
EXT-A1 - EXT--P6
ABD-A1 - ABD--P6
ADD-A1 - ADD--P6
IR-A1 - IR--P6
ER-A1 - ER--P6

Sig.
(2-tailed)
.167
.051
.201
.180
.026
.646
.041
.226
.896
.121
.749
.836
.016
.164
.439
.713
.049
1.000
.032
.201
.211
.518
.425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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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第一次

1
6

第二次

2
6

第四次

1
6

第六次

實驗組
Pair 1
Pair 2
Pair 3
Pair 4
Pair 5
Pair 6
Pair 7
Pair 8
Pair 9
Pair 10
Pair 11
Pair 12
Pair 13
Pair 14
Pair 15
Pair 16
Pair 17
Pair 18
Pair 19
Pair 20
Pair 21
Pair 22
Pair 23
Pair 24

Sig.
(2-tailed)

FLEX-A1 - FLEX-P1
EXT-A1 - EXT--P1
ABD-A1 - ABD--P1
ADD-A1 - ADD--P1
IR-A1 - IR--P1
ER-A1 - ER--P1
FLEX-A1 - FLEX-P2
EXT-A1 - EXT--P2
ABD-A1 - ABD--P2
ADD-A1 - ADD--P2
IR-A1 - IR--P2
ER-A1 - ER--P2
FLEX-A1 - FLEX-P4
EXT-A1 - EXT--P4
ABD-A1 - ABD--P4
ADD-A1 - ADD--P4
IR-A1 - IR--P4
ER-A1 - ER--P4
FLEX-A1 - FLEX-P6
EXT-A1 - EXT--P6
ABD-A1 - ABD--P6
ADD-A1 - ADD--P6
IR-A1 - IR--P6
ER-A1 - ER--P6

.009
.002
.010
.375
.105
.013
.973
.006
.047
.305
.015
.006
.099
.076
.503
.552
.027
.041
.009
.019
.021
.658
.07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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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第一次

4
6

第二次

2
6

4
6

第四次

第六次

肆、討論
實驗組與對照組病患在分組步驟中已達到隨機分配的表現，兩組各別
的年齡平均約 55 歲左右，顯見在 50~60 歲之間願意參加本計劃的就醫患者
中，以女性居多，而且因為隨機分配之故，兩組的首次 VAS 測量值與最後
一次 VAS 測量值亦出現無統計上明顯差異的表現，再次證明隨機分組的表
現。
但實驗組在治療前後六向角度測量值上，僅前伸、外展、內旋角度呈現
有明顯療效的表現，但對照組在治療前後六向角度測量值上，僅內收角度
未有明顯療效表現外，其他五項都有明顯療效的表現。回顧實驗組的治療
步驟，先給予傷科手法的治療，鬆解患側肩部周圍肌肉及旋轉增加肩部活
動角度，再給予針灸治療，如此方式可能造成病患接受傷科手法時，局部
不適或疼痛感會因為傷科手法操作後，在內收、外旋、後伸動作部分增加
較多，即使經過針灸刺激後，仍無法達到統計上明顯療效的表現；而對照
組僅是針對肩關節周圍六個穴位給予針刺，未有其他可能造成新的發炎的
作為，也許因此而獲致較多部位的統計上具明顯療效表現。
但兩組在內收角度的療效上都沒有達到統計上明顯療效的表現，推測
可能因為病患肩部疼痛的表現在做手臂平舉內收動作時，會因為肱骨頭與
肩胛骨喙突交界處（也是肱二頭肌肌腱處）同時受到擠壓而發生較明顯疼
痛感，而使病患無法承受此動作引發的痛苦，所以普遍來看，這個動作的
恢復是較差的。
同時也發現，六向角度測量值的變化，不管在實驗組或是對照組都有進
步，只是各別程度的不同而已，單向角度在治療前後的變化無論在實驗組
或是對照組都沒有與對方有顯著的差異，可見不管是針灸加傷科手法的實
驗組組或是單純針灸組都能給病人帶來療效，而且兩組之間無療效的差異
性。
但在治療前期，我們發現每次治療結束後的角度測量，實驗組的改善
程度較對照組的改善程度明顯，使得病患有更多的信心持續接受治療，即
使最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療效不相上下，但病患仍較希望同時接受傷科手
法及針灸的治療，在本計畫執行過程中發現治療前期實驗組病患的改善程
度雖較明顯，但最後對照組病患的活動角度程度亦呈穩定的增加，故統計
結果發現兩組的最後療效為不相上下甚為合理，可惜未能持續進行實驗後
的追蹤隨訪以評估實驗組及對照組未來數年的變化。
但如果病人在回診時訴說疼痛改善程度較不明顯時，肩關節周圍肌肉
僵硬緊繃程度似有增加的狀況，同時也會影響當下治療時病患的耐受程
度，但暫時無法從這次的研究中與以討論，如果能增加每次治療前後的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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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VAS 評估或是以儀器協助完成肌力測試，或許可以說明上述臨床觀察是
否為真。
在生活品質量表的追蹤統計發現，實驗組的生理功能部分改善程度較
對照組明顯，但兩組的精神部分改善程度在統計學上無明顯差異，這與病
患肩部疾患的改善讓病患的活動增加有關，也跟傷科手法合併針灸治療時
病患獲得較明顯角度的增加也增強病患的信心有關。
在中醫體質方面，我們也發現病患就診前以氣虛證、陰虛證、寒證及
熱證為多，這與肩關節疾患在中醫範疇內的肩痺、凝肩、肩不舉的證型相
符合，但熱證多為急性發作期之表現，但在這份體質問卷中有關熱證的第
三項「起病急，患處感灼熱脹痛」被圈選的次數較前兩項「怕熱」、「身熱
有汗不解 口渴喜冷飲」少許多，而第一次的問卷詢問時「怕熱」被選到的
次數較多，推測應該和剛執行計畫時是去年夏天之際，所以病患選擇怕熱
的機會較高。
治療後的體質問卷分析發現病患的氣虛證改善甚為明顯，但寒證及陰虛
證的改善程度就顯得不明顯了，且風證的圈選次數亦有增加的趨勢，這與
肩關節疾患在恢復過程中的生理現象（當活動角度增加後，肩關節周圍肌
群的使用會隨著疼痛位置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有關，亦跟結束時問卷詢問
時的天候（已進入秋冬季節）有關，但傳統中醫醫學認知上的肩痺、凝肩、
肩不舉的主要證型就是陰寒表現、氣血運行不暢，不通則痛，同樣吹到冷
風就會出現寒冷鑽入的刺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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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因為實驗組（傷科手法加針灸組）和對照組（單純針灸組）在治療前後
都具有療效表現，但兩組之間的療效表現無明顯差異，可以推論前述兩種
方式皆可運用於肩關節疾患病人的臨床治療上，且一定可以看到療效，但
這是以目前實驗組、對照組均只有 20 多人的小樣本情況下的統計分析結
論，如果未來有機會有更多時間做更大樣本數的研究應會有不同的結論。
但肩關節患者的內收動作可能會較難感受到明顯的進步。對於病患在中醫
體質分型上，不論是傷科手法合併針灸治療或是單純針灸治療，可明顯改
善病患氣虛證的表現，但對於陰虛寒凝的證型無法有效的改善，是否需要
在慢性期的病患身上使用針灸的針上灸或是直接溫灸患側，仍有待進一步
的研究來證明。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0-RD-037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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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MOS SF-12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 個案代碼：
姓名:
◎ 填表日期：___年 月 日
1.一般來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請僅勾選一項答案)
□1.極好的 □2.很好
□3.好
□4.普通
□5.不好
2.下面是一些您日常可能從事的活動，請問您目前健康狀況會不會限制您從事這
些活動？3.如果會，到底限制有多少？(每行請僅勾選一項答案)
活
動
1.會，受到很多限 2.會，受到一些限 3.不會，完全不受
制
制
限制
a.中等程度活動，例如搬桌
子、拖地板、打保齡球、
或打太極拳
b.爬數層樓樓梯
3.在過去四週內，您有多少時間曾因為身體健康問題，而在工作上或其他日常
活動方面有下列任何的問題？(每行請僅勾選一項答案)
2. 大 部 份
1.一直都是
3.有時
4.很少
5.從不
時間
a.完成的工作量比您想要完
成的較少
b.可以做的工作或其他活動
的種類受到限制
4.在過去四週內，您有多少時間曾因為情緒問題(例如,感覺沮喪或焦慮)，而
在工作上或其他日常活動方面有下列的問題？(每行請僅勾選一項答案)
2. 大 部 份
1.一直都是
3.有時
4.很少
5.從不
時間
a.完成的工作量比您想要完
成的較少
b.做工作或其他活動時不如
以往小心
5.在過去四週內，身體疼痛對您的日常工作(包括上班及家務)妨礙程度如
何？(請僅勾選一項答案)
□1.完全沒有妨礙 □2.有一點妨礙 □3.中度妨礙 □4.相當多妨礙
□5.妨礙到極點
6.下列各項問題是關於過去四週內您的感覺及您對周遭生活的感受，請針
對每一問題選一最接近您感覺的答案。在過去四週內有多少時侯(每行請
20

僅勾選一項答案)
1.一直都是 2. 大 部 份 3.有時侯 4.很少
時間

5.從不

a.您覺得心情平靜？
b.您精力充沛?
c.您覺得悶悶不樂和憂鬱？
7.在過去四週內，您的身體健康或情緒問題有多少時侯會妨礙您的社交活
動(如拜訪親友等)？(請僅勾選一項答案)
□1.一直都會 □2.大部份時間會 □3.有時侯會 □4.很少會
□5.從不會
8.是否有喝茶的習慣?
□1.一直都有 □2.大部份時間有 □3.有時侯
□4.很少
□5.從不喝
9.是否有喝咖啡的習慣?
□1.一直都有 □2.大部份時間有 □3.有時侯
□4.很少
□5.從不喝
10.下列問題是關於過去四週內您的生理狀況，請針對每一問題選一個最接
近的答案。在過去四週內有多少時候(每行請僅勾選一項答案)
0.從來沒有 1.很少
2.有時候
3.大部分時 4.一直都有
間有
a.失眠
b.腹痛
c.便秘
d.拉肚子
e.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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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綜合自我評估
請依您最近兩個星期的情況，回答下列題目;「0」端代表生活品質最差，
「100」端代表生活品質最佳，
根據此觀點，以箭頭及數字的的方式，標出您的情況，謝謝。
例如：整體而言，我對自己身體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
(下列箭頭及數字表示自評得分為65分)
65

最差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最佳

80

90

100

1. 整體而言，我對自己身體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
最差

0

最佳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 整體而言，我對自己心理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
最差

0

最佳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 整體而言，我對自己社會關係(個人關係、社會支持等)的滿意程度。
最差

0

最佳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4. 整體而言，我對環境(居家環境、安全、交通、財務資源、資訊取得等)
的滿意程度。
最差

0

最佳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 綜合而言，我對自己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包括前面第一至第四題)的滿意
程度。
最差

0

最佳

10

20

3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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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70

80

90

100

6. 請就您自己覺得以下哪一方面最會影響您的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在空格
內依次排名1,2,3,4；最重要的寫(1)，次重要的寫(2)，再其次為(3)，最
不重要的寫(4)。
( ) 身體健康狀況
( ) 心理健康狀況
( ) 社會關係
( ) 周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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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醫療部傷科患者中醫體質證型問卷
Study No ________
ID:_________ 問卷填寫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一、基本資料
病歷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 女
出生：____年____月____日
身高：______cm 體重：_______Kg BMI：________ 體脂率：_________
1.教育程度：□(1)不識字 □(2)未受過學校教育但識字 □(2)小學
□(3)國高中 □(4)大專 □(5)碩士 □(6)博士
2.信仰狀況：□(1)無宗教信仰 □(2)台灣民間信仰 □(3)佛教 □(4)道教
□(5) 一貫道 □(6)泛基督教 □(7)其他
3.信仰程度：□(1)慣以宗教信仰方式面對生活
□(2)固定參與信仰活動
□(3)遇到苦難或特殊事件會考慮接觸信仰
□(4)被動式遵從家族信仰
4.工作性質：□(1)辦公室內勤 □(2)業務外勤 □(3)勞動性質高
□(4)無工作 □(5)其他
二、中醫體質證型
下面有幾個中醫體質相關症狀之問題，請依據您個人感受的程度，作出回
答，謝謝!
請問，最近一週以來，您是不是常常覺得有下列症狀發生：
A1 全身疲憊無力或感覺精神不振
□是 □不是
A2 不想說話或者說話聲音低微
□是 □不是
A3 不想活動
□是 □不是
B1 頭暈
□是 □不是
B2 臉色蒼白或指甲顏色蒼白
□是 □不是
B3 結膜蒼白
□是 □不是
C1 眼睛乾澀或口乾舌燥情形
□是 □不是
C2 夜間盜汗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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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手心發熱或臉紅潮熱
□是 □不是
D1 怕冷
□是 □不是
D2 手腳冰冷
□是 □不是
D3 天冷時患處疼痛加重，熱敷緩解
□是 □不是
E1 怕熱
□是 □不是
E2 身熱有汗不解 口渴喜冷飲
□是 □不是
E3 起病急，患處感灼熱脹痛
□是 □不是
F1 患處疼痛位置易變不固定
□是 □不是
F2 時感肌膚跳動易抽筋
□是 □不是
F3 患處遇風則疼痛加重
□是 □不是
G1 下肢水腫
□是 □不是
G2 患處腫脹疼痛屈伸不利
□是 □不是
G3 面目浮腫或舌體胖大
□是 □不是
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希望您早日恢復身體健康，敬祝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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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疾病狀況
西醫診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處部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病時間：三個月以內□ 三個月至半年□ 半年以上□
疼痛程度(0~10 分)：

活動受限情形：
現行西醫治療狀況：□(1)無
□(2)西藥控制(NSAID 肌肉鬆弛劑)
□(3)復健(物理治療)
影像學檢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目前接受治療的醫院：□(1)馬偕醫院 □(2)耕莘醫院
□(3)市立聯合醫院 □(4)雙和醫院
□(5)其他醫院______________
四、醫師門診紀錄
生命徵象:
體溫： _______℃ 脈搏：_______ 呼吸：______ 血壓：________mmHg
疼痛分數：________ ECOG：___________
面色：□白 □淡紅 □黃 □青 □紅 □紫 □黑
舌色：□淡白 □淡紅 □紅 □絳 □暗紅或化瘀點 □紫 □青
舌體：□一般大小 □瘦 □胖大 □齒痕 □裂紋 部位_______
□朱點 部位________
舌苔：□薄苔 □無苔 □剝苔 □厚苔 □膩苔 □白 □黃 □黑 □染苔
脈：□60 次/分以下 □60-90 次/分以下 □90 次/分以上
左脈：□浮 □沉 □遲 □數 □滑 □澀 □細 □弦 □緩 □結代 □無力
右脈：□浮 □沉 □遲 □數 □滑 □澀 □細 □弦 □緩 □結代 □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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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0-RD-038

四物湯誘導癌幹細胞對化療藥物敏感性之
研究
劉嘉燿
國防醫學院

摘

要

抗藥性與復發在臨床上治療癌症最大的問題，癌幹細胞在癌症化學治療抗藥
性扮演關鍵角色，誘導癌幹細胞對癌症化學治療敏感性有助於成功治療癌症。

目的：
本計畫我們研究先給予卵巢癌幹細胞四物湯水萃物再輔以化療藥物的二階
段療法，其研究之目的包含：1. 分離卵巢癌幹細胞，並證實此群細胞具癌幹細胞
特性。2. 體外實驗評估四物湯與化療藥物二階段癌幹細胞治療。3. 動物實驗評
估四物湯與化療藥物二階段癌幹細胞治療。

方法：
1. 我們將上皮卵巢癌細胞株 SKOV-3 及 OVCAR3 分離具表面抗原 CD44 及 CD133
表現的細胞後進行增生培養，完成建立 2 種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2. 以流式細胞儀分析四物湯水萃物及化療藥物 taxol、cisplatin、doxorubicin 及
lovastain 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週期的影響，並以 MTT 方法評估四物湯水萃物
二階段治療或合併(同時加入)對其生長影響，同時分析細胞週期變化。
3. 以動物體內皮下硬塊腫瘤實驗模式確認四物湯水萃物與化療藥物 cisplatin 二階
段療法對硬塊腫瘤的生長影響。

結果：
1. 2 種卵巢癌幹細胞 SKOV3 _133+44+及 OVCAR3_44+已證實具有自我更新(selfrenewal)、抗藥性(chemoresistance)及少細胞致腫瘤生成(tumorgenesity)的癌幹細
胞特性。
2. 在二階段療法的研究，先加入四物湯水萃物的療法再佐以 cisplatin 對 2 種卵巢
癌幹細胞可呈現藥物協同作用(synergism)，尤其在 OVCAR3_44+ 卵巢癌幹細
胞更明顯。
在第二階段中加入低濃度的 cisplatin 0.8 M 即可呈現大於 70 %的抑制增生比
率。四物湯水萃物與 lovastatin 的二階段療法也有類似的結果，先加四物湯水萃物
再佐以 lovastatin 對 SKOV3_133+44+ 細胞具明顯藥物加成作用及劑量回應現象
1

(dose- dependent)。但是後加四物湯水萃物的療法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則會呈現
藥物拮抗作用。另外，分析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先加入四物湯水萃物的二階段療法
細胞週期，發現具有 G2/M arrest 的現象。在合併療法中四物湯水萃物合併化療藥
物 cisplatin 及 lovastatin 的結果有部分不同，與 cisplatin 合併對卵巢癌幹細胞呈現
藥物拮抗作用(antagonism)，與 lovastatin 小於 20 M 濃度合併治療無明顯改變但在
大於 20 M 時會呈現藥物加成作用 (additivism)。
3. 以動物體內皮下硬塊腫瘤實驗模式探討四物湯水萃物與化療藥物 cisplatin 二
階段療法對硬塊腫瘤的生長影響。完成四物湯水萃物口服 2 g/kg 的急性毒性
評估，控制組與治療組體重、血液血球、肝臟及腎臟生化指數均無明顯差異。
在四物湯水萃物與化療藥物 cisplatin 對卵巢癌幹細胞腫瘤二階段療法的動物
實驗，先口服給予四物湯水萃物連續 3 天後再佐以 cisplatin，共進行 4 個療
程，以四物湯水萃物 0.5 g/kg 和 cisplatin 4 mg/kg 的二階段療法在第三、第四
療程後可以呈現明顯的腫瘤延遲生長作用，與控制組相比分別為 66% 及 55%
的抑制率，且沒有顯著的藥物副作用現象。

討論：
綜合體外及體內研究成果，四物湯水萃物與化療藥物的二階段療法對卵巢癌
幹細胞具有抑制生長的影響，但是其明確作用機制尚不清楚，希望未來能有機會
作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詞：四物湯、卵巢癌幹細胞、化療抗藥性、化療藥物敏感性、二階段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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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nduction of Chemosensitivity in
Cancer Stem Cells by
Four-Agents-Decoction
Jah-Yao Liu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ABSTRACT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y and recurrence is a major problem in cancer therapy.
Cancer stem cells paly a major role in chemoresistance. To induce chemosensitivity in
cancer stem cell paves to successful cancer chemotherapy.

Aim:
In this study, we use a Chinese herbal formula Four-Agents-Decoction (FAD)
extract to induce chemosensitivity in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s and then treat then with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so called two-stage therapy. The specific aims include: 1)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 2) In vitro study of two-stage
therapy in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s, 3) in animal model, in vivo study of two-stage
therapy of ovarian cancer.

Methods:
1. Using surface marker CD44 and CD133 to isolate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s and
identify the stemness of these stem cells, SKOV3 _133+44+ and OVCAR3_44+.
2. Using flow cytometry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AD extract and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on cell cycle and MTT assay to study their effect on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
proliferation after two-stage therapy.
3. In animal model, to study in vivo the effect of FAD extract and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on ovarian cancer after two-stage therapy.

Results:
1.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wo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s, SKOV3_133+44+ and
OVCAR3_44+ in terms of self renewal, chemorteistance, tumorgenicity.
2. In vitro study of two-stage therapy, FADE and cisplatin have synergism effect in
these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s , especially in OVCAR3_44+ , more than 70% of
cancer cells growth inhibition with 0.8 M cisplatin . The same effect is found in
FADE and lovastatin regimen in SKOV3 _133+44+. Reversal of the two-stage
therapy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and then FADE) results in antagonism. Cell cycle
analysis reveals G2/M arrest after two-stage therapy. In combination therapy (FADE
and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given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antagonism is found
in FADE-cisplatin combination, however additivism in FADE-lovastatin
3

combination.
3. In mice animal model, no acute toxicity is found in animals given FADE in dose of
2 gm/kg, including animal body weight, hemogram, liver and renal function assays.
In two-stage therapy, tumor is induced in these animals and then treated with FADE
for three days and then chemotherapy per week cycle for four cycles. In two-stage
therapy with FADE 0.5 g/kg and cisplatin 4 mg/kg, there is no side effect observed.
Tumor growth inhibition of 66% and 55% was found after three and four cycles of
treatment.

Discussion:
The two-stage therapy of FADE and chemotherapy does increase the
chemosensitivity in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the induction of chemosensitivity remains to be investigated.
Keywords: Four-Agents-Decoction,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s, Chemoresistance,
Chemosensitivity, Two-stage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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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癌症之難以治療在於許多癌病經過完整化學治療後，仍舊復發，造成
治療失敗及患者死亡，雖然化療藥物可以殺死絕大多數分裂中的癌細胞，
但癌幹細胞對於化學治療具有抗藥性，為癌症化療之死角。
幹細胞(stem cells)為一群能自我更新，且具有分化成不同世系細胞及形
成特定組織能力的細胞。除了取自於囊胚(blastocyst)內層細胞群(inner cell
masss)的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近 年來研究發現在成人的骨髓、
血液系統、 神經系統、腸胃道、肝臟和間 葉組織中也有成人幹細胞(adult stem
cells)的存在(Fuchs, 2004; Burk, 2007)。成人幹細胞的分化能 力雖較為有限，
但其在正常組織中負責細胞的更新、替換及損傷時的修復。研究指出已成
功從經血中培育出間質幹細胞，表示子宮內膜確實有幹細胞存在(Meng,
2007)。除了在正常組織外，幹細胞也存在惡性腫瘤中，即癌幹細胞；Dick
等學者首先發現在人 類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有
少部分癌細胞帶有正常造血幹細胞的特徵，將這些細胞移植至免疫缺乏的
小鼠體內，會使小鼠產生 AML，但是移植 不具有造血幹細胞特徵的癌細胞，
則不會使小鼠產生 AML，因此發現 AML 中有一小群具有幹細胞特性的癌
細胞(Lapidot, 1994; Bonnet and Dick, 1997)。除了白血病外，近來的研究也
陸續從許多硬塊腫瘤中分離出具有幹細胞特性的癌細胞(癌幹細胞或腫瘤幹
細胞) (Visvader, 2008)。目前分離腫瘤幹細胞的主要方法是利用配備有分選
器的流式細胞儀來分離，常見的癌幹細胞標誌如表一，將細胞分選之後進
行體內少數癌幹細胞增生試驗或體外癌幹細胞更新和分化實驗。除了利用
分選器外，也有將腫瘤細胞培養在不含血清但加入數種生長因子 (growth
factor)的培養基，來篩選能從單一細胞增殖成球狀群落(sphere colony)的腫
瘤幹細胞(Ponti, 2005; Kim, 2005)。此外，Szotek 等學者利用 side population
的方法，將表現 ATP-binding cassette (ABC) transporters 的細胞分離出來，
證明這些卵巢癌細胞具有幹細胞特性(Szotek, 2006)，因此若是表現 ABC
transporter 如 multidrug- resistant gene 1 和 breast cancer-resistance protein 1
(BCRP1)蛋白就有可能是癌幹細胞。
癌幹細胞對化學治療有抗藥性，提升對化學治療之敏感度為癌症治療
之關鍵。癌幹細胞二階段療法其第一步驟首先誘導癌幹細胞對化學治療之
敏感度，再輔以化療藥物的抑制增生作用，期望可以達到抑制癌幹細胞之
效果。
本實驗室初步研究發現：在具 5-fu 抗藥性之類癌幹細胞，給予四物湯
後再投予低劑量化療藥物 cisplatin，可以有效抑制其增生。體外初步研究亦
顯示，本實驗室所分離之卵巢癌幹細胞確實對抗癌藥 taxol 具抗藥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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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擬在卵巢癌幹細胞給予四物湯後再加以化療藥物，用來探討癌幹細
胞二階段療法之可行性。
本研究之目標包含：
1. 分離卵巢癌幹細胞，並證實此群細胞具癌幹細胞特性；以動物活體確認
卵巢癌幹細胞致癌性。
2. 四物湯是否影響癌幹細胞之細胞週期。
3. 體外與活體實驗評估四物湯與化療藥物二階段癌幹細胞治療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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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四物湯萃取
四物湯的當歸、芍藥、川芎、地黃四種藥物(CGMP 藥廠)按照等比例各
以 7.5 gm 合計 30 gm，按 10 % 重量濃度，以 100 ℃沸水萃取兩次後降溫至
室溫，通過 0.22 μM 濾膜以除去可能殘存微生物後利用減壓濃縮方式濃縮
為 9.6 gm，分裝儲存於-80 ℃提供接下來的研究使用。
而為求確認藥材之正確性本研究進行中藥材的「基原鑑定」
，委財團法
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鑑測，檢測結果 4 種物材皆屬正確，結果可參閱
表七。另外，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四物湯水萃物取實驗進行的最高濃度 20
mg/mL 經委外檢測無農藥及重金屬殘留，檢測值皆少於 0.2 ppm，結果可參
閱表八。
二、細胞培養及卵巢癌幹細胞分選
本計畫所使用的卵巢癌幹細胞有 2 種，其中 SKOV3_133+44+ 細胞於
先期研究中已建立，本研究計畫建立 OVCAR3 具 CD44 表現的癌幹細胞。
分選及培養方法如下所述。
從 卵 巢 癌 細 胞 株 OVCAR3 中 分 離 癌 幹 細 胞 群 ， 進 行 細 胞 更 新
(self-renewal)和分化(differentiation)實驗，以證實所分離細胞為癌幹細胞。
(一)流式細胞儀分選具表面抗原細胞
將 75T Flask 全滿之細胞以酵素處理，磷酸緩衝液清洗二次後
將細胞懸浮密度調整為 1×106 cells/mL，分裝至微量離心管。以磷
酸緩衝液配製 0.1 % FBS 的 wash buffer，並以此 wash buffer 於室溫
下反覆清洗細胞兩次後重新懸浮於 wash buffer 中，再分別加入含有
螢光標示之 CD133 和 CD44 體於 4 ℃下反應 30 分鐘後，以含 2 % 胎
牛血清 DBPS buffer 清洗細胞二次，重新懸浮細胞於 Flow tube 中，
流式細胞儀進行分選。
(二)腫瘤幹細胞篩選
將上述腫瘤組織所分離的細胞，以 1 cell/well 的密度培養於幹
細胞培養液(不含血清但加入數種生長因子)的超低貼附 96 孔盤
中，挑選能快速生長成球狀(spheroids)的群落在 6 cm 超低貼附培養
盤進行增生培養。
(三)腫瘤幹細胞之培養及保存
腫瘤幹細胞懸浮培養於幹細胞培養液，繼代培養 2~3 次確認
其增生狀況後，以含 5% 胎牛血清培養液貼附培養。進行繼代培養
時須將廢棄之培養基移除並以磷酸緩衝液清洗細胞除去多餘的血
清，之後加入 0.05 % trypsin-EDTA，置於恆溫培養箱中 5 分鐘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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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並以含血清之培養液重新懸浮細胞，並以 167.7 g 離心 5 分鐘。
移除上清液，之後將細胞培繼代於新鮮培養基。實驗進行將使用貼
附培養的 1～5 繼代次數。如要進行細胞冷凍保存則將細胞重新懸
浮於含有抗凍劑之培養基中並置於液態氮中保存。
(四)腫瘤幹細胞生物特性實驗
取 2 種 卵 巢 癌 幹 細 胞 進 行 細 胞 更 新 (self-renewal) 、 分 化
(differentiation)、抗藥性 (chemoresistance) 及體內致腫瘤生成實
驗，以證實所分離的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具癌幹細胞生物特性。
1. 細胞增生實驗
將細胞植入 fibronectin coating 的 6 cm 培養盤，生長於
1%~5%較低血清比例的細胞培養液中，每 3 天更新細胞培養液，
7 天內觀察細胞型態及增生。
2. Colony formation assay
將 2 種卵巢癌幹細胞細胞植入 fibronectin coating 的 6 cm 培
養盤，生長於 1 %~5 %較低血清比例的細胞培養液中，每 3 天更
新細胞培養液，2~3 週後觀察細胞群落形成狀況。移去細胞培養
液，以 PBS 清洗三次，再加入 100% 甲醇固定細胞，最後以結
晶紫進行染色，10 ~20 分鐘後移去結晶紫，以水將多餘結晶紫移
走。觀察呈色反應，計算 colony 數目。此結果證實此群細胞具
有細胞更新能力。
3. 脂肪分化分析
將 2 種卵巢癌幹細胞以 104/cm2 的密度進行培養，培養一天
後換成脂肪細胞誘導培養液繼續培養，誘導培養液內含 10% FBS,
0.1 μM dexamethasone, 0.5 mM isobutyl methylxanthine, 10 μM
insulin 和 20 μM indomethacine，以後三天換一次培養液，10 天後
以 oil red O 偵測油滴是否形成，以證實此群細胞具有幹細胞分化
的能力。
4. 抗藥性實驗
將 2 種卵巢癌幹細胞植入 96 孔盤，加入抗癌藥物於 72 小時
後，以 MTT 方法分析不同濃度之試劑對於細胞之抑制增生作用。
MTT [3-(4,5-dimethylthiazo l-2-yl)-2,5- diphenyltetra zolium
bromide] 是一種活細胞染色法，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細胞內粒線體
中 的 脫 氫 酵 素 (dehydrogenase) 將 MTT 代 謝 呈 藍 紫 色 結 晶
(formazan)，將此結晶溶於 DMSO (Dimethyl Sulfoxide)中，以
OD545 的吸光值來量化，形成的顏色深淺與細胞的存活數目成
正比。將細胞與不同濃度的藥物培養於 96 孔細胞培養盤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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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2、37 ℃的條件下培養不同時間後，再加入 MTT 與細胞共
同培養 3 小時之後，小心抽掉上清液，以 DMSO 溶解其結晶，
搖晃震盪五分鐘後，測量 545 nm 之吸光值。參照與控制組吸光
值的相對比值，記算抑制增生比例，進而分析 2 種卵巢癌幹細胞
的抗藥性程度。
5. 卵巢癌幹細胞分化基因之分析
收集卵巢癌幹細胞以 RT-PCR 方法分析 Nanog 與 Oct-4 基因
的 RNA 表現，希望瞭解其表現狀況。
(1) RNA 萃取與 cDNA 之合成
取 Trizol 加入大約 5 × 106 的細胞置冰上 5 分鐘，收集 cell
lysis 至微量離心管中，離心後取上清液放入乾淨微量離心管
中，加入 200 ul 氯仿(chloroform)後震盪 15 秒，以 12000 rpm、
4 ℃離心 15 分鐘，吸取上層約 600 l 的上清液，加入 116 l 的
肝醣(glycogen)以及等量的異丙醇 (isopropanol)幫助 RNA 沉
澱，然後以 12000 rpm、4 ℃離心 10 分鐘，保留白色 RNA 沉
澱。小心吸掉上清液，再加入 0.2 ml 75 %酒精清洗，小心吸
掉 上 清 液 靜 置 乾 燥 10 分 鐘 ， 加 入 20 μl DEPC
(diethylpyrocarbonate)- H2O 完全溶解 RNA，以分光光度計
(spectrophotometer)於波長 260 nm 檢測 RNA 濃度。將 RNA
儲存於-80 ℃冰箱內或直接進行 complementary DNA (cDNA)
的合成。
(2) 總反應的體積為 20 μl，混合 1 μg total RNA、1 μl Oligo-dT
(deoxythymidine)、1 μl dNTP 和 MQ（multiple-quantum well）
水，於 70 ℃作用 5 分鐘先破壞 RNA 二級結構，之後立刻放
在冰上；然後再加入 4 μl 5X reaction buffer (250 mM Tris-HCl
(pH 8.3 at 25 ℃), 375 mM KCl, 15 mM MgCl2, 50 mM DTT)、1
μl 0.1 M DTT（dithiothreitol）和 1μl Ribonuclease inhibitor 於
42 ℃作用 2 分鐘；最後加入 5 unit 反轉錄酵素在 37 ℃下作用
50 分鐘。將 cDNA 置於 -20 ℃保存。
(3) 聚合酶連鎖反應 (PCR Reaction)
依序加入以下試劑：核酸引子、10 μl 的 2x PCR Master
Mix、RNase-free Water、最後加入 2-4 μl cDNA (約 1 g)，反應
最終體積為 20 μl。再進行 PCR 反應：95 ℃ 10 分鐘，25-35
次循環之 94 ℃ 15 秒、55 ℃ 30 秒、72 ℃ 30 秒，72 ℃ 10 分
鐘，完成後進行電泳或置於-20 ℃保存。
(4) 電泳 (electropho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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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放大後的 PCR 產物進行 agrose gel (1.5 %~2 %)的電
泳，分析與分化相關的基因 Oct-4、Nanog 及 housekeeping 基
因 beta-actin 的表現。
6. 體內致腫瘤生成實驗
取 2 種人類卵巢癌幹細胞少量細胞數目 1 x 104、1 x 105 cells
植入嚴重先天免疫不全小鼠(SCID mice)皮下部位，於三個月內觀
察腫瘤發生狀況。最後將裸鼠犧牲，取皮下形成的腫瘤組織秤
重，比較引發腫瘤的狀況，確認其致腫瘤生成能力。
三、四物湯水萃物二階段療法實驗
其效益將參考以下的參數確認其有效程度。(Chang TT, 1985; Chou TC,
1991; Chang TT, 2000)
1. 比較 IC50 (µM)
2. Synergism*A (Supraaddativity) and potentiation:
合併療效(%) > A , B 單獨療效的總和 (A%+B%)
3. Additivism (summation)
合併療效(%) = 單獨療效的總和 (A%+B%)或
合併療效(%)> A, B 單獨療效 (A%, B%)
4. Antagonism (subadditivity)
合併療效(%)< A, B 單獨療效 (A%, B%)
*A : The effect of two or more agonists together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ir effects when used individually.
(一)單一藥物抑制增生實驗
取 2 種人類卵巢癌幹細胞植入 96 孔盤，20 - 24 小時後加入單
一藥物不同濃度作用 72 小時後，以 MTT 分析方法評估對 2 種人
類卵巢癌幹細胞抑制增生影響。
(二)合併給藥抑制增生實驗
取 2 種人類卵巢癌幹細胞植入 96 孔盤，20 - 24 小時後同時加
入四物湯水萃物及已知藥物不同濃度作用 72 小時後，以 MTT 分
析方法評估對 2 種人類卵巢癌幹細胞抑制增生影響。
(三)二階段療法抑制增生實驗
1. 四物湯水萃物先加入細胞抑制增生實驗
取 2 種人類卵巢癌幹細胞植入 96 孔盤，20 - 24 小時後加
入四物湯水萃物作用 72 小時後，將含四物湯水萃物之培養液移
走，以 DPBS wash 2 次後加入新的細胞培養液，再加入已知藥物
不同濃度作用 72 小時後，以 MTT 分析方法評估對 2 種人類卵
巢癌幹細胞抑制增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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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物湯水萃物後加入細胞抑制增生實驗
取 2 種人類卵巢癌幹細胞植入 96 孔盤，20 - 24 小時後加入
已知藥物不同濃度作用 72 小時後，將含已知藥物之培養液移
走，以 DPBS wash 2 次後加入新的細胞培養液，再加入四物湯水
萃物作用 72 小時後，以 MTT 分析方法評估對 2 種人類卵巢癌幹
細胞抑制增生影響。
四、二階段療法細胞週期分析實驗
(一)單一藥物細胞週期分析實驗
取 2 種人類卵巢癌幹細胞植入 10 cm 培養盤，20 - 24 小時
後加入單一藥物不同濃度作用 72 小時後，收集細胞培養液及細
胞，以 4 ℃、1400 rpm 離心之後，加入含 70 % EtOH 之預冷
DBPS 緩衝溶液 5 mL 在-20 ℃ 進行細胞固定 24 小時。之後以
0.1 mg/mL PI 染劑進行染色，避光置於室溫 30 分鐘後以流式細
胞儀分析細胞週期。
(二)二階段療法細胞週期分析實驗
取 2 種人類卵巢癌幹細胞植入 10 cm 培養盤，20 - 24 小時
後加入四物湯水萃物作用 72 小時後，將含四物湯水萃物之培養
液移走，以 DPBS wash 2 次後加入新的細胞培養液，再加入已知
藥物不同濃度作用 72 小時後，收集細胞培養液及細胞，以 4
℃、1400 rpm 離心之後，加入含 70 % EtOH 之預冷 DBPS 緩
衝溶液 5 mL 在-20℃ 進行細胞固定 24 小時。之後以 0.1 mg/mL
PI 染劑進行染色，避光置於室溫 30 分鐘後以流式細胞儀分析細
胞週期。
五、動物活體評估二階段療法實驗
(一)四物湯水萃物急性毒性預試驗
以 BALB/c 小鼠口服四物湯水萃物單一劑量 2 g/kg，此劑
量為評估單一劑量情況下是否具毒性的最高劑量。
將小鼠秤重之後，依照體重口服給予 0.1 mL/10g 的藥物體
積，四物湯水萃物劑量為 2 g/kg。給予四物湯水萃物之後 4 小時
之內觀察小鼠活動力，7 天之內續觀察體重及活動力。7 天之後
解剖觀察與控制組相比組織器官是否有異樣及血液血球、肝臟及
腎臟生化數據。
(二)二階段療法動物實驗
確認四物湯水萃物 2 g/kg 劑量無明顯急性毒性反應之後，
進行四物湯水萃物與已知藥物 cisplatin 的二階段療法的抗卵巢
癌幹細胞硬塊腫瘤動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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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SKOV3_133+44+ 細胞 5 x 106 數目植入先天免疫不全
母小鼠 nude mice 皮下，第 7 天有具體硬塊腫瘤 (50~100 mm3)
形成之後，開始進行二階段治療。
參考體外二階段療法的實驗結果，本次投藥療程設計如下：
1. 控制組：共 5 隻，給予 DPBS 緩衝溶液。
2. 治療組
(1)cisplatin 4mg/mL：q7d x 4, ip route
(2)FAD 0.5 g/kg：(qd x 3 / weekly) x 4, oral route
(3)FAD 0.25 g/kg：(qd x 3/ weekly) x 4, oral route
(4)FAD 0.5 g/kg + cisplatin 4 mg/kg : cycle / weekly, total 4
cycles
The cycle / weekly regimen
containing:
first-stage is FAD 0.5 mg/mL：(qd x 3), oral route
second - stage is cisplatin 4 mg/kg one time, ip route
(5)FAD 0.25 g/kg + cisplatin 4 mg/kg : cycle / weekly, total 4
cycles
The cycle/weekly regimen containing:
first-stage is FAD 0.25 mg/mL：(qd x 3), oral route
second-stage is cisplatin 4 mg/kg one time, ip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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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確認卵巢癌幹細胞生物特性
參考文獻已知卵巢癌細胞具有 CD44、CD117 及 CD133 表面抗原的表
現，分離培養具這些表面抗原表現的卵巢癌細胞，會呈現幹細胞的基因表
現包括 Nanog、Oct4 及 Nestin。進一步研究也確認其卵巢癌幹細胞具有抗
藥性及在低血清(low serum)或無血清(serum-free)的生長環境下形成群落的
能力(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本實驗室參考先期研究的結果(CCMP99-RD-201)，同時具有 CD133 及
CD44 表面抗原表現的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細胞對 taxol 呈現最
明顯的抗藥性現象，其 IC50 為 1.0 M，和 SKOV3 細胞相比具 50 倍以上的
增加。所以在本次研究中我們增加另一個具 CA125 表現的卵巢癌細胞株
OVCAR3 進行癌幹細胞的分選與培養。
(一)分選卵巢癌幹細胞
將卵巢癌細胞株 OVCAR3 先以流式細胞儀分選離具有 CD133
及 CD44 表 面 抗 原 表 現 的 卵 巢 癌 幹 細 胞 ， ( 以 下 稱 為
OVCAR3_44+、OVCAR3_133+ 及 OVCAR3_133+44+ 細胞) (圖
一 A~B)。其中具 CD133- PE 表現的細胞，有 15.6 %的分佈比例，
CD44-FITC 表現的細胞，有 5.4 % 的分佈比例，而 CD133-PE 及
CD44-FITC 共同表現的細胞，只有 0.79 % 的分佈比例。
將 OVCAR3_133+ 及 OVCAR3_133+44+ 細胞培養於超低貼附培
養盤及含生長因子 EGF、FGF 及 albumin 的無血清細胞培養液中
(幹細胞培養液)，無明顯增生，但 OVCAR3_44+ 細胞在幹細胞培
養液中可持續增生。取懸浮生長的 OVCAR3_44+ 細胞進行貼附生
長，細胞型態為瘦長多角呈現明顯改變(圖二)。進一步以體外細胞
生物實驗確認是否具分化為脂肪細胞的能力，抗藥性程度及在低血
清的生長環境下形成群落的能力，及探討體內致腫瘤生成能力
(tumorgenesity)。
(二)卵巢癌幹細胞特性確認
1. 卵巢癌幹細胞分化為脂肪細胞
將卵巢癌幹細胞生長於含 5 %胎牛血清的細胞培養液，觀
察細胞型態的改變，OVCAR3_44+細胞生長至第 6 天至滿溢狀
態後開始呈現堆疊生長現象，取第 8 天生長的細胞進行 Oil Red
O 染色，確實已有大部分的 OVCAR3_44+細胞分化為脂肪細胞
(圖三 A~ B)。
2. 卵巢癌幹細胞生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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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OVCAR3 及 OVCAR3_44+細胞生長於 10 %血清的細
胞培養液生長速率，將 2 種細胞以 200 cells/cm2 數目分別植入
培養盤貼附培養分析生長速率，在第 2 天~第 7 天之間每隔 24
小時計算 2 種細胞數目。由圖四我們發現第 4 天開始，2 種細
胞開始呈現不同的生長速率，OVCAR3_44+細胞的生長倍數時
間為 18~24 小時，但是 OVCAR3 細胞的倍數生長時間為 48 小
時以上。原 OVCAR3 細胞培養條件為含 15 %血清培養液，減
少至 10 %時生長更為緩慢，而 OVCAR3_44+細胞卻依舊生長
快速。
進一步我們以限制血清比例 1 %及 5 %對 SKOV3 所分選
具 CD133 或 CD44 表現的細胞和 OVCAR3、OVCAR3_44+ 細
胞進行培養，觀察增生狀況 (圖五)。在 1 %血清培養液中以
SKOV3_133+ 44+細胞生長最快速，與 5 %的 SKOV3 細胞生長
速度相比具大於 50%以上的增生能力，另外 SKOV3_44+也比
SKOV3_133+細胞生長快速。OVCAR3_44+細胞也有相同的趨
勢，在血清 1 %的培養液中生長快速(圖六)，與 5 % 的 OVCAR3
細胞生長速度相比具大於 50%以上的增生能力。
所以實驗結果中我們推論 CD44 會影響卵巢上皮癌幹細胞
的增生，而 CD44 及 CD133 同時表現將更影響增生速率。
3. 卵巢癌幹細胞具自我更新 (self-renewal) 能力
我們以 colony formation 觀察 SKOV3 所分選具 CD133 或
CD44 表現的細胞和 OVCAR3、OVCAR3_44+ 細胞是否具自
我更新能力。將生長於具有間質 fibronectin coating 的細胞培養
盤，以含 5 %及 1 %胎牛血清的細胞培養液培養 8 天後，以結
晶紫進行染色。
在 5 %胎牛血清生長環境中，SKOV3 所分選具 CD133 或
CD44 表 現 的 細 胞 有 很 多 細 胞 群 落 形 成 ( 圖 七 ) ， 以
SKOV3_133+44+細胞具最多的 colony formation (圖七(d))。但
是在 1 % 胎牛血清生長環境中，僅 SKOV3_133+44+ 細胞具
明顯 colony formation (圖七(h))。
比較 OVCAR3、OVCAR3_44+ 細胞可以發現在 5 % 及 1
%胎牛血清生長環境中，OVCAR3_44+ 細胞都具有顯著的
colony formation 能力(圖八，(b) 及 (d))。
所以我們推論分選的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具有 self-renewal 的能力。
4. 卵巢癌幹細胞具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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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進行抗藥
性研究，取 taxol、cisplatin、doxorubicin 及 lovastatin 四種藥
物分別加入細胞中，比較其抑制增生能力及 IC50。分析 2 種卵
巢癌幹細胞對已知化療藥物的抗藥性，以 SKOV3_133+44+ 細
胞對 3 種已知抗癌藥 taxol、cisplatin 及 doxorubicin 具明顯抗藥
性，IC50 增加 20 倍。但是 lovastatin 對於 2 種卵巢癌幹細胞
有明顯的選擇性抑制生長作用，IC50 有約 5 倍的減少(表一)。
5. 幹細胞基因之表現
以 RT-PCR 方法研究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的幹
細胞基因 Nanog 及 Oct-4 的表現量。結果(圖九)顯示 Nanog 明
顯表現於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但是 SKOV3 細胞
無表現。Oct-4 基因在 SKOV3 及 SKOV3_133+44+ 皆有表現。
所以未來 nanog 基因具有作為檢測標誌的潛力。
6. 卵巢癌幹細胞致硬塊腫瘤生成能力
我們將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以 1 x105
及 1 x104 細胞數目植入嚴重先天免疫不全的小鼠(SCID mice)
皮下，觀察腫瘤形成狀況。SKOV3_133+44+ 細胞的 1 x105 及
1 x104 組別分別在 40 天及 55 天後在皮下有具體硬塊腫瘤形成
(圖十 (1)及(2))。所以我們推論具有 CD44 及 CD133 同時表現
的 SKOV3 細胞具有少細胞致腫瘤生成能力。
我們將繼續觀察 OVCAR3_44+ 細胞各組 SCID mice 硬塊
腫瘤形成狀況，確認少細胞致腫瘤生成能力。
二、體外合併及二階段療法的抑制增生影響
(一)四物湯水萃物對卵巢癌幹細胞的生長影響
參考四物湯水萃物對正常卵巢細胞的抑制增生比率(圖十二
(1))，四物湯水萃物低於 5 mg/mL 的濃度作用時間在 72 小時細胞
無明顯抑制增生影響，所以進一步我們選擇以具有約 40 % 抑制增
生比例的四物湯水萃物濃度 4 mg/mL 和已知抗癌藥物 cisplatin 及
lovastatin 進行合併及二階段療法，分別對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進行生長抑制的研究。
將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植入 96 孔盤，加
入四物湯水萃物 72 小時後以 MTT 方法分析抑制增生作用，圖十
一 ( 左 圖 ) 顯 示 加 入 FAD 72 小 時 後 對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的 IC50 介於 10 ~ 5 mg/mL 之間，分別為 6±1
mg/mL 及 7±1 mg/mL (圖十一 (右圖))。觀察加入四物湯水萃物的
細胞生長狀況(圖十二(2), (3))，也發現 10 mg/mL 對 2 種細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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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小時後會促使細胞呈現凋亡的現象，5 mg/mL 濃度使部分細胞
型態有些微改變。
(二)已知化療藥物對卵巢癌幹細胞的生長影響
經 由 對 2 種卵 巢癌 幹細 胞抗 藥性的 研究 ，我 們已經 瞭 解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 胞 已 知 化 療 藥 物 taxol 、
cisplatin、doxorubicin 會產生抗藥性，其中對 cisplatin 的抗藥性使
IC50 分別有 20 倍及 5 倍的增加 (表一)，觀察其對細胞的生長影
響(圖十三)，也發現無明顯改變。而另一種藥物 lovastatin 對
SKOV3_ 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會有選擇性的抑制作
用，IC50 分別有 5 倍的減少。
參考抗藥性研究結果，以臨床上用於治療卵巢癌的藥物
cisplatin 及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高選擇性的藥物 lovastatin 進行與四
物湯水萃物合併和二階段療法的研究。
(三)合併療法對卵巢癌幹細胞的生長影響
在合併治療中，將四物湯水萃物與化療藥物同時加入 SKOV3_
133+44+ 細 胞 中 ， 由 圖 十 四 及 表 三 結 果 呈 現 四 物 湯 水 萃 物 與
cisplatin 同時加入 72 小時抑制增生影響沒有明顯改變(圖十四(左
圖)及表三)，四物湯水萃物與 lovastatin 的合併治療也是類似的結
果(圖十四(右圖)及表三)。
(四)二階段療法四物湯水萃物先加入對卵巢癌幹細胞的生長影響
在二階段治療中，將四物湯水萃物先加入細胞中 72 小時後完
全移走四物湯水萃物再加入化療藥物於 2 種卵巢癌幹細胞中，由圖
十五及表三結果呈現二階段療法對卵巢癌幹細胞生長有明顯影
響。先加入四物湯水萃物的療法再佐以 cisplatin 對 2 種卵巢癌幹細
胞可呈現藥物協同作用(synergism)，尤其對 OVCAR3_44+ 具非常
明顯的影響(表四)，在第二階段中加入低濃度的 cisplatin 0.8 M 即
可呈現大於 70 %的抑制增生比率。四物湯水萃物與 lovastatin 的二
階段療法也有類似的結果，先加四物湯水萃物再佐以 lovastatin 對
SKOV3_133+44+細胞具明顯藥物加成作用及劑量回應現象(dosedependent)。
在 二 階 段 治 療 後 ， 觀 察 cisplatin 對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的 IC50 劑量與單獨給予 cisplatin 藥物相比分別
降低 10 倍和 20 倍之多(圖十六)，具有緩解化療藥物副作用的潛力。
(五)二階段療法四物湯水萃物後加入對卵巢癌幹細胞的生長影響
在二階段治療中，將 cisplatin 先加入細胞中 72 小時後完全移
走，再加入四物湯水萃物於 2 種卵巢癌幹細胞中。參看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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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及表四結果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僅在 cisplatin 高濃度 100 M
具有約 70 % 的抑制增生影響，其他濃度均呈現藥物拮抗作用。
三、四物湯水萃物及二階段療法對細胞週期的影響
(一)已知化療藥物的細胞週期
分析 cisplatin 不同濃度對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週期的影響，圖十八 cisplatin 250M 對 SKOV3_133+44+ 細
胞有些微 G2/M arrest 的現象，但是濃度低於 250 M 沒有明顯改變。
圖十九 cisplatin 20 M 對 OVCAR3_44+ 細胞有些微 G2/M arrest 的
現象大約增加 9 %，100 M 濃度在 G2/M arrest 有明顯改變增加約
30 %，但同時也有 sub-G1 增加的現象。
(二)四物湯水萃物的細胞週期
分析四物湯水萃物不同濃度對 SKOV3_133+44+ 及 OVCAR3_
44+ 細胞週期的影響，圖二十及圖二十一四物湯水萃物高於 20
mg/mL 會呈現 sub-G1 增加的現象。但是濃度低於 20 M 沒有明顯
改變。
(三)二階段療法的細胞週期
將四物湯水萃物先加入細胞中 72 小時後完全移走四物湯水萃
物再加入化療藥物於細胞中，由圖二十二及圖二十三結果呈現二階
段療法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的細胞週期與 cisplatin 有類似的作
用，但是在濃度較低即有變化，(圖二十二)對 SKOV3_133+44+ 細
胞第二階段的 cisplatin 在 4c M 有些微 G2/M arrest 的現象大約增
加 7 %，20 M 濃度在 G2/M arrest 有明顯改變增加約 30 %，但 100
M 濃度僅呈現 sub-G1 增加的現象。OVCAR3_ 44+ 細胞也有類似
的趨勢，但是第二階段的 Cisplatin 在更低濃度 0.8 M 即有些微
G2/M arrest 的現象大約增加 7 % (圖二十三)，4 M、20 M 濃度在
G2/M arrest 分別有 12 %及 46 %的增加。
所以參考細胞週期變化分析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的二階段
療法，推測四物湯水萃物可能是先調控了細胞凋亡路徑，再經由第
二階段藥物的作用，繼而改變卵巢癌幹細胞抗藥性使其對化療藥物
具有敏感性作用。
四、活體實驗評估二階段療法
(一)四物湯水萃物急性毒性預試驗
將四物湯水萃物劑量 2 g/kg，口服給予 BALB/c 小鼠一次，7
天後解剖觀察並收集血液分析血液血球及肝腎生化指數。(圖二十
四)參考結果確認控制組與實驗組無明顯差異。
(二)活體試驗評估二階段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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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天免疫不全母小鼠 nude mice 皮下引發 SKOV3_133+44+
硬塊腫瘤，第 7 天有具體硬塊腫瘤 (50~100 mm3) 形成之後 (圖
二十五)，開始進行二階段治療。
試驗期間我們觀察各組裸鼠在每個療程後的腫瘤變化，包括腫
瘤生長速度(圖二十六至圖三十、表四)、抑制率(表五)及體重變化
(表六)。
分析控制組每隻裸鼠的腫瘤成長速度及倍率，其腫瘤倍數成長
期約為 5~7 天，所以我們以 7 天為一次的治療療程時間，連續口服
四物湯水萃物 3 次之後，再給予化療藥物 cisplatin，共 4 個療程。
分析 cisplatin 組的裸鼠腫瘤成長速度，與控制組相比無顯著差
異，其抑制率在 4 個療程之後分別介於 18 % ~ 38%之間。觀察其
體重，僅 1 隻(佔 20%)裸鼠在第三療程後體重下降約 10%，但在第
四療程期間觀察體重也逐漸恢復。活動力方面皆正常。所以 cisplatin
4 mg/kg 劑量組的裸鼠沒有呈現明顯副作用。
四物湯水萃物有 2 個劑量組，包括 0.5 g/kg 及 0.25 g/kg，分析
腫瘤成長速度，0.25 g/kg 劑量組與控制組相比無顯著差異。0.5
g/kg 劑量組分別在第一、三療程後，觀察腫瘤生長速度呈現延遲
(growth delay)現象，抑制比率分別為 99 % 及 61 %，但在進行第
四療程期間可能因腫瘤平均生長已經超過 500 mm3，四物湯水萃
物 0.5 g/kg 劑量無法抑制卵巢癌幹細胞腫瘤的生長，所以第四療程
後僅呈現 26 % 抑制增生比率。而在 4 個療程期間四物湯水萃物 2
個劑量組 0.5 g/kg 及 0.25 g/kg 皆不會影響裸鼠體重及活動力，沒
有顯著的藥物副作用現象。
在四物湯水萃物及 cisplatin 的二階段療法中，分別以四物湯水
萃物 0.5 g/kg 及 0.25 g/kg 的劑量和 cisplatin 4 mg/kg 劑量進行研
究，參考二組裸鼠腫瘤生長速度及抑制率，我們發現四物湯水萃物
0.25 g/kg 和 cisplatin 4 mg/kg 的二階段療法在 4 個療程期間皆無
法抑制會延遲腫瘤生長。但是四物湯水萃物 0.5 g/kg 和 cisplatin 4
mg/kg 的二階段療法在第一、第三及第四療程後與控制組相比，可
以呈現腫瘤延遲生長現象，平均抑制率分別具 67 %、66 % 及 55
%，呈現藥物加成作用。特別是在第三療程後，觀察裸鼠的腫瘤生
長其中有 4 隻(佔 80%) 裸鼠具 50 % ~ 82 % 明顯抑制作用，僅 1 隻
裸鼠為 41 %抑制率，呈現統計上意義為 p=0.065。在第四療程期間
因有 3 隻(佔 60%)裸鼠腫瘤生長陸續超過 500 mm3，其劑量可能僅
能延遲腫瘤生長速率 50 %，其平均抑制率呈現 55 %。在二階段療
法中我們也觀察裸鼠的體重及活動力，均無明顯改變，沒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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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副作用現象。
綜合活體試驗結果，四物湯水萃物 0.5 g/kg 和 cisplatin 4 mg/kg
的二階段療法在第三、第四療程後可以呈現明顯的腫瘤延遲生長作
用，與控制組相分別為 66%及 55%的抑制率，且沒有顯著的藥物
副作用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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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四物湯基本組成是“當歸、熟地、白芍、川芎” 四味藥，出處為宋朝《太
平惠民和劑局方》。 四物湯的主要功用是（1）養血：《醫方集解》記載：
四物湯”治一切血虛，及婦人經病”。其中當歸養血，熟地補血，白芍歛陰，
川芎行血，因此可以改善貧血症狀；（2）調經：四物湯能幫助活血化瘀。
本實驗室先前研究也得知，四物湯在人體研究可以大幅緩解原發性痛經的
症狀（Yeh, 2007）
，然而痛經除 了無明顯病因的原發性痛經外，臨床上也有
許多因為子宮內膜異位或子宮肌瘤所引起的續發性痛經，此類續發性痛經
是否也適合使用四物湯當成痛經緩解治
療，臨床上尚無依據 。另外文獻
(Wang LJ, 2009 ; Wang L, 2011)也指出四物湯甲醇萃取物經由高效液層析儀/
質 譜 儀 的 可 分 析 出 其 有 效 成 分 指 標 有 9 種 ， 包 括 gallic acid (GA),
paeoniflorin (PF), paeonol (PO), ferulic acid (FA), ligustrazine (CXQ), catalpol
(Cat), senkyunolide A (SA), ligustilide (Lig), and butylphthalide (Bu)，這些有效
成分已經被證實可能具有抗氧化、抗發炎、抗糖尿病及腎炎等功效。在癌
症方面的研究也有文獻(Chang, 2006)報導，其四物湯萃取物對乳癌細胞的生
長具有刺激增生的作用，但是沒有體內實驗進一步確認其作用。所以綜整
文獻報導有關四物湯的藥理作用，我們發現四物湯的成分複雜，不同的萃
取方法會有不同的作用，對於不同的器官組織也有不同的調控。本篇研究
是第一個將四物湯水萃物和化療藥物以二階段療法對卵巢癌幹細胞腫瘤進
行體外及體內抗癌測試，觀察實驗結果確認二階段療法可以延遲卵巢癌幹
細胞腫瘤的生長。未來針對其有效成分可以做進一步分離及測試，作為開
發治療卵巢癌幹細胞腫系列衍生物的參考。
我們分析 SKOV3 所分選同時表現 CD133 及 CD44 (SKOV3_ 133+44+)
的細胞，進行細胞週期的分析，與 SKOV3 原細胞相比發現沒有顯著差異。
但是本研究實驗結果確認 SKOV3_ 133+44+ 細胞具有幹細胞的生物特性，
動物活體實驗也證明以 1 x 105 及 1 x 104 細胞數目植入皮下，分別於 40 天
及 55 天後可長出硬塊腫瘤。為進一步確認本研究所使用的 2 種卵巢癌幹細
胞的抗藥性現象是否與抗藥性基因 MDR1 表現具相關性（表現 P170，把進
入癌細胞之抗癌藥物運送出細胞外）
，我們以藥物 verapmail 測試，verapermil
為一知名的 P170 之調節劑，verapermil 可以干擾或抑制 P170 的功能或表
現，使得進入癌細胞之抗癌藥物不會被運送出細胞外，所以合併使用可以
使癌細胞對抗癌藥物的毒殺敏感度提高，改變抗藥性的現象。我們將
verapermil 與已知抗癌藥物 taxol 同時加入 SKOV3_ 133+44+ 細胞作用 72
小時，在有或無 verapermil 的狀態下，Taxol 對 SKOV3_ 133+44+ 細胞的生
長影響無差異。所以推論本研究中所分選增生具 CD133 及 CD44 表現的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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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癌幹細胞的抗藥性特性與抗藥性基因 MDR1 表現無明顯相關性。
分析四物湯水萃物對卵巢癌幹細胞的細胞週期及生長影響，我們發現
四物湯水萃物 10 mg/mL 在 SKOV3_ 133+44+及 OVCAR3 _44+細胞作用 72
小時，會使 sub-G1 比例增加，同時抑制增生比率分別為 90 % 及 60 %，均
超過 50%。在二階段療法中我們以低於 50%的四物湯水萃物濃度 4 mg/mL
進行測試，四物湯水萃物濃度 4 mg/mL 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呈現約 40% 抑
制增生影響，分析細胞週期 sub-G1 phase 也無明顯增加，但是卻使得 2 種
卵巢癌幹細胞對於化療藥物 cisplatin 及 lovastatin 的敏感性提高，特別是對
OVCAR3 _44+ 細胞在第二階段加入 cisplatin 及 lovastatin 低濃度 0.8 M
即可對細胞有 70 % 以上的抑制增生影響。但是 cisplatin 及 lovastatin 以 0.8
M 單一給藥時，對 OVCAR3_44+ 細胞完全無抑制增生影響。分析二階
段療法的 SKOV3_ 133+44+及 OVCAR3 _44+ 細胞的細胞週期，也發現分
別在 0.8 M、4 M 濃度 sub-G1 phase 比例即有開始增加的趨勢。所以我們
推測當四物湯水萃物在第一階段作用於細胞時可能會對凋亡的相關機制有
所調控引發凋亡訊號的表現，使得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對於第二階段化療藥
物產生高度敏感性，以致消失其抗藥性現象，有明顯抑制增生影響。
二階段療法應用於 OVCAR3 _44+細胞有很明顯的抑制增生影響，除了
前述所推測與調控凋亡的相關機制的原因之外，我們也推測是否與四物湯
水萃物可調控 CA125 的表現相關。因 OVCAR3 具有 CA125 高表現，與正
常參考值相比其表現量多出 50 倍。所以這是未來四物湯水萃物應用於二階
段療法可能的作用機制，以及可考慮繼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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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本次研究成果：
1.(一)已建立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庫存，包括 SKOV3_ 133+44+及
OVCAR3_44+ 細胞。
2.(二)確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具有幹細胞生物特性，包括自我更新能
力、抗藥性、colony formation ability、動物體內致腫瘤生成能
力。
3.(三)確認四物湯水萃物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具有類似的抑制增生
影響。
4.( 四 ) 確 認 四 物 湯 水 萃 物 加 於 先 與 已 知 化 療 藥 物 cisplatin 及
lovastatin 的二階段療法具有藥物協同作用現象。
5.(五)確認四物湯水萃物加於先與已知化療藥物 Cisplatin 的二階段
療法會使細胞週期中的 G2/M phass 比例增加。
6.(六)確認第一階段的治療四物湯水萃物加於先可使 2 種卵巢癌幹
細胞對第二階段的化療藥物 cisplatin 及 lovastatin 產生敏感性
作用，產生明顯抑制增生影響，特別是對 OVCAR3 _44+ 細胞。
7.(七)應用四物湯水萃物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進行二階段療法，可以
降低傳統化療藥物劑量，具有減少因化療所產生副作用的優
勢。
8.(八)確認動物體內急性毒性的安全劑量，預試驗以四物湯水萃物 2
g/kg 劑量口服給予 BALB/c 小鼠，不會影響體重、血液血球、
肝臟及腎臟生化值。
9.(九)卵巢癌幹細胞硬塊腫瘤動物活體實驗結果發現四物湯水萃物
0.5 g/kg 和 cisplatin 4 mg/kg 的二階段療法在第三、第四療程
後可以呈現明顯的腫瘤延遲生長作用，與控制組相分別為 66%
及 55% 的抑制率，且沒有顯著的藥物副作用現象。
二、建議
10.(一)本研究計畫著重於二階段療法，其研究內容不論是評估抑制
增生影響或分析細胞週期，實驗內容都很複雜，以二年的研究
期較為適合，可做的周全及完整。(本次研究期限只有 8 個月)
11.(二)希望未來能有機會繼續有相關計畫支持，能分析四物湯水萃
物對卵巢癌幹細胞的分化基因表現的影響。
12.(三)希望未來能有機會繼續有相關計畫支持，能研究四物湯水萃
物二階段療法的作用機制。
13.(四)配合動物活體的四物湯水萃物以及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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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希望能有相關計畫支持，評估進行臨床試驗。
14.(五)未來有經費將會再進行四物湯水萃物以及 cisplatin 二階段療
法細胞週期分析實驗，再次確認實驗結果。
15.(六)未來有經費將會再進行二階段療法動物實驗，調整已知抗癌
藥物劑量，確認二階段療法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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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A) OVCAR3

(B) OVCAR3_133+

(C)OVCAR3_44+
(D) OVCAR3_133+44+
圖一、流式細胞儀分選卵巢癌細胞 OVCAR3
(A) OVCAR3 (no staining)；
(B)具 CD133- PE 表現的細胞，有 15.6 % 的分佈比例；
(C)具 CD44-FITC 表現的細胞，有 5.4 % 的分佈比例；
(D)分選具 CD133-PE 及 CD44-FITC 共同表現的細胞，具有 0.79 % 分佈比
例。

(A) OVCAR3 cells
(B) OVCAR3_44+ cells
圖二、觀察卵巢癌細胞 OVCAR3 及 OVCAR3_44+ 細胞的型態
(A) 貼附生長的 OVCAR3 細胞；
(B) 貼附生長的 OVCAR3_44+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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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OVCAR3_44 cells

(B) OVCAR3_44+ cells, Oil
Red O stained

圖三、卵巢癌幹細胞分化為脂肪細胞
(A) 堆疊生長的 OVCAR3_44+ 細胞；
(B) OVCAR3_44+ 細胞生長至第 8 天可具 Oil Red O 呈色，OVCAR3_44+
具分化為脂肪細胞的能力。

圖四、OVCAR3 及 OVCAR3_44+ 細胞生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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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iferation (%, of 5 % FBS in SKOV3)

圖五、SKOV3 及各分選細胞增生比較(7 天後)
(a)~(d)為在 5 % 血清培養液細胞增生，
(e)~(h)為在 1 % 血清培養液增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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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量化細胞增生比率分析圖

Fetal bovsine serum (FBS)

Proliferation (%, of 5 % FBS in OVCAR3)

圖六、OVCAR3 及 OVCAR3_44+ 細胞增生比較(7 天後)。
(a), (c)為在 5 % 血清培養液細胞增生，
(b), (d)為在 1 % 血清培養液增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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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量化細胞增生比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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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of SKOV3 and sorted cell。細胞生長於
fibronectin 培養 盤， 2 天更新 一次培 養液， 8 天 後觀 察 colony
formation，(a)~(h) 為實驗結果。
(a)~(d) 為在 5 % 血清培養液生長環境，
(e)~(h) 為在 1 % 血清培養液生長環境。

圖八、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of OVCAR3 及 OVCAR3_44+。細胞生長於
fibronectin 培養 盤， 2 天更新 一次培 養液， 8 天後觀 察 colony
formation，(a)~(d)為實驗結果。
(a)及(c)在 5 %血清培養液生長環境，
(b)及(d)在 1 %血清培養液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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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SKOV3_133+44+ 的分化基因 nanog、oct-4 表現(PCR results)

圖十、Tumorgenesis studies in vivo
(1)將 SKOV3_133+44+ 細胞以 1 x105 數目植入嚴重先天免疫不全小鼠，40
天之後有具體硬塊腫瘤生成(左圖)，41~71 天觀察硬塊腫瘤持續長大。
(2)將 SKOV3_133+44+ 細胞以 1 x104 數目植入嚴重先天免疫不全小鼠，55
天之後有具體硬塊腫瘤生成，55~75 天觀察硬塊腫瘤持續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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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抑制增生比率
(右圖) The IC50 of FAD
圖十一、四物湯水萃物對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的抑制
增生影響。此為 MTT 實驗結果，2 種細胞均進行 3 次以上的重複
確認。
(左圖) 四物湯水萃物對 2 種卵巢癌幹細胞的增生比例。
(右圖) 四物湯水萃物對 2 種細胞的 I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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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四物湯水萃物不同濃度對正常卵巢細胞、SKOV3_133+44+ 及
OVCAR3_ 44+ 細胞生長影響。
(1)四物湯水萃物不同濃度對正常卵巢細胞在 24、48 及 72 小時的生長影響。
(2)四物湯水萃物不同濃度對 SKOV3_133+44+ 細胞生長影響。
(3)四物湯水萃物不同濃度對 OVCAR3_44+ 細胞生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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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cisplatin 不同濃度對 SKOV3_133+44+ 細胞生長影響。

(下圖) cisplatin 不同濃度對 OVCAR3_44+ 細胞生長影響。
圖十三、cisplatin 不同濃度對 SKOV3_133+44+ 及 OVCAR3_44+ 細胞生長
影響。

(左圖)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右圖)四物湯水萃物與 lovastatin
圖十四、合併治療對卵巢癌幹細胞生長影響 –
四 物 湯 水 萃 物 與 cisplatin ( 左 圖 ) 、 lovastatin ( 右 圖 ) 同 時 加 入
SKOV3_133+44+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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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圖) FAD 與 cisplatin

(右上圖) FAD 與 lovastatin

圖十五、二階段治療對卵巢癌幹細胞生長影響 – 四物湯水萃物先加入的二
階段治療。
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左上圖)、lovastatin (右上圖) 在 SKOV3_133+44+
細胞的二階段治療。

(左下圖) FAD 與 cisplatin

(右下圖) FAD 與 lovastatin

圖十六、二階段治療 cisplatin 的 IC50 劑量 – 四物湯水萃物先加入的二階
段治療。
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左下圖)、lovastatin (右下圖) 在 OVCAR3_44+細
胞的二階段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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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SKOV3_133+44+ cells

(左圖) cisplatin 與 FAD

(右圖) OVCAR3_44+ cells

(右圖) cisplatin 與 FAD

圖十七、二階段治療對卵巢癌幹細胞生長影響 – 四物湯水萃物後加入的二
階段治療。
(左圖) cisplatin 與四物湯水萃物在 SKOV3_ 133+44+ 細胞的二階段治療。
(右圖) cisplatin 與四物湯水萃物在 OVCAR3_ 44+ 細胞的二階段治療。

圖十八、cisplatin 對 SKOV3_ 133+44+ 細胞週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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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cisplatin 對 OVCAR3_ 133+44+ 細胞週期影響

圖二十、四物湯水萃物對 SKOV3_ 133+44+ 細胞週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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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四物湯水萃物對 OVCAR3_ 44+ 細胞週期影響

圖二十二、二階段療法對 SKOV3_ 133+44+ 細胞週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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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二階段療法對 OVCAR3_ 44+ 細胞週期影響

圖二十四、四物湯水萃物急性毒性預試驗結果 - 肝、腎生化指數

41

圖二十五、活體試驗二階段療法 –開始投予藥物前腫瘤生長狀況

圖二十六、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在第三療程後各組動物活
體皮下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硬塊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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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在第三療程後各組動物活
體皮下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硬塊腫瘤生長體積

圖二十八、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在第四療程後各組動物活
體皮下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硬塊腫瘤

43

4500
4000

Tumor size(mm3)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l
tro
co n

ti
pla
Cis

/kg
mg
4
n

.5
D0
FA

g
g /k

/kg

in
in
la t
la t
isp
isp
C
C
g+
g+
g /k
g /k
.5
25
.
0
0
D
D
FA
FA

.2
D0
FA

5g

圖二十九、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在第四療程後各組動物活
體皮下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硬塊腫瘤生長體積

圖三十、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不同療程階段對各組動物活
體皮下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硬塊腫瘤生長曲線

44

表一、Chemoresistances of ovarian cancer stem cells

* ND: not determined

表二、四物湯水萃物分別與 cisplatin、lovastatin 合併及二種二階段治療方法
對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生長抑制比率
Conc. (uM)
Concentration (µM)
Drugs
4 mg/mL
GI (%)
FAD
43±6
Conc. (uM)

Concentration (µM)

Drugs
100

20

4

0.8

0.16

cisplatin

35±5

19±9

4±8

1±1

-9±4

lovastatin

70±1

57±8

33±7

12±1

-1±5

FAD + cisplatin(合併)
36±5
2±2
2±2
FAD +
70±6
60±3
20±4
lovastatin(合併)
FAD , cisplatin
92±1
70±7
40±9
(FAD 先加入)
FAD, lovastatin
94±0
90±0
74±5
(FAD 先加入)
cisplatin, FAD
67±1
34±7
31±9
(FAD 後加入)
*a: GI (%): Growth inhibition ;
GI = [1-(OD of treatment/OD of control)] x 100%
*b: ND: Not determine

4±4

-21±9

7±3

-14±3

49±6

40±5

54±4

42±4

26±6

ND*b

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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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四物湯水萃物先加入分別與 cisplatin、lovastatin 二種二階段治療方法
對卵巢癌幹細胞 OVCAR3_44+ 生長抑制比率
Conc. (uM)
Concentration (µM)
Drugs
4 mg/mL
GI (%)
FAD
34±3
Conc. (uM)

Concentration (µM)

Drugs
100

20

4

0.8

cisplatin

47±0

7±3

-3±5

5±7

lovastatin
FAD , cisplatin
(FAD 先加入)
FAD, lovastatin
(FAD 先加入)
cisplatin, FAD
(FAD 後加入)

77±2

45±7

3±2

-8±4

80±2

78±2

77±1

79±2

88±0

81±3

80±2

77±3

81±2

-11±2

-21±1

-16±2

GI(%)*a

*a: GI (%): Growth inhibition ;
GI = [1-(OD of treatment/OD of control)] x 100%

表四、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不同療程階段對各組動物活體
皮下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硬塊腫瘤生長之比較
Days
7 days
14 days
21 days
28 days
Treatments
3
size(mm )*a
control
249±210 655±399 1163±683 1412±859
cisplatin 4 mg/kg

207±200 555±563

977±676

1152±939

FAD 0.5 g/kg

156±90

519±353

626±390

1082±697

FAD 0.25 g/kg

269±145 800±436

942±460

1365±757

FAD0.5 g/kg , cisplatin 4 mg/kg

125±93

508±446

487±176

662±309

FAD0.25 g/kg , cisplatin 4 mg/kg

192±116 791±260

784±172

1331±316

2

*a: length of tumor (mm) x (width of tumor) (mm) =
tumor size (m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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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不同療程階段對各組動物活體
皮下卵巢癌幹細胞 SKOV3_133+44+ 硬塊腫瘤生長抑制率
Days
Treatments

7 days

14 days

21 days

28 days

GI(%)*a:

38
18
30
20
cisplatin 4 mg/kg
99
30
61
27
FAD 0.5 g/kg
-29
-33
31
2
FAD 0.25 g/kg
67
18
66
55
FAD 0.5 g/kg ,
cisplatin 4 mg/kg
40
-30
45
5
FAD 0.25 g/kg ,
cisplatin 4 mg/kg
*a: [1-( increased tumor volume of treatment / increased tumor
volume of control)] x 100% = percent of growth inhibition (GI)

表六、四物湯水萃物與 cisplatin 二階段療法不同療程階段對各組體重影響
Days
Treatments

1 days

7 days

14 days

21 days

28 days

18.5±1.3
18.7±1.3
19.8±0.7
19.5±1.2
19.4±1.4

17.9±0.9
20.1±0.9
20.2±0.9
19.3±1.2
20.1±1.3

18.2±0.9
20.2±1.2
20.1±1.2
19.3±1.6
19.0±1.8

18.5±1.0
19.5±0.6
20.3±1.4
20.0±2.1
19.1±1.9

19.3±1.4
18.9±0.6
20.7±1.7
20.6±1.7
18.1±1.4

18.2±0.8

18.8±0.8

18.1±0.6

18.2±1.1

17.9±1.2

BW(g)

control
cisplatin 4 mg/kg
FAD 0.5 g/kg
FAD 0.25 g/kg
FAD0.5 g/kg ,
cisplatin 4 mg/kg
FAD0.25 g/kg ,
cisplatin 4 mg/kg

表七、當歸、白芍、川芎、及熟地黃基原鑑定結果
(本研究委託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鑑測)
當歸、白芍、川芎、及熟地黃外觀檢測
當歸外觀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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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外觀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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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外觀檢測結果

49

熟地黃外觀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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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歸、白芍、川芎、及熟地黃基原鑑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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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四物湯水萃物農藥及重金屬殘留量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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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0-RD-039

台灣本土中草藥之應用與開發－臺灣鉤藤
李美賢、侯文琪、林乾閔
臺北醫學大學

摘

要

中藥材鉤藤為為茜草科(Rubiaceae)植物，基源主要是中國大陸的 Uncaria
rhynchophylla (Miq.) Jacks.，屬於平肝熄風藥。藥效為清熱平肝，熄風定驚，主要
用在清熱祛風，外感風熱，小兒驚癇，血壓偏高，頭昏目眩。本計畫以台灣本土
中草藥之應用與開發為主要目標，為達成此目標，我們選擇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
場提供之田間種植的台灣本土中草藥—臺灣鉤藤(Uncaria hirsuta Haviland)為材
料，進行其活性成分分析及神經保護之探討及應用。並比較鉤藤與臺灣鉤藤於活
性成分及神經保護作用之異同，達到應用台灣本土中草藥之目標。臺灣鉤藤之材
料來源經由 PCR-RFLP 檢測確定無誤，並進行總重金屬含量與農藥殘留分析，確
保品質合格後，進行研究分析。利用水與 95%乙醇以加熱迴流萃取法，分別進行
中藥材鉤藤帶鉤莖枝、臺灣鉤藤帶鉤莖枝及葉部粗萃取物製備。利用薄層色層分
析、高效能液相層析與高效能液相層析儀-固相萃取儀-核磁共振儀進行成分之分
析與比較，臺灣鉤藤葉部之水粗萃取物之化學成分與中藥材鉤藤有明顯不同，含
有其他多種 indole alkaloids 之成分。在被動迴避試驗的結果來看，半乳糖誘導確
實可以引發小鼠記憶衰退的現象，而投藥的各粗萃物組停留在明亮室的時間明顯
高於半乳糖誘發之實驗對照組，顯示臺灣鉤藤及藥用鉤藤的藥部粗萃物在記憶能
力的鞏固上有其效果。但在水迷宮試驗則沒有明顯效果。而在脂質過氧化指標的
表現上，不論在血液中或是腦中，經由半乳糖誘導後的小鼠，丙二醛含量皆較正
常小鼠多，顯示半乳糖會誘發脂質過氧化增加，因而表現於被動迴避試驗中小鼠
記憶衰退的現象；而在投與臺灣鉤藤及藥用鉤藤粗萃物後，丙二醛含量有下降的
現象，顯示其減少脂質過氧化的能力；其具體表現在各粗萃物組停留在明亮室的
時間明顯高於半乳糖誘發之實驗對照組。在細胞實驗上，臺灣鉤藤葉部水萃物及
藥用鉤藤藥部水萃物本身而言有較小的細胞毒性，同時對抗 6-羥基多巴胺誘發之
細胞毒性上有明顯增加細胞存活率的現象，顯示其神經保護的能力。但在 A 25-35
引發的細胞毒性實驗上，則沒有顯著的效果。
關鍵詞：台灣本土中草藥、臺灣鉤藤、神經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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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ndigenous
Taiwanese Herbal Medicine - Uncaria
Hirsuta Haviland
Mei-Hsien Lee,Wen-Chi Hou, Chien-Min Lin
Taipei Midec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 Uncaria Ramulus et Uncus is a Rubiaceae plant. The
sources in mainland China is mainly Uncaria rhynchophylla (Miq.) Jacks. In
traditional utility, it belongs to anticonvulsives or drugs for subduling the hyperactivity
of the liver and the endogenous wind. Efficacy for clearing up heat, subduing
hyperactivity of the liver, and relieving convulsion. It mainly used in heat dispelling,
exogenous wind-heat, shock in children epilepsy, high blood pressure, dizziness. In
this project, the application of Taiwanes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objective,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chose Uncaria hirsuta Haviland from Taiwan
Seed Improvement and Propagation Station, COA as the material. The active
ingredient extraction, neural prot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will be evaluated in this
project. And comparing with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nd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two material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as also included. Upon completion, we hop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pplication of Taiwanese herbs. The material source of Uncaria
hirsuta Haviland was identified by PCR-RFLP. The total heavy metals and pesticide
residues of U. hirsuta were also analyzed and to ensure the quality. The hooks of U.
rhynchophylla, the hooks and leaves of U. hirsuta were refluxed with H2O and 95%
ethanol, respectively. The use of in vitro model as a platform for activity assessment of
the extracts. The leaves of water extract of U. hirsuta exhibited the potent activity. The
analysis of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TLC)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for U. hirsuta were used as chemical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s.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constituents from active fractions of U. hirsuta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solid phase extraction–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LC-SPE-NMR). The fraction contained some indole alkaloids which were
1

different from the U. rhynchophylla. In passive avoidance task of galactose-induced
mice, it was found that galactose could induce aging and resulted in memory
impairments. The oral administrations of extracts from U. hirsuta or U. rhynchophylla
to galactose-induced mice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memory impairments in passive
avoidance task, but not observed in Morris water maze model. The lipid peroxidation
index of MDA cont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lood or brain tissue extracts of
galactose-induced mice, and the oral administrations of extracts from U. hirsuta or U.
rhynchophylla could significantly lower the MDA contents. It meant that extracts from
U. hirsuta or U. rhynchophylla colud reduce lipid peroxidation levels in
galactose-induced mice which in turn to improve memory impairments in mice. For
elucidation of possible protective mechanisms, the SH-SY5Y cells were used in
protection against 6-OH dopamine or A25-35 treatments. It was found that water
extracts from leaves of U. hirsute or U. rhynchophylla showed less cytotoxicity and
also had protective roles against 50 µM 6-OH dopamine, but had no effects against
Aβ25-35 induced cytotoxicity.
Keywords: Taiwanese herbal medicine, Uncaria hirsuta, neuro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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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鉤藤植物相關介紹
鉤藤為茜草科(Rubiaceae)鉤藤屬(Uncaria)之植物，為中醫傳統常用藥，
基原為茜草科植物鉤藤或同屬多種植物的帶鉤枝條 [1]，2005 年版中國藥
典 規 定 包 括 鉤 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 (Miq.)Jacks 、 華 鉤 藤 Uncaria
sinensis、大葉鉤藤 Uncaria macrophylla、毛鉤藤 Uncaria hirsuta 及白鉤藤
Uncaria seeilifructus 的乾燥帶鉤莖枝。在傳統分類上，屬於清熱平肝及息風
定驚的中藥，性微寒、味甘、苦、無毒，傳統用於治療高血壓、頭暈目眩、
跌打損傷、小兒驚風、發斑疹及小兒慢性腸炎 [2]。鉤藤所含化學成成分中
其中以生物鹼類含量最多，其中主要指標成分為 rhynchophylline 大約占
28-50%，另外 isorhynchophylline 占 5% [3]。雖藥用部位以古籍所記載多以
帶鉤莖枝為主，但相關研究指出鉤與莖枝所含生物鹼含量基本一致，且鉤
藤葉與帶鉤莖枝化學成分也相似 [4-5]，但是鉤藤的老枝其成分含量就有明
顯之差別，所以藥用部份取用嫩莖之部分，且主要成分易受熱破壞，所以
此藥材不耐久煮[6]。關於鉤藤的活性研究早期大多著重於鉤藤之降血壓效
果 [7-8]，早在 1958 年已有相關文獻的研究，鉤藤的乙醇抽取物以 150mg/kg
靜脈注射於兔子，可降低血壓 [9]，之後其它藥理活性上研究及臨床試驗的
文獻探討，而鉤藤其有效作用於抑制高血壓的部份，在藥理學上之研究，
Kuramochi 等人 1994 對 WKY 老鼠(Wistar Kyoto rats)進行離體血管舒張實
驗，結果證明鉤藤抽取物具有抑制 norepinephrine 所引起的血管收縮，另外
再加入 NO 的抑制劑 NG-monomethyl-L-arginine (NMMA)結果顯示明顯的抑
制鉤藤萃取物造成的血管舒張，所以推斷造成血管舒張的主要原因為 EDRF
(endothelium-dependent relaxion factor / NO，少部分為 endothelium indepedent
[10]。Horie 等人 1992 年的研究探討 hirsutine 此成分對於細胞內鈣離子的調
控 ， 結 果 顯 示 hirsutine 可 調 控 細 胞 內 鈣 的 儲 存 及 攝 入 主 要 透 過 調 控
voltage-dependent Ca2+通道使得減少細胞內鈣的釋放[8]，Zhang 等人 2004
年也針對鉤藤鹼(rhynchophylline)及異鉤藤鹼(isorhynchophylline)進行離體
血管實驗結果顯示此兩成分為影響內皮舒張因子及對於 L-type Ca2+通道的
調控，達到血管舒張的作用，此些文獻證明其主要有效成分生物鹼的部份，
而鉤藤之主成分為 rhynchophylline 及 isorhynchophylline 為主。
近年來，關於鉤藤於神經相關藥理學活性陸續被研究，分別有活性成
分及粗抽物之活性探討，例如：抗癲癇作用(Anti-epilepsy)：鉤藤於本草備
藥的記載中具有治療痙攣的作用，Hsieh 等人 1999 年先以腹腔注射給藥分
別為 1000, 500, 250 mg/kg i.p.之鉤藤萃取物，30 分鐘後再以腹腔注射 kainic
acid 誘導大鼠癲癇發作，結果顯示給予劑量 1000 及 500 mg/kg i.p.可減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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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nic acid 誘導所產生的 wet dog shakes (間歇性多相性樣的腦波，WDS) 的
產生，同時也降低了 kainic acid 所誘導的大腦皮質的脂質過氧化物的產生，
所以推測鉤藤具有抗癲癇的作用為抑制腦中脂質過氧化物的產生[11]；中樞
神 經 作 用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ffects) ： 鉤 藤 乙 醇 抽 取 物 可 抑 制 α
1-adrenoceptor, α2-adrenoceptor, β-adrenoceptor, 5-HT1A, 5-HT2, opiate,
adenosine-1, Ca2+ channel, sulphonylureas, dopamine-1, histamine-1, GABAA
及 GABAB receptors 等受器，其影響有待探討 [12]；鎮靜作用 (Sedation)：
大鼠與小鼠實驗顯示鉤藤有明顯的鎮靜作用，但無明顯催眠作用，是一種
具有特殊中樞抑制作用的鎮靜藥。用大鼠做防禦運動性條件反射實驗觀察
時，證實給其腹腔注射鉤藤煎劑 1 g/kg 可降低大腦皮質之興奮性[13]；神經
保護(Neuroprotection)：鉤藤對於神經保護的作用之相關文獻研究，近年來
亦日益增多，Suk 等人 2002 年以全腦缺血動物模式(global cerbal ischemia use
4-vessel occlusion mold)探討鉤藤甲醇萃取物對於神經保護的效果，給予不
同劑量鉤藤甲醇萃取物腹腔注射(100-1000 mg/kg i.p)結果顯示於缺血後七
天測量 CA1 神經元細胞密度發現有 70%的保護作用，且於缺血後 24 小時
可以觀察到腦部海馬迴部位的 cyclooxygenase-2 的蛋白質及 mRNA 的含量
皆明顯受到抑制，另外以 BV-2 mouse microglial 也可發現鉤藤萃取物有效抑
制 TNF-α和 NO (nitric oxide)這些造成的發炎因子，進而具有神經保護的作
用 [14]。Lee 等人以 N-methyl-D-aspartate (NMDA)誘導神經細胞死亡，結
果顯示以鉤藤生物鹼萃取物預處理的海馬迴切片細胞培養可以減少 NMDA
所造成的神經細胞損傷 [15]。Fujiware 等人以鉤藤萃取物對於β-澱粉樣蛋
白質 1-40 及 1-42 (β-amyloid protein)的摺疊影響，結果顯示鉤藤萃取物具
有很強抑制β-澱粉樣蛋白質 1-40 及 1-42 摺疊及纖維化[16]。Shim 等人以
具神經毒性的 6-hydroxydopamine 誘導 PC12 老鼠腎上腺髓質嗜鉻細胞瘤細
胞凋亡，再處理鉤藤萃取物可發現減少細胞死亡及 ROS 的產生並增加 GSH
及抑制 Caspase-3 的活性，而再以 6-Hydroxydopamine 誘導腦神經損傷的動
物模式中可發現，損傷後處理鉤藤萃取物 5 mg/kg/day 14 天，結果顯示減少
apomorphine 所引起的旋轉及減低 dopaminergic neuronal 的流失[17]。
二、神經退化相關疾病介紹
人口老化問題是每個國家所面臨與重視的話題，特別是老化疾病所衍
生之影響更甚嚴重。就老化疾病而言，影響生活品質最重要的疾病就是神
經退化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例如：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亨氏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
等。由於腦部的功能退化是漸進式病理過程，從發病症狀明顯出現到死亡
大約需歷經 5-10 年不等的時間，對家屬及病患本身至整個社會均造成極大
的負擔與困擾。因此如何預防及減緩腦部功能退化，對於老年生命品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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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減少社會資源浪費顯著格外重要。2010 年的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中指
出，全世界 35 百萬人口中，以美國為例就有 5.5 百萬人口罹患有阿茲海默
症；另外根據流行病學的統計，在西元 2040 年前，神經退化性疾病將取代
癌症，成為死亡原因的第二位[18]。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和帕金
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為最常見的兩種神經退化疾病。關於阿茲海默
症，目前並沒有準確診斷的方法，只能靠此疾病所反應出來的病徵加以判
斷是否罹患此疾病，依病徵的發展可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的病徵
發生於發病初期為健忘，對於剛發生的事情無法記憶，失去創造力及對原
有的生活失去興趣力…等病徵；中期的病徵為情緒起伏大，易反應過度或
過度偏執，在記憶力方面的退化日益嚴重，不論是對人、事、地、物漸漸
無法記憶；晚期的病徵則為喪失日常生活自理的能力，日常生活所有一切
需要看護者照顧，失去溝通能力，智力明顯退化，嚴重的病人會可能發生
癲癇的症狀。剛開始大部分科學家的研究趨向於此種疾病為家族性遺傳的
疾病，後來研究發現許多不具有阿茲海默症家族遺傳史的病人逐漸增多年
齡大多在 65 歲以上，與家族遺傳性的阿茲海默症好發的年齡有所不同 < 50
歲[19]，所以後來科學家將阿茲海默症分為兩種家族性阿茲海默病（Familial
AD，簡稱 FAD）及阿茲海默老年痴呆症（Senile dementia with Alzheimer's
type，簡稱 SDAT）。造成阿茲海默症的原因除了年齡及家族性遺傳不可改
變的原因之外，還有腦部的損傷會造成老年後發生阿茲海默症的機率增
加，心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壓、中風、高膽固醇、高血糖及心臟疾病的發
生也會影響阿茲海默症發生的機會[20]。在阿茲海默症的病理原因，病理學
家從解剖的結果發現患者腦部出現腦部萎縮及神經細胞顆粒空泡性（CVD）
及神經元變性和減少，和不同程度的腦萎縮和還有大量腦細胞內
neurofibrillary tangle（腦纖維糾結；NFT）及老化斑塊(senile plague；SP)的
形成。這些斑塊為蛋白質不正常摺疊所造成的，這樣的不正常蛋白摺疊會
造成腦部氧化壓力增加及發炎反應的產生致使腦部神經細胞損傷，後來這
蛋白質被證實為β-類澱粉蛋白質(β-amyloid protein) [21]，而此蛋白也被證
明是造成阿茲海默症的主要原因之一。關於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
PD)發生的原因，目前所瞭解發病的原因較少，疾病約有十 年到二十年的病
程，且沒有根治的方法，治療的方式如手術和藥物也只能控制症狀而已。
帕金森氏症是個運動失調且病情慢慢加重的疾病，研究顯示，PD 中的神經
元和膠細胞有許多蛋白質和訊號分子的表現，以神經元的角度來看，神經
元的蛋白質失去功能及氧化壓 力(oxidative stress)是主要的原因[22]。PD 是
乃因黑質體(substantia nigra, SN)中之多巴胺(dopamine, DA)神經元死亡使其
功能受到影響。多巴胺是一種神經傳導物質，可以傳送資訊到控制肌肉運
動和協調動作的區域。PD 病人，其製造 DA 的細胞會逐漸死亡，因此多巴
5

胺的數量也減少，使得身體協調失衡，變得難起步和控制動作。目前的相
關研究認為有多種環境因子影響 不同的基因而促使症狀的發生[23]。製造多
巴胺的神經元發生退化，可能與腦中含有不穩定的自由基和缺乏電子的有
害分子有關。體內有許多抗氧化的保護因子，若不能發揮作用，會使神經
細胞受到傷害，進而發生 PD 症狀。PD 被認為和氧化壓力(oxidative stress)
有關，特性在於腹側中腦黑質區(substantial nigra)多巴胺神經細胞死亡。在
死亡病人的腦組織中可以見到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增
加。尤其腦的高度代謝速率及降低容積以利細胞更生的原因，使腦比其他
器官對 ROS 的傷害更敏感。當生化反應產生的 ROS 無法排除時，氧化壓 力
就發生了。通常這些 ROS 會被細胞內的抗氧化系統排除；而抗氧化系統可
能會因為老化或者生病而故障。這些 ROS 亦會改變蛋白質，DNA 和脂質
的功能；以脂質來說，ROS 會破壞細胞膜的完整性而增加 離子的通透性。
除了直接破壞細胞，氧化壓力也會催動細胞內的 protein kinase (SAPK)/c-Jun
N-terminal kinase (JNK) 路徑而活化 caspase [24]。或因引發 Bax 而產生的
抑癌基因 p53 的活化 [25] 等訊號路徑而導致細胞死亡。
三、臺灣本土中草藥－臺灣鉤藤介紹
臺灣鉤藤(Uncaria hirsuta Haviland)別名鉤藤、單鉤藤、倒吊風藤。為常
綠半蔓性灌木。四方莖，披軟毛。葉對生葉近紙質，橢圓至長橢圓形，先
端突尖銳，全緣，基部圓形或微心臟形，兩面多毛；柄短或無柄，長 3-10 mm，
具軟毛；托葉大，2 裂，被毛。球形頭狀花序，被軟毛，直徑 1.6~4.7 公分，
具梗；苞片 5 數，多毛，宿存；花冠細長，呈漏斗狀，長 10~13mm，4~5
裂；雄蕊短；花柱長而突出，長 18~20mm。蒴果瓶型至寬紡錘型，深褐色
或紅褐色，長 15~18mm，直徑 4~7mm。種子小而多數，兩端有翅。分布於
台灣中低海拔森林。台北：蟾蜍山；台中：東勢石壁坑；嘉義：梅山；高
雄：美濃；台東：蘭嶼。用途為清熱、平肝、鎮痙、降血壓、鎮靜[26-27]。
關於臺灣鉤藤的相關研究並不多，有文獻報導其具 19-epi-3-iso-ajmalicine,
3-isoajmalicine, mitraphylline, isomitraphylline, isorhynchophylline, corynoxine,
rhynchophylline, uncarines A, B 等成分[28]，以及具有自由基清除、抗發炎、
保肝活性 [29-30]。本計劃擬以神經保護做為研究的平台，進行開發應用。
鑑於臺灣中藥材 90% 來自進口，其中又以大陸為主，為了不讓臺灣中藥材
市場被進口壟斷，擴展臺灣中藥市場，建立本土化中草藥產業，讓民眾能
享有更佳的中藥材品質，因此，發展具本土特色的中藥材應為主要發展之
目標。臺灣鉤藤，亦為中藥材鉤藤之基源之ㄧ，關於本植物之相關文獻並
不多，由於其為台灣本土中藥材，若能以神經保護作用為平台進行其開發
應用，除了能為現在日益增加的老化疾病盡一份心力，相信將有亦有助於
台灣本土中藥材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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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植物材料
農委會種苗場提供之田間種植之臺灣鉤藤(毛鉤藤) (Uncaria hirsuta
Haviland)與中藥材鉤藤(Uncaria rhynchophylla (Miq) Jacks)，經鑑定基源(包
括 ITS 分子生物基原鑑定)無誤後，於 40℃鼓風乾燥，供做實驗用材料。
二、粗萃取物之製備
(一) 臺灣鉤藤 (U. hirsuta) 及中藥材鉤藤 (U. rhynchophylla) 不同溶劑
之迴流萃取臺灣鉤藤 (U. hirsuta) 帶鉤之莖枝及葉部及中藥材鉤藤
(U. rhynchophylla) 之粗萃取物之製備，選用不同溶劑（95% EtOH
及 dd H2O），溶劑體積為樣品的 10 倍，分別使用不同的溫度（65
℃及 100℃）進行加熱迴流萃取，每次 4 小時，重覆 2~3 次，將所
得到之萃取液經減壓濃縮及冷凍乾燥後供作實驗用材料，並計算各
個樣品之萃取率。
(二) 臺灣鉤藤 (U. hirsuta) 及中藥材鉤藤 (U. rhynchophylla) 不同溶劑
粗抽物之部分劃分萃取
臺灣鉤藤（U. hirsuta）帶鉤之莖枝及葉部、以及中藥材鉤藤（U.
rhynchophylla）之不同溶劑（95% EtOH 及 dd H2O）萃取物進行液
液分配萃取，將各別之萃取物懸浮於水中，依續使用 EA、n-BuOH
以進行液相-液相之分配萃取（圖 1）
，完成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
粗萃物之部分劃分。之後將部分劃分後之樣品進行減壓濃縮及冷凍
乾燥，並計算各層的萃取比例。
三、建立化學成分定性分析條件
(一) 建立薄層色層分析法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TLC) 分析方法
進行指紋圖譜比對
使用 TLC 來進行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粗萃取物之化學成分
定性分析，並找尋有效展開之溶媒條件。
薄層色層分析板：silica gel 60 F254
展開液條件：n-BuOH：H2O：Acetic Acid = 15：2：1
儀器：CAMAG TLC Scanner 3 (掃描波長：254 nm）
呈色法：10% H2SO4 reagent spray
(二) 建立高效液相層析法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化學成分分析
使用高效液相層析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來進行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粗萃取物之化學成分定量分
析，並找尋有效分離之溶媒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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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column：Aqu-ODS-W5u (4.6 mm × 250 mm)
Eluent：MeCN (B), Water + 0.1% TFA (C)
Detection：DAD detector monitor at 254 nm
(三) 建立高效液相層析儀－固相萃取－核磁共振儀(LC-SPE-NMR)之化
學成分分析
萃取物 20mg 溶於 1 mL DMSO 溶液，進行 LC-SPE-NMR 分析，
在基線分離條件下，每個分離峰以電腦手動收集進入固相萃取管
柱，重複擷取三次，每個萃取管柱經由氮氣吹乾再以 Methanol-d4
轉移到 NMR tubes，最後再送入核磁共振儀測圖譜資料。其詳細層
析條件如下：
Sample concentration：100 mg/mL, 20 μL × 3
Column：Biosil 5 ODS-W 4.6 mm I.D. × 250 mm
Eluent：Water＋0.1% TFA（A）, Acetonitrile（B）
Gradient：0~60 min, 5~35%（B）
Flow rate：0.6 mL/min
Make-up flow rate：1.5 mL/min
Detector：DAD detector monitor at 254 nm
SPE cartridge：GP cartridge（2 mm I.D., 10-12 μm）
NMR：Bruker Avance-III 600 MHz
Solvent suppression program：LC1DCWPS
四、動物實驗：
(一) 實驗動物
42 隻 8 週齡雄性 Balb/cJ 小鼠(購自國家動物中心)。實驗小鼠
飼養於攝氏 22 度正負一度、相對溼度 60%、12 小時明室 / 12 小時
暗室之光暗循環的環境中，六隻一籠，飼料與飲水皆不加以限制。
實驗開始前 2 週進行小鼠馴化，至十週齡開始進行實驗。
(二) 分組與投藥
將 42 隻 Balb/cJ 公鼠隨機分為 6 組，一組 7 隻，分別是：
a.空白對照組
b.實驗對照組
c.實驗組 – 台灣鉤藤藥部水粗萃物組
d.實驗組 – 台灣鉤藤藥部乙醇粗萃物組
e.實驗組 – 藥用鉤藤藥部水粗萃物組
f.實驗組 – 藥用鉤藤藥部乙醇粗萃物組
實驗組皆於實驗開始第一天以皮下注射投與每公斤體重 1.2 g 之半乳糖
(d-galactose)的劑量，半乳糖溶於生理食鹽水，一天一次，至實驗終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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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天﹞；各粗萃物組亦於實驗開始第一天以口服管餵給予各粗萃物(每公斤
體重 80 mg 的劑量)，各粗萃物懸浮於生理食鹽水，而實驗對照組則口服生
理食鹽水，一天一次，至實驗終點。
五、動物記憶學習能力試驗
(一) 水迷宮試驗
於實驗第八週(第 50 天)進行水迷宮試驗測試小鼠空間記憶能
力。每天每隻小鼠進行三次實驗，共三天。試驗限制時間為 120 秒。
(二) 被動迴避試驗
於實驗第八週(第 53 天)進行被動迴避試驗測試小鼠記憶能
力。將小鼠放置於明亮室並面向閘門的另一端，當小鼠完整進入暗
室，則給予 3 秒鐘持續時間，0.3 毫安培的電擊，整個實驗只進行
一次電擊，接著兩天則不予以電擊，觀察小鼠記憶鞏固的能力。試
驗限制時間為 300 秒。
六、實驗動物犧牲及腦組織的分離與保存：
於第 57 天犧牲小鼠，以舒泰 50 腹腔內注射(每公斤體重 30 mg 的劑量)
給予麻醉，待小鼠進入昏迷狀態後進行心臟採血及腦組織分離。血液於採
集完了後靜置室溫下 5 分鐘，再將血液以 2000 g 於攝氏 4 度離心 10 分鐘，
離心後取上清液保存於攝氏零下八十度等待實驗使用。腦組織迅速取出
後，以 0.1 M 磷酸鹽緩衝液稍微洗淨後，以液態氮迅速冷凍並保存於攝氏
零下八十度等待實驗使用。
七、脂質過氧化指標試驗
脂質過氧化指標(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試驗使用檢測套組
（MDA-586 kit）進行分析。將全腦以 0.02 M 之磷酸鹽緩衝液及 5 mM 之
合成抗氧化劑(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BHT)均質。均質後以 3000 g 於攝氏
4 度離心 10 分鐘，收集上清液。取上清液依照指示與檢測套組中試劑混合
後，輕微震搖均勻，再加入 150 L 12 N 濃鹽酸混和均勻，於攝氏 45 度加
熱反應 60 分鐘。再以 10000 g 離心 10 分鐘，取上清液，測 586 nm 吸光值。
再將吸光值代入標準曲線公式中： Y = 0.027X + 0.003 ，r2=0.999 ， 求 取
丙二醛於樣品中濃度
八、細胞存活率試驗
實驗細胞為神經母細胞瘤 SH-SY5Y。細胞培養於 10 平方公分細胞培養
皿，攝氏 37 度含有 5% CO2 的環境下，培養基為 EMEM/F12 (1:1)，添加
10% 胎牛血清。將細胞以 4 x 104 cell/well 的細胞數種於 96-wel 盤中，經過
24 小時待細胞貼壁後，加入各待測物不同濃度 10 L，六小時後再加入 50 M
6-OHDA 或 80 M A 25-35，再經過 24 小時後以 Resazurin 測定螢光以測細胞
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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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臺灣鉤藤(Uncaria hirsuta Haviland.)之基原鑑定與污穢物分析
乃由中國醫藥大學郭昭麟主任進行臺灣鉤藤（U. hirsuta）
、恆春鉤藤（U.
lanosa Wallich var. appendiculata Ridsd.）及嘴葉鉤藤（Uncaria rhynchophylla
(Miq) Jacks）之基源鑑定，再由農委會種苗場進行臺灣鉤藤(U. hirsuta
Haviland) 之田間種植，提供做為本研究之材料。
經由分析台灣鉤藤、恆春鉤藤及嘴 葉鉤藤之5.8S rRNA-ITS 序列，發現
三者皆有專一性之限制 酶切位序列。經 PCR 增幅的 5.8S rRNA-ITS 核酸，
結果顯示，利用 PflM I 限制酶酵素反應，及進行電泳分析可將台灣鉤藤分
割為 209 bp 及 411 bp 之二片段（圖 2）[由郭昭麟主任提供]。
本計畫所進行之臺灣鉤藤（U. hirsuta）帶鉤莖枝及葉部、中藥材鉤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 (MIQUEL) JACKS.）進行其汙穢物分析，包括：總
重金屬含量與農藥殘留 [BHC (α-, β-, γ-, δ-BHC), PCNB (quintozene,
pentachloroaniline, pentachlorothioanisole), DDT (p,p’-DDE, p,p’-DDD,
o,p’-DDT, p,p’-DDT)]。檢驗結果，此三種材料總重金屬含量皆低於 20 ppm;
農藥殘留 BHC 與 PCNB 總量皆低於偵測極限值，惟 DDT 總量檢測值分別
為 0.16, 0.16, 0.02 ppm，但皆符合中華中藥典 (臺灣傳統藥典) 之規定。
二、鉤藤 (U. rhynchophylla) 與臺灣鉤藤 (U. hirsuta) 帶鉤莖枝及葉部之不
同溶劑粗抽物之萃取
選用(1)水、(2)95%乙醇加熱迴流萃取法進行鉤藤帶鉤之莖枝及葉部之
粗萃取物製備，以 95% EtOH 及 dd H2O，溶劑體積為樣品的 10 倍，利用加
熱迴流 4 小時進行萃取，重覆 3 次，將所得到之萃取液經減壓濃縮及冷凍
乾燥後供作實驗用材料，並計算各個樣品之萃取率（如圖 3）。
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之 95% EtOH 萃取率為 4.60%；另外臺灣鉤藤 dd
H2O 萃取率為 10.63%；臺灣鉤藤葉部之 95% EtOH 萃取率為 18.31%；另外
臺灣鉤藤葉部之 dd H2O 萃取率為 22.75%；中藥材鉤藤帶鉤之莖枝之 95%
EtOH 萃取率為 3.22%；另外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之 dd H2O 萃取率為 6.15%。
三、鉤藤(U. rhynchophylla) 與臺灣鉤藤(U. hirsuta)帶鉤莖枝及葉部粗萃抽
物之部分劃分
鉤藤(U. rhynchophylla)與臺灣鉤藤(U. hirsuta)粗萃抽物依續以 EA、
n-BuOH 進行部分劃分 (partition)（如圖 1）。將 partition 後之樣品進行減壓
濃縮及冷凍乾燥，計算各層的萃取比例（如表 1）
。
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1.60 kg）之 95% EtOH 萃取樣品，經液-液分配
萃取，依續得到 EA 層萃取物 15.51 g、n-BuOH 層萃取物 41.96 g、及 H2O
層萃取物 49.06 g；另外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1.15 kg）之 H2O 萃取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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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液-液分配萃取，依續得到 EA 層萃取物 6.68 g、n-BuOH 層萃取物 29.53 g、
及 H2O 層萃取物 75.25 g。
臺灣鉤藤葉部（0.67 kg）之 95% EtOH 萃取樣品，經液液分配萃取，
依續得到 EA 層萃取物 28.79 g、n-BuOH 層萃取物 70.42 g、及 H2O 層萃取
物 44.57 g；另外臺灣鉤藤葉部（0.67 kg）之 H2O 萃取樣品，經液液分配萃
取，依續得到 EA 層萃取物 11.97 g、n-BuOH 層萃取物 47.19 g、及 H2O 層
萃取物 103.53 g。
中藥材鉤藤帶鉤之莖枝之 95% EtOH 萃取樣品，經液液分配萃取，依
續得到 EA 層萃取物 34.91 g、n-BuOH 層萃取物 59.65 g、及 H2O 層萃取物
41.69 g；另外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之 dd H2O 萃取樣品，經液液分配萃取，
依續得到 EA 層萃取物 13.92 g、n-BuOH 層萃取物 50.90 g、及 H2O 層萃取
物 86.99 g。
四、建立臺灣鉤藤 (U. hirsuta)之化學成分分析條件
(一) 建立臺灣鉤藤 (U. hirsuta)之薄層色層分析法(TLC)分析條件
使用薄層色層分析法(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TLC)來進
行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粗萃取物之化學成分定性分析，並找尋
有效展開之溶媒條件。
薄層色層分析板：5 × 8 cm silica gel 60 F254 (Merck, Germany)
樣品濃度：20 mg/mL
點樣體積：1 μL
展開液條件：n-BuOH: H2O: Acetic Acid (15: 2: 1)
呈色法：10% H2SO4 reagent
以薄層色層分析法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TLC) 來進
行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粗萃物之化學成分定性分析。經過多種
展開液系統及不同比例，多次試驗與修正後，找出最適當分析條
件為 n-BuOH：H2O：Acetic Acid=15：2：1。由臺灣鉤藤及中藥
材鉤藤之 95% EtOH 及 H2O 粗萃取物進行 TLC 之比較分析（圖
4），中藥材鉤藤帶鉤之莖枝 EtOH 粗萃物主要成分滯留因子
（retention factor，Rf）值為 0.6（Area: 13.69%）；臺灣鉤藤帶鉤
；臺灣
之莖枝 EtOH 粗萃物主要成分 Rf 值為 0.43（Area: 19.93%）
鉤藤葉部 EtOH 粗萃物主要成分 Rf 值為 0.43（Area: 23.86%）
；中
藥材鉤藤帶鉤之莖枝 H2O 粗萃物主要成分 Rf 值為 0.43（Area:
18.67%）
；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 H2O 粗萃物主要成分 Rf 值為 0.95
（Area: 18.37%）
；臺灣鉤藤葉部 H2O 粗萃物主要成分 Rf 值為 0.43
（ Area: 19.93% ）。 因 此 進 一 步 利 用 鉤 藤 中 所 含 之 成 分
rhynchophylline 與 isorhynchophylline 進行分析比較。圖 5 中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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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標 準 品 rhynchophylline ， 其 Rf 值 為 0.48 ， 標 準 品
isorhynchophylline，其 Rf 值為 0.46，與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萃
取物比較後，發現臺灣鉤藤葉部 H2O 粗萃取物可能具有較類似之
結構（圖 5）
。
(二) 建立臺灣鉤藤 (U. hirsuta) 之高效能液相層析法（HPLC）分析條
件
HPLC column：Aqu-ODS-W5u (4.6 mm × 250 mm)
Eluent：MeCN (B)，Water+0.1% TFA (C)
Gradient：0~40min，7~35% MeCN (B)；
40~60 min，35~70% MeCN (B)
Flow rate：0.6 mL/min
Detection：DAD detector monitor at 254 nm
利 用 高 效 能 液 相 層 析 法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 來進行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粗萃取物
之化學成分分析。我們以不同溶媒系統比例經多次試驗與修正後
找出最適當之分析條件。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之 H2O 萃取物之
分析條件：0~40 min，7~35% Acetonitrile；40~60 min，35~70%
Acetonitrile，流速為 0.6 mL/min（圖 6~10）。從 HPLC 圖中發現
臺灣鉤藤及中藥材鉤藤在 254 nm 下，在滯留時間 (Retention time,
Rt) 為 21 分鐘附近皆有一支明顯之吸收峰。在 30~45 分鐘之間，
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於 Rt 31.1 分鐘及 36.9 分鐘，臺灣鉤藤葉部
Rt 為 31.4 分鐘及 37.7 分鐘有明顯的吸收峰，但中藥材鉤藤在此
段滯留時間中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吸收值，顯示臺灣鉤藤和中藥材
鉤藤之成分有明顯不同。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及葉部 H2O 粗萃物
其 成 分 之 極 性 在 各 層 分 佈 與 薄 層 色 層 分 析 法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TLC)結果相符合，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成分多
分佈在 EA 層和 n-BuOH 層，而臺灣鉤藤葉部的 H2O 層有出現較
多的分離峰（Rt 分佈在 15~25 分鐘）。
(三) 建立臺灣鉤藤(U. hirsuta)之高效能液相層析儀-固相萃取儀-核磁
共振儀（LC-SPE-NMR）分析條件
進一步利用高效能相層析儀-固相萃取儀-核磁共振儀
（LC-SPE-NMR）分析具有神經細胞保護活性之臺鉤藤葉部-水萃
取物的化學組成。臺灣鉤藤葉部水粗萃物（100 mg/mL）進行
LC-SPE-NMR 之分析，利用梯度沖提方式，讓分離峰呈現基線分
離 的 狀 態 ( 圖 11) ， 分 析 條 件 為 ： 0~40~70 min ， 8~20~35%
Acetonitrile，流速為 0.6 mL/min，由此條件可 trapping 到 4 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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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峰 (1)-(4)，進入核磁共振儀 (NMR) 進行分析，由於所收集到
的量不多，僅能測得氫譜，且因並非純的化合物，僅分離峰 3 得
到較佳的氫譜數據，分析如下：在δH 7.82 (1H, s)出現-NH 位置
上之質子訊號，在δH 7.49 (1H, d, J=8.0, H-), 7.05-7.12 (2H, m),
7.31 (1H, d, J=8.0)出現芳香環質子訊號，推測為苯環上 9~12 位置
上的質子訊號，由此推測為 indole alkaloids 之衍生物，其他在δH
2.22~ 3.42 出現之訊號，推測為其餘之飽和脂肪碳上之質子訊號，
因此推測其為 indole alkaloids 衍生物 (圖 12)。
(四)被動迴避試驗
在被動迴避試驗中，僅在第一次中給予電擊，而後則不給予
電擊，藉此檢測小鼠對於電擊記憶的維持能力。在本次試驗中，
各組於電擊後第二天於明亮室停留的時間分別為：空白對照組
300.0 秒；實驗對照組 85.7 ± 29.0 秒；臺灣鉤藤藥部水萃組 152.1
± 38.6 秒；臺灣鉤藤藥部乙醇萃組 215.1 ± 51.9 秒；藥用鉤藤藥部
水萃組 246.6 ± 58.4 秒；藥用鉤藤藥部乙醇萃組 300.0 秒〈圖 13〉
，
其中，臺灣鉤藤藥部乙醇萃組、藥用鉤藤藥部水萃組與藥用鉤藤
藥部乙醇萃組於小鼠被動迴避試驗中與實驗對照組具有顯著性差
異(P<0.05)。
(五)脂質過氧化指標試驗（丙二醛含量測定試驗）
在丙二醛含量測定試驗中，抽血測定丙二醛含量在血液中變
化（左半部）
。在實驗第四週（黑色框）中，以半乳糖誘發老化的
實驗組(control)皆明顯高於空白對照組(blank)，顯示脂質過氧化的
增加被誘導出來。而以萃出物餵食的各組相較於實驗組(control)
的丙二醛含量，則明顯地減少。在第八週的血液表現中也有相同
的趨勢具有統計上的差異。而在腦部的丙二醛含量變化（右半
部）
，實驗各組皆高於空白對照組(blank)。比較餵食抽取物組中，
臺灣鉤藤藥部乙醇萃出物組及藥用鉤藤乙醇萃出物組皆有減少的
現象，並呈現顯著差異〈圖 14〉。
(六)細胞存活試驗
臺灣鉤藤及藥用鉤藤先行處理於 SH-SY5Y 神經母細胞瘤細
胞，觀察其抽取物對於細胞存活表現。結果顯示，臺灣鉤藤及藥
用鉤藤之乙醇粗萃物於 50 µg/mL 的濃度即有顯著的細胞毒性，而
臺灣鉤藤葉部乙醇粗萃物及臺灣鉤藤藥部水萃出物則在 100
µg/mL 的濃度有顯著的細胞毒性。各粗萃物的 EC50 分別為：臺
灣鉤藤葉部水萃物 234.6 µg/mL、臺灣鉤藤葉部乙醇萃物 74.7
µg/mL、臺灣鉤藤藥部水萃物 74.4 µg/mL、臺灣鉤藤藥部乙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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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37.4 µg/mL、藥用鉤藤藥部水萃 344.7 µg/mL、藥用鉤藤藥部乙
醇萃物 43.7 µg/mL〈圖 15〉。
(七)細胞存活率試驗
各抽取物在無細胞毒性濃度下進行 6-羥基多巴胺（6-OHDA）
對於 SH-SY5Y 神經母細胞的保護作用。在保護 6-羥基多巴胺引
發之細胞毒性上，臺灣鉤藤葉部水萃物及藥用鉤藤葉部水萃物隨
著濃度增加有提升細胞存活率的現象〈圖 16〉，臺灣鉤藤葉部水
萃物有效保護濃度低於 20µg/mL；而藥用鉤藤葉部水萃物有效保
護濃度低於 10 µ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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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乃進行台灣本土中草藥－臺灣鉤藤 (Uncaria hirsuta) 其活性成
分分析及神經保護之探討及應用，並比較鉤藤與臺灣鉤藤於活性成分及神
經保護作用之異同，達到應用台灣本土中草藥之目標。臺灣鉤藤帶鉤之莖
枝及葉部經污穢物分析後，以水、95%乙醇溶劑進行萃取，進而依續以 EA、
n-BuOH 進行部分劃分，分別得到其各層萃取物提供活性試驗。在動物行為
學的研究上，以被動迴避試驗的結果來看，半乳糖誘導確實可以引發小鼠
記憶衰退的現象，而投藥的各粗萃物組停留在明亮室的時間明顯高於半乳
糖誘發之實驗對照組，顯示臺灣鉤藤及藥用鉤藤的藥部粗萃物在記憶能力
的鞏固上有其效果。但是另一模式之水迷宮試驗上的結果則不明顯。而在
脂質過氧化指標的表現上，不論在血液中或是腦中，經由半乳糖誘導後的
小鼠，丙二醛含量皆較正常小鼠多，顯示半乳糖會誘發脂質過氧化增加，
因而表現於被動迴避試驗中小鼠記憶衰退的現象；而在投與臺灣鉤藤及藥
用鉤藤粗萃物後，丙二醛含量有下降的現象，顯示其減少脂質過氧化的能
力；其具體表現在各粗萃物組停留在明亮室的時間明顯高於半乳糖誘發之
實驗對照組。在細胞實驗上，臺灣鉤藤葉部水萃物及藥用鉤藤藥部水萃物
本身而言有較小的細胞毒性，同時對抗 6-OHDA 誘發之細胞毒性上有明顯
增加細胞存活率的現象，顯示其神經保護的能力。但在 A25-35 引發的細
胞毒性實驗上，則沒有顯著的效果。進一步以 EA 層、BuOH 層及 H2O 層
之部分劃分物進行試驗，不論在 6-羥基多巴胺或是 A25-35 引發之細胞毒
性上，皆不具有明顯的效果，因此在使用上，可能以整個抽提物方式投與
會較具活性作用。
在之前的文獻中發現鉤藤萃取物具有抑制β-澱粉樣蛋白質 1-40 及
1-42 摺疊及纖維化活性[16]；於 6-hydroxydopamine 誘導腦神經損傷的動物
模式中亦發現，鉤藤萃取物可減少 apomorphine 所引起的旋轉及減低
dopaminergic neuronal 的流失作用 [17]。於本計畫中的記憶衰退動物試驗
中亦發現鉤藤具有神經保護作用，而台灣本土植物－臺灣鉤藤亦具有意義
的效果；細胞試驗模式中，鉤藤萃取物具有特定之生物活性，但也具有細
胞毒性，建議未來將以初代腦神經細胞進一步評估抽提物/區分物的細胞毒
性，並以動物試驗評估急、亞毒性做為開發產品依據。
本計畫中分別以動物試驗與細胞實驗進行活性評估，擬利用活性追蹤
方式得到其活性萃取物或活性成分，結果顯示，粗萃物的活性比部分劃分
後之各層的活性較佳。經由不同極性溶劑進行部分劃分後，不同極性成分
可分布在各層 (圖 6~10)，但活性卻不明顯。由本計畫所得之結果，建議將
來可利用水或酒精萃取，應用於神經保護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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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中，比較臺灣鉤藤及藥用鉤藤之差異性與相等性方面，在化學
成分分析上，由 TLC 與 HPLC 的結果顯示臺灣鉤藤及藥用鉤藤，不論是
EtOH 或 H2O 萃取物，在成分種類上可能具相似性但在各成分含量分布上，
有所不同，此結果可能影響其活性表現。在細胞實驗上，臺灣鉤藤抽取物
的毒性都較藥用鉤藤低；在對抗 6-羥基多巴胺細胞毒性的神經保護作用
上，臺灣鉤藤葉部水萃物及藥用鉤藤藥部水萃物具較佳的活性，又以藥用
鉤藤的作用較明顯；半乳糖誘導機制的動物實驗模式中，臺灣鉤藤藥部及
藥用鉤藤藥部均具較佳之作用。因此在神經保護方面，臺灣鉤藤藥部及藥
用鉤藤藥部兩者抽取物在動物實驗上都有改善學習與記憶活性；若能進一
步評估毒性相關試驗，或許臺灣鉤藤抽取物能取代藥用鉤藤抽取物運用於
神經保護方面。在研發限制，細胞實驗與動物實驗模式無法前後配合，為
此次研發成果的限制；惟，細胞毒性與動物記憶損失都牽涉自由基。未來
宜以改善老化中記憶為目標之活性篩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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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表

圖 1、臺灣鉤藤 (U. hirsuta) 及中藥材鉤藤 (U. rhynchophylla) 粗萃抽物之
部分劃分流程圖

圖 2、利用 PCR-RFLP 檢測台灣鉤藤、恆春鉤藤及嘴葉鉤藤 5.8S rRNA-ITS
序列之電泳圖譜。限制 酶為 PflM I。第 1 欄為嘴葉鉤藤，第 2 欄為
台灣鉤藤，第 3 欄為恆春鉤藤，第 4 欄為市售品，第 5 欄為藥廠樣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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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鉤藤(U. hirsuta)及藥用鉤藤(U. rhynchophylla)不同溶劑粗抽物之
迴流萃取流程及萃取率

(A)

(B)

圖 4、臺灣鉤藤(U. hirsuta)帶鉤之莖枝與葉部及藥用鉤藤(U. rhynchophylla)
之 EtOH、H2O 粗萃取物之 TLC 比較圖 [(A) 10% H2SO4 reagent
spray；(B) TLC Scanner: UV 254 nm]。1：中藥材鉤藤帶鉤之莖枝 EtOH
粗萃物；2：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 EtOH 粗萃物；3：臺灣鉤藤葉部
EtOH 粗萃物；4：中藥材鉤藤帶鉤之莖枝 H2O 粗萃物；5：臺灣鉤
藤帶鉤之莖枝 H2O 粗萃物；6：臺灣鉤藤葉部 H2O 粗萃物。

21

(A)

(B)

21.52

圖 5、臺灣鉤藤(U. hirsuta)帶鉤之莖枝與葉部及藥用鉤藤(U. rhynchophylla)
之 H2O 粗萃取物之 TLC 比較圖[(A) 10% H2SO4 reagent spray; (B)
TLC Scanner: UV 254 nm]。1: 標準品 1：Rhynchophylline；2：標準
品 2：Isorhynchophylline；3：中藥材鉤藤帶鉤之莖枝 H2O 粗萃物；
4：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 H2O 粗萃物；5：臺灣鉤藤葉部 H2O 粗萃
物。

0.5
0.4

48.88
50.64
51.07

43.68

30

45.60

25

34.80
35.76
36.88
38.16
39.95
41.71

22.24

27.41
29.23
29.81
31.33
32.75

0.1

24.24
25.07

0.2

13.20
14.05
14.93
16.37
16.80
17.20
17.97
18.75
20.08

0.3
5.17
6.88

Absorbance (AU)

0.6

0.0
0

5

10

15

20

35

40

45

50

55

60

Retention Time (min)

圖 6、中藥材鉤藤帶鉤之莖枝 H2O 粗萃物之 HPLC 分析圖（25 mg/mL，注
射量 2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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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 H2O 粗萃物之 HPLC 分析圖 （25 mg/mL，注
射量 2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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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臺灣鉤藤葉部 H2O 粗萃物之 HPLC 分析圖（25 mg/mL，注射量 2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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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臺灣鉤藤葉部 H2O 粗萃物各層之 HPLC 分析比較圖（25 mg/mL，
注射量 2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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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利用 LC-SPE-NMR 分析 (A)臺灣鉤藤帶鉤之莖枝、(B)臺灣鉤藤葉
部、(C)藥用鉤藤之粗萃物比較（DAD detector monitor at 254 nm）。

圖 12、推測之 indole alkaloids 衍生物之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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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臺灣鉤藤與藥用鉤藤藥部水萃及乙醇粗萃物於被動迴避試驗之表
現。
數據呈現以 mean ± SD 表示。#表示比較 Blank 組有顯著差異(p < 0.05)，*表示比較
Control 組有顯著差異(p < 0.05)

圖 14、臺灣鉤藤與藥用鉤藤藥部水萃及乙醇粗萃物於血液及腦中丙二醛含
量變化。
數據呈現以 mean ± SD 表示。#表示比較 Blank 組有顯著差異(p < 0.05)，*表示比較
Control 組有顯著差異(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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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臺灣鉤藤及藥用鉤藤水萃及乙醇萃物對於 SH-SY5Y 神經母細胞瘤
細胞之細胞毒性試驗。數據呈現以 mean ± SD 表示。代號分別為
CR1：臺灣鉤藤葉部水萃物，CR2：臺灣鉤藤葉部乙醇萃物，CR3：
臺灣鉤藤藥部水萃物，CR4：臺灣鉤藤藥部乙醇萃物，CR5：藥用
鉤藤藥部水萃物，CR6：藥用鉤藤藥部乙醇萃物。*表示比較未處理
組有顯著差異(p <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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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臺灣鉤藤及藥用鉤藤水萃及乙醇萃物之對抗 6-羥基多巴胺細胞毒性
（50 µM）之存活率試驗。數據呈現以 mean ± SD 表示。代號分別
為 CR1：臺灣鉤藤葉部水萃物，CR2：臺灣鉤藤葉部乙醇萃物，CR3：
臺灣鉤藤藥部水萃物，CR4：臺灣鉤藤藥部乙醇萃物，CR5：藥用
鉤藤藥部水萃物，CR6：藥用鉤藤藥部乙醇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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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灣鉤藤(U. hirsuta)及中藥材鉤藤 (U. rhynchophylla) 粗萃抽物之部
分劃分
樣品使用部位
臺灣鉤籐
藥用部位

重量(kg)

萃取溶劑

部分劃分溶劑

萃取物重量(g)

1.60

95% EtOH

EA

15.51

n-BuOH

41.96

H2O

49.06

EA

6.68

n-BuOH

29.53

H2O

75.25

EA

28.79

n-BuOH

70.42

H2O

44.57

EA

11.97

n-BuOH

47.19

H2O

103.53

EA

34.9

n-BuOH

59.65

H2O

41.69

EA

13.92

n-BuOH

50.90

H2O

86.99

1.15

臺灣鉤籐
葉部

0.67

0.67

中藥材鉤藤
藥用部位

1.80

1.80

dd H2O

95% EtOH

dd H2O

95% EtOH

dd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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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法規之標準化與協合化研究
余啟民
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

摘

要

中藥乃具我國文化傳統與產業價值，世界華人所在國家亦皆通俗使用，其與
現代化科技方法結合後，仍須充分整合（integrated）兩岸相關管理規定，俾為中
藥產業打通兩岸市場之屏障。本計畫乃將兩岸藥事法有關中藥相關法規條文為基
礎，依產品管理及專業人員服務管理分類，逐法逐條整理比較兩岸相關法律資訊
之差異，作成相關法規差異分析，比較分析兩岸現有中藥法規對中藥生物科技研
發的認定與產業推動相關規定，以台灣複方濃縮中藥輸出至中國大陸因法規問題
難度甚高，由中藥及法學專家學者組成中藥法規諮詢小組，召開三次會議，依據
ECFA 協議之精神，依「兩岸藥品審批及查驗登記制度」及「兩岸醫藥產品定位
及供應服務制度」
，作成議案，邀請大陸中醫藥及法學專家學者，與我國產、官、
學、研專家學者，召開「海峽兩岸中醫藥法規研討會」，研討兩岸相關中藥法規
趨勢，及未來中藥在 ECFA 協議下之問題，對我國可能產生之影響，整合台灣中
藥查驗登記及管理制度之法規，配合中醫藥委員會政策，以標準化及協和化擬定
適用我國之中藥材輸入管理體系架構，擬具法規基準及政策建議意見，提具修正
草案，提供政府政策參考。
關鍵詞：標準化、協和化、藥事法、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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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u, Chi-Min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Pharmaceutical Affairs Association, Taiwan

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is a cultural tradition of our country and it possesses high
industrial value. Chinese medicine is used by Chinese popul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Due to its combination with modern technology, ful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s a must to break the barrier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We did article-to-article comparison of regulation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related to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product management and
service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s. The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affirmation of
biotechnical R&D and industrial promotion in current Chinese medicine regu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were analyzed. We also invited Chinese medicine and
legislation specialists to form a task force of consultation regarding regulations of
TCM. During three meetings, the task force made a motion related to “management
system of inspection and registration” and “the product definition and management of
supply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ECFA. And the motion was
proposed to a “Symposium o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rends in regulat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effects under the
ECFA, in which expert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legisla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were invited. Incorporated with policies of CCMP, we integrated Taiwan regulations
on manage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mport into a standardized and harmonized
framework in this project; furthermore,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guidelin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inspection/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re
proposed, and the draft amendment clauses are formulated to the government for
policy making.
Keywords: standardization, harmonization, 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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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間公認傳統醫藥在治療人類疾病上仍有許多發展空間，尤其中醫
藥之臨床經驗為各國尋求臨床發展之主要目標，因此各國皆對中草藥之特
性，建立法規制度。
由於中藥成分複雜，有效成分不明，內含物質變異性大，方劑中常含
有不純物及雜質，作用效果欠缺統計方法的確立，以及藥品安定性不易確
定等之特性，故在法規協和上常有不一致的看法。
為使中草藥產品有效安全，製造行銷符合經濟市場規模，研發資源充
分有效利用，必須建立高度的產業發展策略有效執行，並制定周延的法令
規範予以配合。
中國大陸是目前我國最主要的出口地區，與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規範
兩岸之間經濟合作活動，主要目的在於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解除
彼此之間經貿往來的許多限制。進行互免關稅或優惠市場開放條件之協
商，包括商品貿易（排除關稅和非關稅障礙）
、早期收穫、服務貿易、投資
保障、防衛措施、經濟合作，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等，應注意強化後續監管
機制，切實掌握國內產業衝擊，並透過專業調整，即時協助國內產業面對
衝擊（1）
。ECFA 兩岸雙邊貿易體系之基本理念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
國際貿易環境，使資源依照永續發展之原則，作最佳之使用以提升生活水
準，確保充分就業，並擴大生產與貿易開放、平等、互惠與互利，期能透
過貿易提升國家之經濟發展。
中醫藥委員會以中醫藥研究為任務導向，目標在促進中醫現代化、中
藥科學化及中醫藥國際化，以提供中醫藥管理政策之實證依據及重要醫藥
衛生問題之解決對策，建構中醫藥醫療保健服務之優質環境。
面對人民期待品質優良安全有效之中藥產品，以及業界期待建構穩固
基礎推動中藥產業發展，中藥產業應即建置良好的管理與輔導機制，並依
循以追求高品質高服務以及高利潤的產業經濟共構下，將社會需求與經濟
市場價值，透過法律的過程，將成為實現穩定成長的力量（2）。
中醫藥之臨床經驗已為國際間公認在治療人類疾病上有許多發展空
間，尤其是尋求臨床發展之主要目標，惟中藥成分複雜，有效成分不明，
內含物質變異性大，方劑中常含有不純物及雜質，作用效果欠缺統計方法
的確立，以及藥品安定性不易確定等之特性。
傳 統 醫 學 TM/CAM （ Traditional Medicine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於近十年在世界興起，各國爭相投入研究及發展。世
界衛生組織(WHO)在 2002 年 5 月 26 日發表「2002-2005 年傳統醫藥全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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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建請各國政府將傳統醫學發展納入現有醫療政策，並設立專責機構積
極辦理。又於 2004 年所發表之「WHO 醫學策略 2004-2007」報告中，重申
針對傳統醫學的國家政策方面，應制訂新的目標與新的內容，以期有效推
動此項工作。WHO 對於發展傳統醫學的國家，在安全性、有效性、品質和
合理使用等方面，將給予以下之充分支援：1.適當的整合入國家健康照護體
系之中；2.提高其安全性、有效性與品質；3.增進使用之可近性和支付的能
力；4.促進其使用之合理性（3）。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 CAM（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的
重要性與日俱增，醫藥政策不容忽視，必須保證病人足以獲得經過適當訓
練的最佳專業人員，以及具有可靠品質（quality）、安全（safety）及療效
（efficacy）的藥物（4）
。2008 年第六十一屆世界衛生大會決議通過「公共
衛生、創新和智慧財產權全球戰略和行動計畫」
，在研究與創新基礎上進一
步發展傳統醫學，要求各國政府有責任保障本國人民的健康，應制定國家
政策、法規和標準，作為國家綜合衛生體系的一部分，以確保傳統醫學的
適當、安全和有效使用（5）
。
中國大陸在傳統醫藥組織分工上，係以獨立機關執行政策法規，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由衛生部管理）
，負責藥品、醫療器械註冊和監督管
理，其中包括負責制定中藥、民族藥監督管理規範並組織實施，擬訂中藥、
民族藥品質標準，組織制定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中藥飲片炮製規範
並監督實施，組織實施中藥品種保護制度。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亦由衛生
部管理）負責擬訂中醫藥政策法規，承擔中醫醫療、預防、保健、康復及
臨床用藥等的監督管理責任。擬訂有關中西醫結合管理規範和技術標準，
中藥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合理利用，中醫藥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規劃，指
導中醫藥科研條件和能力建設，管理國家重點中醫藥科研項目，促進中醫
藥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和推廣。。
96 年民間中藥支出 214 億 9500 萬元（6），97 年中藥相關產品進口總
值約 13.7 億元，中藥材約 3.95 億元（7）。而台灣中(草)藥相關市場約 250
億元新台幣，傳統中藥佔 7％，濃縮中藥佔 13％，食補佔 33％，保健品佔
47％（8）
。
中藥由動、植、礦物等農作物形式存在的中藥材原料，進行加工炮製
成為飲片，再經過藥廠在 GMP 的條件下製成製劑，其製造發展的過程中，
每一個環節皆須科技政策與法規的介入。例如在中藥材原料部分，對於基
原研發鑑定技術，以農業技術與管理投入中藥植物栽培，發展檢驗技術檢
測主成分、生菌數與農藥重金屬殘留；在炮製的過程中，分析古方炮製方
法研訂炮製規範，並比對炮製前後之成分與療效；對於飲片，則以放射線
技術研發儲存方法，以及包裝技術；製劑部分，則研發製藥技術增進品質
4

的均一性，以生物技術參與指標成分、有效成分之定量比對。中藥飲片之
炮製方法，以及其減毒增效之效益，為我國文化資產，且具特殊性，其管
理與中國大陸相同。
現行中藥藥事相關法律規章（9），在實務執行上與國際法及現代科技
管理未能相容契合，亦有不明確之處致執行時多有窒礙難行。為使中藥產
品有效安全，製造行銷符合經濟市場規模，研發資源充分有效利用，中藥
流通正確符合消費者對健康的期待，必須制定周延的法令規範（10）予以
配合，明確有效執行。故更新法規維護業界生存發展空間，方能達到提升
我國中醫藥產業競爭力之目的。
我國與中藥製造與流通有關之法律規章，包括藥事法、藥品查驗登記
審查準則、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植物抽取新
藥臨床試驗基準、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辦法、
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藥物樣品贈
品管理辦法、行政院衛生署處理民間中藥驗方實施要點。中國大陸與中藥
製造與流通有關之法律規章，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醫葯條例、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試行) 、藥品生產監督管理
辦法、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1998 年修訂)、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藥
品註冊管理辦法、藥品進口管理辦法、藥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藥品經
營質量管理規範、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管理規定、中藥品種保護條例、中藥
註冊管理補充規定、中藥天然藥物穩定性研究技術指導原則（國食藥監注
(2006) 678 號附件）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標準化項目管理暫行辦法、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布中藥配方顆粒質量標準研究的技術要求、處方管
理辦法、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進口藥材管理辦法(試行)(局令第 22
號)、四川省中醫葯條例、廣西省壯族自治區發展中醫葯壯醫藥條例、醫療
機構管理條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醫院中藥飲片管理規範、醫
療機構製劑配置監督管理辦法、醫療機構製劑註冊管理辦法、醫療機構藥
事管理暫行規定、藥用植物及製劑進出口綠色行業標準等。
中藥相關法規為保護消費者的法律，同時亦應在保護消費者之前提
下，促進產業的發展。為因應現行中藥法規在實務上可能產生諸多適用上
的問題，以及符合業界需求，宜應研擬一個適合中藥環境的整合管理機制，
以及修正適當的法規條文，提供中醫藥委員會作修法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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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目標：
一、在現有藥事法規的法律架構與環境基礎上，依據「標準化」
、
「國際化」
、
「科學化」的中藥研發制度，就中藥生物科技的研究發展、產業政策
與大陸法規協和，分析檢討兩岸相關法規的建置與配合，俾達到中藥
發展永續經營的目標，成功的進軍兩岸市場。
二、就我國文化傳統與產業價值，分析解決現行中藥相關法規，在執行上
或與現代科技管理上之杆挌，並充分瞭解大陸之相關規定，俾為中藥
產業打通兩岸市場之屏障。
三、因應兩岸簽訂 ECFA 協議後，國內市場開放之衝擊，事前充分瞭解 ECFA
對中藥產業之相關限制及機會，以國內法之標準化及協和化為基礎，
整合 ECFA 相關中藥法規趨勢及對我國可能產生之影響，統合差異。
工作項目：
依下列步驟，提具政策建議：
一、 以國內藥事法有關中藥相關法規條文為基礎，逐法逐條整理比較大
陸中藥藥事相關法規，比較雙方管理差異點。
二、由中藥及法學專家學者組成法政諮詢小組，依據 ECFA 協議之精神，
分析比較雙方管理之異同，依「兩岸藥品審批及查驗登記制度」及「兩
岸醫藥產品定位及供應服務制度」，作成議案。
三、召開「海峽兩岸中醫藥法規研討會」，邀請大陸中醫藥及法學專家學
者，與我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就相關議題研討兩岸相關中藥
法規趨勢，及未來中藥在 ECFA 協議下之問題與對我國可能產生之影
響，研議尋求因應對策，整合台灣中藥查驗登記及管理制度之法規，
以標準化及協和化擬定適用我國之中藥管理體系架構。
四、整理研討會成果，整合研擬中藥之藥物管理體系架構，擬具法規基準
及政策建議意見，依照立法格式提具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提供政府
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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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蒐集整理我國及大陸藥事法規有關中藥產品及專業服務管理之相關法
規條文，以我國中藥藥事相關法規為基礎，依產品管理及專業人員服
務管理分類，逐法逐條比較兩岸中藥藥事相關法律資訊。
(一)蒐集我國藥事相關法規有關中藥條文，以藥事法及專業人員法為基
礎，分為產品管理（查驗登記）及專業服務管理（製造、輸入、輸
出、販賣）二類。產品管理相關法規計有藥事法、藥事法施行細則、
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藥品查驗登記審
查準則、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植物抽取新藥臨床試驗基準、藥
品安定性試驗基準、野生動物保育法、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藥
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辦法、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成藥及固有
成方製劑管理辦法、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行政院衛生署處
理民間中藥驗方實施要點等 15 個法規條文。專業服務管理相關法
規計有藥師法、藥師施行細則、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藥事法、
藥事法施行細則、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醫療法、嚴重藥物不良
反應通報辦法、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藥物樣品贈品管理
辦法等 10 個法規條文。
(二)蒐集大陸藥事相關法規有關中成藥條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
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及專業人員法為基礎，同樣分為
產品管理（查驗登記）及專業服務管理（製造、輸入、輸出、販賣）
二類。產品管理相關法規計有中醫藥條例、中醫藥標準化專案管理
暫行辦法、藥品管理法、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藥品生產監督管理
辦法、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藥品
進口管理辦法、藥品註冊管理辦法、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管理規定、
中藥品種保護條例、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
規範（GAP）
、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認證管理辦法（試行）
、中
藥天然藥物穩定性研究技術指導原則、中藥配方顆粒質量標準研究
的技術要求、藥用植物及製劑進出口綠色行業標準、進口藥材管理
辦法（試行）
、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等 19 個法規條文。專業
服務管理相關法規計有藥品管理法、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醫療機
構管理條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醫療機構藥事管理暫行
規定、處方管理辦法、醫院中藥飲片管理規範、藥品流通監督管理
辦法、藥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醫療機
構製劑配製監督管理辦法（試行）
、醫療機構製劑註冊管理辦法（試
行）等 12 個法規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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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兩岸法規制定程序及其法律位階如下：
1. 大陸法律位階及制定程序
憲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
法律
主席簽署公佈
行政法規
國務院制定，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佈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
地方性法規
常務委員制定，常務委員會發佈
國 務 院 部 門 地 方 政 府 規 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的效力位階，
立法法並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但是在訴訟
規章
章
國 務 院 各 省、自治區、 法裏（比如《行政訴訟法》
），行政法規在
部、會、中國 直 轄 市 和 較 司法審判中，優先部門規章適用。
人民銀行、審 大 市 人 民 政 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
計 署 和 具 有 府制定，省長 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
行 政 管 理 職 或 自 治 區 主 務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
能 的 直 屬 機 席 或 市 長 簽 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
構制定，部門 署命令公佈 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
首長簽署命
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
令公佈
決。
在地方政府規章的範圍內，省、自治區的
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於本行政區
域內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2. 台灣法律位階及制定程序
憲法
法律
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
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
法規命令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
果之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
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
行政規則 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
一般、抽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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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臺灣及大陸藥事相關法規法律之位階
大陸
藥品管理法

法律

中醫藥條例
中藥品種保護條例
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
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
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
例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
醫療機構藥事管理暫行規 行政
定
法規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
則（衛生部）
處方管理辦法（衛生部）
中醫藥標準化專案管理暫
行辦法（中醫藥管理局）
醫院中藥飲片管理規範（中
醫藥管理局）
部門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藥監
規章
局）
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藥
監局）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管理規
定（藥監局）
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
（GAP）（藥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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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法律 藥事法
藥事法施行細則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藥物工廠設廠標準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
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
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
法規 則
命令 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
生物藥品檢驗封緘作業辦法
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
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
法
植物抽取新藥臨床試驗基準
藥品安定性試驗基準

解釋
令函

大陸
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
認證管理辦法（試行）（藥
監局）
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
範（藥監局）
藥品生產監督管理辦法（藥
監局）
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藥
監局）
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藥
監局）
藥品進口管理辦法（藥監
局、海關總署）
進口藥材管理辦法（試行）
（藥監局）
藥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
（藥監局）
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藥
監局）
醫療機構製劑配製監督管
理辦法》（試行）（藥監局）
醫療機構製劑註冊管理辦
法》（試行）（藥監局）
四川省中醫藥條例（四川省
人代會）
廣西壯族自治區發展中醫 地方
藥壯醫藥條例（廣西省人代 政府
規章
會）
江西省中藥飲片管理規定
（試行）（江西省藥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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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4. 比較兩岸產品管理（查驗登記）相關法規及法律位階如下：
大陸
臺灣
藥品管理法（法律）
藥事法（法律）
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行政法規） 藥事法施行細則（法規命令）
藥品生產監督管理辦法（藥監局部
藥物工廠設廠標準（法規命令）
門規章）
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行政法規）藥物工廠設廠標準（法規命令）
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藥監
局部門規章）
藥品進口管理辦法（藥監局、海關
總署部門規章）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藥監局部門規章）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管理規定（藥監
局部門規章）
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藥監局部
門規章）
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行政
法規）
中醫藥條例（行政法規）
中醫藥標準化專案管理暫行辦法
（中醫藥管理局部門規章）
中藥品種保護條例（行政法規）
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GAP）
（藥監局部門規章）
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認證管理
辦法（試行）（藥監局部門規章）
中藥天然藥物穩定性研究技術指導
原則（藥監局部門規章）
中藥配方顆粒質量標準研究的技術
要求（藥監局部門規章）
藥用植物及製劑進出口綠色行業標
準（藥監局部門規章）
進口藥材管理辦法（試行）（藥監
局部門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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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法規命令）
藥事法（法律）第四章藥物之查驗登
記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法規命令）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法規命令）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法規命令）
第三章中藥
野生動物保育法（法律）

大陸

臺灣
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法規命令）
植物抽取新藥臨床試驗基準（解釋
令函）
行政院衛生署處理民間中藥驗方實
施要點（解釋令函）
藥品安定性藥品安定性試驗基準
（解釋令函）
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法規命令）
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法
規命令）
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法規命令）
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法
規命令）
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法規
命令）

5. 比較兩岸專業服務管理（製造、輸入、輸出、販賣）相關法規
及法律位階如下：
大
陸
臺灣
藥品管理法（法律）
藥事法（法律）
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行政法規） 藥事法施行細則（法規命令）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行政法規）
醫療法（法律）
藥事法（法律）第五章藥物之販賣
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藥監局部 及製造
門規章）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法規
命令）
藥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藥監局
藥事法（法律）第二章藥商之管理
部門規章）
醫療機構藥事管理暫行規定（行政
法規）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衛生
部部門規章）
處方管理辦法（衛生部部門規章）
醫院中藥飲片管理規範（中醫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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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理局部門規章）
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藥監局部
門規章）
醫療機構製劑配製監督管理辦法》
（試行）（藥監局部門規章）
醫療機構製劑註冊管理辦法（試行）
（藥監局部門規章）
四川省中醫藥條例（地方政府規章）
廣西省壯族自治區發展中醫藥壯醫
藥條例（地方政府規章）

臺灣

藥師法（法律）
藥師法施行細則（法規命令）
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法規命令）
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法規命令）
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法
規命令）
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法規命令）
(四)將兩岸中藥藥事相關法規，依產品管理及專業人員服務管理分類，
逐法逐條比較整理兩岸相關法律資訊之差異，作成相關法規差異分
析。
1. 兩岸產品管理相關法規，我國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植物抽
取新藥臨床試驗基準、行政院衛生署處理民間中藥驗方實施要
點、藥品安定性藥品安定性試驗基準、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
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成藥
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及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等法
規，大陸並無相關法規對應。而大陸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
例、中醫藥條例、中醫藥標準化專案管理暫行辦法、中藥品種
保護條例、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GAP）
、中藥材生產品質
管制規範認證管理辦法（試行）
、中藥天然藥物穩定性研究技術
指導原則、中藥配方顆粒質量標準研究的技術要求、藥用植物
及製劑進出口綠色行業標準、進口藥材管理辦法（試行）
、醫療
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處方管理辦法、醫院中藥飲片管理規
範、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醫療機構製劑配製監督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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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及醫療機構製劑註冊管理辦法（試行）等法規，我國
並無相關法規對應。
2. 兩岸專業服務管理（製造、輸入、輸出、販賣）相關法規，我
國藥師法、藥師法施行細則、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成藥及
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及藥物樣品贈
品管理辦法等法規，大陸並無相關法規對應。而大陸醫療機構
藥事管理暫行規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處方管理辦
法、醫院中藥飲片管理規範、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醫療機
構製劑配製監督管理辦法（試行）及醫療機構製劑註冊管理辦
法（試行）等法規，我國並無相關法規對應。
3. 本計畫完成「我國藥事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
、
「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與藥品註冊管理辦法、中藥註冊
管理補充規定」
、「我國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與藥品生產監
督管理辦法、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我國藥事法部分條
文與藥品進口管理辦法」
、「我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與藥
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
、「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部
分條文與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管理規定」
、「我國藥事法相關條
文與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
、「我國藥事法部分條文與藥品
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等八種兩岸相關法規之比較，如附件「兩
岸中藥藥事相關法規之比較」。
(五)為配合我國中藥科學化應用發展，比較分析兩岸現有中藥法規對中
藥生物科技研發的認定與產業推動相關規定如下：
1. 大陸為企業和研究單位進行新藥的研究開發創造良好的競爭環
境，鼓勵企業進行新藥的研製與開發，防止低水準重複，對生
物科技研發與產業推動制定相關法律規章政策如下：
(1) 中國大陸於 1984 年 9 月 20 日制定藥品管理法，2001 年 2 月
28 日修正，自 200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藥品管理法第 4 條
規定「國家鼓勵研究和創制新藥，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
織研究、開發新藥的合法權益。」，強調中國是一個製藥業
的大國，但不是製藥業的強國，與已開發國家新藥開發能力
有很大差距，故中國藥品的研製必須從仿製走向創新，在自
主知識產權的新藥開發方面必須加大投入，才能在競爭中立
於不敗之地。又為提高新藥開發能力和水準，需要靠企業自
身的努力，也要靠政府的促進，政府對於公民、法人和其他
組織研究、開發新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鼓勵和支持的，並
採取了很多切實可行的措施，有利於提高審評品質，統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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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標準，為新藥研製和生產創造良好環境，有利於公平競
爭，促進新藥研製和生產健康發展，將各類新藥臨床申請的
批准許可權集中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建立優先審批制
度，對一類新藥、首家申報臨床研究、治療疑難危重疾病及
因技術創新使仿製藥品成本明顯降低或品質顯著提高的，給
予優先和加快審評。嚴格控制對同一品種的研製、開發，減
少重複研究造成的資源浪費。對新藥技術轉讓實行宏觀控
制，從生產單位數量、劑型技術含量、GMP 等方面進行控
制，避免多家轉讓生產造成無序競爭。
(2) 大陸為保護和鼓勵專利權，於 1984 年 3 月 12 日制定專利法，
最後一次修正自 2001 年 7 月 1 日生效。受理對藥品的專利
保護申請，保護藥品品種專利發明人的專利權。內容包括對
專利權的授予條件、申請及審批程序、權利的期限和終止、
強制許可、專利權的保護，以專利保護作為最全面的知識產
權保護制度，直接對藥品品種實施保護。
(3) 衛生部於 1987 年採藥品行政保護制度，制定關於新藥保護
及技術轉讓的規定，對一、二、三、四類新藥分別規定 8 年、
6 年、4 年、3 年的保護期限。1998 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成立後，修正新藥審批辦法、新生物製品審批辦法、新藥保
護和技術轉讓的規定等新藥審批方面的規章，延長新藥保護
期，使之更有利於新藥研製。1999 年 4 月 12 日國家藥品監
督管理局為鼓勵研究創制新藥，保護科研與生產單位研究、
開發、生產新藥的積極性，避免重復研究和生產，維護藥品
技術市場的秩序和新藥技術轉讓雙方的合法權益，促進大陸
製藥工業的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新藥審
批辦法，特制定發布關於新藥保護及技術轉讓的規定，自
199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規定「新藥經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批准頒發新藥證書後即獲得保護。各類新藥的保護期分別
為﹕第一類新藥 12 年﹔第二、三類新藥 8 年﹔第四、五類
新藥 6 年。凡有試產期的新藥，其保護期包含試產期。」
。
（第
4 條）
(4) 1992 年 10 月 14 日國務院為提高中藥品種的品質，保護中藥
生產企業的合法權益，促進中藥事業的發展，發布中藥品種
保護條例，建立中藥品種保護制度，鼓勵開發傳統藥。明確
規定「國家鼓勵研製開發臨床有效的中藥品種，對品質穩
定，療效確切的中藥品種實行分級保護制度」。分級保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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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指在大陸境內經國家批准註冊的中藥製品，並且符合中
藥品種保護管理要求的中藥品種，經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
門批准給予保護後，在其保護期內，只能由獲得該品種「中
藥品種保護證書」的企業生產，未獲得該品種「中藥品種保
護證書」的企業，一律不得生產。受保護的中藥品種分為一、
二級。一級保護包括「對特定疾病有特殊療效」
、
「相當於國
家一級保護野生藥材物種的人工製成品」及「用於預防和治
療特殊疾病」，二級保護包括「解除一級保護的品種」、「對
特定疾病有顯著療效」及「從天然藥物中提取的有效物質及
特殊製劑」。對於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批准的新藥，應按照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保護期給予保護；批准的保護期
限屆滿前六個月，得重新依本條例之規定申請保護。2009 年
2 月 11 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為繼承中醫藥傳統，突出
中醫藥特色，鼓勵創新，促進提高，保護先進，保證中藥品
種保護工作的科學性、公正性和規範性，根據中藥品種保護
條例發布實施中藥品種保護指導原則，以提高技術門檻，體
現中藥保護管理的前瞻性。指導原則分為總則、一般要求、
初次保護、同品種保護、延長保護期五個部分，有利於解決
過去保護門檻較低，保護品種過多以及同品種管理中存在的
問題。其主要內容和特點如下：
A. 明確臨床評價標準，要求申請一級保護品種的臨床資料應
能證明其對某一疾病在治療效果上取得重大突破性進
展，或用於預防和治療特殊疾病；一是申請二級保護品種
的臨床資料應能證明具有顯著臨床應用優勢，或對某一主
治疾病、證候或症狀的療效優於同類品種。改變劑型品種
應有試驗資料證明其先進性和合理性；二是對有重大工藝
改進的品種，與原品種比較必須在服用劑量、製劑穩定性
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三是中藥、天然藥物和化學藥品組
成的複方製劑應證明其組方合理性；四是注重品質穩定性
和可控性，申報品種的原料藥材應基原明確，主要藥味還
應固定産地有相對穩定的供貨渠道，以中藥飲片投料的應
提供炮製方法及標準；五是單味製劑的主要藥效成分應清
楚，並應有相應的專屬性品質控制方法。
B. 合理設定同品種管理要求，首先在初次保護中要求原研企
業才能首次提出初次品種保護申請；其次明確了同品種定
義，同品種生 産企業可以自行判斷是否屬於同品種，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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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充分的時間開展同品種保護的相關工作；第三突出同品
種品質考核，強調同品種與初次保護品種在生 産品質方面
的一致性，併合理調整了同品種保護申報資料要求，解決
同品種逾期申報的問題。
C. 一是強調申請延長保護期的品種應能證明其對主治的疾
病、證候或症狀較同類品種有顯著臨床療效優勢。二是要
求企業必須按有關要求完成各項改進工作並提交相關資
料；三是明確延長保護期的品種在臨床、藥理毒理、藥學
等方面應較保護前有明顯改進與提高，如生 産用藥材和飲
片基原明確、 産地固定，工藝參數明確，過程式控制制嚴
格，品質標準可控完善，主治範圍確切，藥品 説明書完善
等。通過以上措施，全面提高延長保護期門檻，促進中藥
保護品種品質和水準的不斷提高，帶動中藥 産業的發展。
2. 臺灣為推動生物科技研發與產業發展，分別定有專利法、藥事
法、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相
關規定如下：
(1) 我國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早
於民國 33 年 5 月 29 日即制定專利法，分別規範專利要件、
申請條件、審查及再審查、專利權核准及延長、專利侵害之
保護等事項。
(2) 藥事法第 41 條規定「為提昇藥物製造工業水準，對於藥物科
技之研究發展，得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主管機
關獎勵之。前項獎勵之資格條件、審議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定
之。」
。行政院衛生署即制定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適
用獎勵對象為國內之藥物製造廠及從事藥物研發之自然人、
法人、機構或團體，其研發成果符合本辦法之獎勵條件者（第
3 條）
。適用之獎勵條件包括：一、國內自行研發，取得國內
(外) 專利，在我國或其他先進國家首先上市之新發明藥物
者。二、取得國內 (外) 專利之授權，在國內研發，所生產
製品為我國或其他先進國家首先核准或上市之新發明藥物
者。三、國內研發之未上市藥物，取得國內 (外) 專利或授
權，且經核准在國內 (外) 進行臨床試驗研究，有具體成效
者。(人體試驗階段一、階段二或階段三，各階段得分別提出
申請獎勵)四、國內研發或製造藥物，有重要且具體之市場成
效者。五、國內研發或製造藥物以進步性，取得國內外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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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藥物製造工業發展有具體貢獻者。六、國內研發或製造
之新原料藥、賦形劑、醫療器材材質、零組件或其他方式，
對提昇我國藥物製造工業有顯著貢獻者。七、引進國外先進
科技，於國內研究並產製生物製劑藥品，對國人疾病之醫療
有顯著貢獻者。八、國內自行開發新設備裝置、製程或分析
檢驗方法，對改進藥物製造或檢驗技術有重大成效者。九、
配合中央衛生或工業主管機關政策，推動本國藥物製造工業
發展，提昇藥物研發水準，績效卓著者。（第 4 條）
(3) 藥事法於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增訂第 40-1 條「查驗登記資料
公開」及第 40-2 條「新成分新藥資料專屬權」之規定。第 40-1
條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維護公益之目的，於必要時，
得公開所持有及保管藥商申請製造或輸入藥物所檢附之藥物
成分、仿單等相關資料。但對於藥商申請新藥查驗登記屬於
營業秘密之資料，應保密之。得公開事項之範圍及方式，其
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第 40-2 條規定「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於核發新藥許可證時，應公開申請人檢附之已揭
露專利字號或案號。新成分新藥許可證自核發之日起五年
內，其他藥商非經許可證所有人同意，不得引據其申請資料
申請查驗登記。新成分新藥許可證核發之日起三年後，其他
藥商得依本法及相關法規有關藥品查驗登記審查之規定提出
同成分、同劑型、同劑量及同單位含量藥品之查驗登記申請，
符合規定者，得於新成分新藥許可證核發屆滿五年之翌日起
發給藥品許可證。新成分新藥在外國取得上市許可後三年
內，必須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始得準用第二
項之規定。新藥專利權不及於藥商申請查驗登記前所進行之
研究、教學或試驗。」。
(4) 行政院衛生署於 99 年 12 月 9 日修正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第 54 條第三項「首家執行新適應症臨床試驗之保護」，規定
「首家申請增加新適應症（含變更適應症及新增適應症）之
廠商，得自行決定是否執行國內臨床試驗。如有執行國內臨
床試驗並所附資料能證實該新適應症之療效及安全性者，自
其獲准增加新適應症之日起五年內，其他申請相同成分、劑
型、劑量許可證之查驗登記宣稱具有該適應症、或已有相同
成分、劑型、劑量許可證申請增加該適應症之廠商，應另附
與首家廠商相同標準之國內臨床試驗報告。」。
(5) 我國為發展生技新藥產業，成為帶動經濟轉型的主力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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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6 年 7 月 4 日制定公布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為限時
法，施行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明定有
關投資抵減、技術股票分配、專業技術投資人認股權、公務
員參與研發之例外等規定如下：
A. 為促進生技新藥產業升級需要，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資於
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百分之三十五限度內，自
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生技新藥公司當年度研究與發展支出
超過前二年度研發經費平均數，或當年度人才培訓支出超
過前二年度人才培訓經費平均數者，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
五十抵減之。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
過該生技新藥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
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投資抵減之
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施行期限、
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之；並每二年檢討一
次，做必要調整及修正。
（第 5 條）
B. 為鼓勵生技新藥公司之創立或擴充，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
應募屬該生技新藥公司發行之股票，成為該公司記名股東
達三年以上，且該生技新藥公司未以該認股或應募金額，
依其他法律規定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或股東投資抵
減者，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二十限度內，自其
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營利事業如為創業投資事業，應由其
營利事業股東按該創業投資事業依第一項規定原可抵減
之金額，依其持有該創業投資事業股權比例計算可享投資
抵減金額，自創業投資事業成為該生技新藥公司記名股東
第四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生
技新藥公司適用股東投資抵減之要件、申請期限、申請程
序、施行期限、抵減率、第二項計算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由行政院定之。
（第 6 條）
C. 為鼓勵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參與生技新藥公司之
經營及研究發展，並分享營運成果，生技新藥公司高階專
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所得技術股之新發行股票，免予計入
該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當年度綜合所得額或營利
事業所得額課稅。但此類股票於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
配時，應將全部轉讓價格，或贈與、遺產分配時之時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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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年度之收益，扣除取得成
本，申報課徵所得稅。發行公司於辦理前項規定之股票移
轉過戶手續時，應於移轉過戶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技術投資人計算前項所得未能提出
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時，其成本得以轉讓價格百分之三十
計算減除之。
（第 7 條）
D. 生技新藥公司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發行
認股權憑證予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前項持有認股
權憑證者，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股份，其認購價
格得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條不得低於票面金額之限
制；其取得之股票依前條規定課徵所得稅。生技新藥公司
依第七條規定發行新股時，不適用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
規定。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取得之認股權憑證，不
得轉讓。
（第 8 條）
E. 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其主要技術提供者為政府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時，該研究人員經其任職機構同意，得持有公司
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
技諮詢委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之限制。研究機
構及研究人員，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認定之。
（第 10 條）
F. 為提升生技新藥技術，加強產官學研合作研究發展，促進
生技新藥產業升級，學研機構之研發人員在該機構同意
下，得擔任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諮詢委員或顧問。（第 11
條）
3. 兩岸因政治經濟體系不同，相關法規互有歧異，對推動生物科
技研發與產業發展，亦有相當大的差距。目前大陸正推動「新
醫改」及「第十二個五年計畫」
，對中醫藥多有著墨，在其一條
鞭的政經體制下，其推動的成果需作長期觀察。而我國為民主
國家，多以市場經濟作為推動方向，允宜以歐美對傳統醫藥之
政策方針為藍本，觀察大陸推動成果，以為借鏡。
二、遴聘中藥及法學專家學者組成「中藥法規研議小組」
，比較兩岸雙方中
藥管理差異點，分析異同，依「兩岸藥品審批及查驗登記制度」及「兩
岸醫藥產品定位及供應服務制度」分別討論，作成議案。
(一) 遴選具中藥實務經驗之執業律師、法學教授及專業人員，組織「中
藥法規研議小組」，小組成員專長背景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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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背景

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
余啟民 藥事法律事務委員會主任委 法律博士
員、東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
藥師、法律碩士
余萬能 理事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兼
、公共衛生碩士
任助理教授
邱玟惠 中央研究院

民刑法學者

專長
英美法、國際法、科
技法規、契約法、侵
權法
衛生法規、藥事法規
、行政法
民刑事法、商事財經
法、生物科技法律

食品藥物管理局簡任秘書、中
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藥 法律學士、行政 藥事法規、民刑事法
劉俊良
事作業品質評估委員會主任 碩士
、行政法
委員
行政法、民刑事法、
信律國際法律事務所執業律
成介之
法律碩士、律師 醫藥法規、國際通商
師
法規
國際貿易法、智慧財
銓律國際法律事務所執業律
龔君彥
法律學士、律師
產權法、民事法
師
藥事法規、專利法、
經兆國際法律事務所執業律
林聖鈞
法律學士、律師
行政法
師
行政法、民刑事法、
開翔商務法律事務所執業律 工程碩士、法律
林國忠
醫藥法規、國際通商
師
碩士、律師
法規
開翔商務法律事務所執業律 檢察官、刑事政
張啟聰
民刑事法
師
策專家
中醫藥實務、藥事法
江睿玲 彰化秀傳醫院藥局主任
藥學博士
規
醫藥實務、管制藥品
吳宗修 義大醫院藥劑部科主任
藥師、藥學博士
實務、藥事法規
醫藥實務、管制藥品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雷祥鈴
藥師
調劑實務、藥事執業
前藥劑科主任
法規
(二) 於民國 100 年 5 月 5 日召開中藥法規研議小組第一次會議，報告
「中藥法規標準化與協合化研究」計畫內容及本會「中藥法規研
議小組」組織情形，並研議確認 5 月 18 日舉辦「海峽兩岸醫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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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藥事法及中醫藥發展研討會」及 5 月 19 日舉辦「海峽
兩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中醫藥法規政策座談會」議程、報名方式
及參加名額。結論重點如下：
1. 確認 10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二十分
假東吳大學城區部第一大樓 1705 會議室舉辦「海峽兩岸醫事
法學術研討會-藥事法及中醫藥發展研討會」
，及於 100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四十分至中午十二時十分假新竹工業
技術研究院 2A 會議室舉辦「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中醫
藥法規政策座談會」議程。
2. 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議程包含「兩岸藥物風險管理制
度」
、
「兩岸藥事法比較與借鏡」
、
「中醫藥之發展與管理」及「兩
岸中醫藥事法比較與借鏡」四個部分。「兩岸藥物風險管理制
度」邀請余萬能理事長（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專題報
告「台灣藥事法規之風險管理機制」；邵蓉院長（中國藥科大
學國際醫藥商學院）專題報告「大陸藥品法之風險管理機制」；
「兩岸藥事法比較與借鏡」邀請王亞樵檢察官（基隆地方法院
檢察署）報告「台灣不法藥物之刑事偵查程序」、田侃教授(南
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 報告「大陸新醫改政策之產業發展」，
戴雪詠簡任技正（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藥品組）報告
「藥物危害之無過失責任與救濟制度」；「中醫藥之發展與管
理」邀請韋寶平院長（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專題報
告「兩岸醫藥衛生協議之適用」；陳和平教授(江蘇省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政策法規處) 專題報告「大陸藥品審批之管理政
策」
；
「兩岸中醫藥事法比較與借鏡」邀請李威著教授（中國醫
藥大學）報告「台灣中醫藥查驗登記審查制度」、周綸音組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生活與生醫研究
組）報告「台灣中醫藥管理與發展策略」、楊榮光理事長(中藥
發展協會) 報告「兩岸中醫藥產品介接機制」
。請東吳大學法學
院協助邀請大陸醫藥法學專家學者並提供場地，台灣醫事法學
會協助各項議程。
3. 海峽兩岸中醫藥法規政策發展座談會議程議題討論「兩岸中藥
管理體系法規架構」
、
「兩岸衛生協議之執行」
、
「大陸中藥材生
產質量管理及進口藥材管理」
、
「兩岸協定架構下醫藥品查驗登
記法制之走向」及「兩岸中醫臨床試驗與藥品審批通關制度」。
4. 因大會場地座位有限，通知台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中藥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及中華民國中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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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報名，並邀請各公會理事長參加。
(三) 於民國 100 年 8 月 12 日召開中藥法規研議小組第二次會議，研議
兩岸有關中醫藥管理之法律位階，執行兩岸中醫藥管理差異分析
（藥品審批及查驗登記制度及醫藥產品定位與供應服務制度）之
方向，協助中醫藥委員會依中藥材輸入管理政策目標建議制定中
藥材輸入管理規範方式，並討論協助中醫藥委員會研擬中藥材輸
入管理政策、修正藥事法及制定中藥材管理辦法，結論重點如下：
1. 大陸法律位階及制定程序，憲法以下其法律位階依序為法律、
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國務院部門規章及地方政府規章。法
律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國家主席簽署
公佈；行政法規係由國務院制定，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佈；
地方性法規係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
委員制定，常務委員會發佈；國務院部門規章係由國務院各部、
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制
定，部門首長簽署命令公佈；地方政府規章係由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較大市人民政府制定，省長或自治區主席或市長簽署
命令公佈。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的效力位階，立法法並
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但是在訴訟法裏（比如《行政訴訟法》），
行政法規在司法審判中，優先部門規章適用。地方性法規與部
門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
由國務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
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
的，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在地方政府
規章的範圍內，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於
本行政區域內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2. 台灣法律位階及制定程序，憲法以下其法律位階依序為法律、
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法律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法規
命令係由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
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
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
果之規定，其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
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行政規則係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
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
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
3.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係 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六次江陳會，兩
岸就醫藥衛生問題，所簽署之合作協議。協議內容包括「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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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醫藥品安全管理及研發」、「中醫藥研究與交流及中
藥材安全管理」、「緊急救治」及「雙方同意的其他領域」五大
領域。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於我國係界定在法律層次。按兩
岸協定簽署後，大陸方面多係副部長級層次官員作後續工作執
行之談判，預見其將以部門規章（衛生部）予以規範執行內容，
後續仍需觀察。
4. 為中藥材倘實施查驗登記，其檢驗內容須因應各藥材差異，作
不同檢驗品項規範，例如農藥殘留、二氧化硫殘留及重金屬殘
留檢驗，建議列出相關規範。
5. 中西醫結合方式有關以古籍記載之藥方治療現今病症是否仍具
有其原有之藥效，目前藥方療效之驗證多以西醫病症為基準做
試驗。然而中醫之病症名稱與西醫不同，療效試驗後的結果在
實際中醫師運用上仍舊無法對應中醫之適應症。
6. 中醫、西醫合併之醫療機構，由民眾選擇使用醫療方式。或中
醫與西醫彙整，同時對病患進行診治；或由具有中醫和西醫雙
重資格之醫師為病患看診。
7. 中西醫結合立意雖善，然而在開立處方時，雙方若不具備對中
藥及西藥知識，便無法清楚開立之處方所造成交互作用。建議
提升中醫師等對中藥以及西藥方面的知識。
(四) 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1 日召開中藥法規研議小組第三次會議，研議
現行藥事法規中藥管理體系架構及因應管理現況及未來趨勢，研
擬藥事法增訂中藥材管理專章修正草案內容，結論重點如下：
1. 現行藥事法規中藥管理體系架構確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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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事法有關中藥產品（物）之部分，建議界定產品屬性，另定
適當法律條文。
3. 由於我國中藥材之使用現況，除供為中醫師診療處方後調劑、
調配之藥品用途外，亦供為製造中藥製劑之原料藥，另有部分
中藥材得供為食品原料或佐料。而現行藥事法對於中藥材僅於
第 103 條訂有規範，缺乏定義及整體管理條文，乃就中藥材之
實務、管理及法制面，研議建立中藥材管理制度，並建議修正
藥事法，明確法定管理機制。
4. 另就中藥材之範圍，建議以固有典籍收載之品目、台灣目前有
使用者為優先，增列納入台灣傳統藥典（原中華中藥典）
，以為
管理依據，並分級管理，未來再陸續訂定個別中藥材之規格標
準及炮製方法，完備相關管理規定。
5. 協助中醫藥委員會草擬藥事法修正草案，增訂中藥材管理專
章，明確定義中藥材，擬定管理中藥材之輸入及製造內容，配
合增列之條文，修正罰則。
(五) 依中醫藥委員會指示，就有關台灣濃縮中藥輸出至中國大陸所遭
遇之法規問題，分析如下：
1.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國務院令第 360 號）
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進口藥品，應當按照國務院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的規定申請註冊。國外企業生產的藥品取得《進口藥
品註冊證》
，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企業生產的藥品取得《醫
藥產品註冊證》後，方可進口。」。
2. 大陸進口藥品的註冊，依據藥品註冊管理辦法（局令第 28 號）
第九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符合規定的，發給《進口藥品註冊證》
。
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的製藥廠商申請註冊的藥品，參照
進口藥品註冊申請的程式辦理，符合要求的，發給《醫藥產品
註冊證》」
。
3. 依據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第六條規定「中藥複方製劑除提供
綜述資料、藥學研究資料外，應按照本規定第七條、第八條和
第九條，對不同類別的要求提供相關的藥理毒理和臨床試驗資
料。」
。
(1) 第七條係規定「來源於古代經典名方的中藥複方製劑，是指
目前仍廣泛應用、療效確切、具有明顯特色與優勢的清代及
清代以前醫籍所記載的方劑。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具體目錄
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協助有關部門制定並發佈」，原
則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資料，並直接申報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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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八條係規定「主治為證候的中藥複方製劑，是指在中醫藥
理論指導下，用於治療中醫證候的中藥複方製劑，包括治療
中醫學的病或症狀的中藥複方製劑」，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
處方來源、組方合理性、臨床應用情況、功能主治、用法用
量等內容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組織中
醫藥專家審評。療效評價應以中醫證候為主。驗證證候療效
的臨床試驗可採取多種設計方法,但應充分說明其科學性,
病例數應符合生物統計學要求，臨床試驗結果應具有生物統
計學意義。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不一致的，
應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和藥效學研究資料。藥效學研
究應採用中醫證候的動物模型進行；如缺乏成熟的中醫證候
動物模型，鼓勵進行與藥物功能主治相關的主要藥效學試
驗。臨床研究應當進行Ⅱ、Ⅲ期臨床試驗。
(3) 第九條係規定「主治為病證結合的中藥複方製劑中的“病”
是指現代醫學的疾病，“證”是指中醫的證候，其功能用中
醫專業術語表述、主治以現代醫學疾病與中醫證候相結合的
方式表述」
。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不一致的，
應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並根據擬定的功能主治（適
應症）進行主要藥效學試驗。藥效學研究一般應採用中醫證
候的動物模型或疾病模型；如缺乏成熟的中醫證候動物模型
或疾病模型，可進行與功能（藥理作用）相關的主要藥效學
試驗。臨床研究應當進行Ⅱ、Ⅲ期臨床試驗。
4. 依據（港、澳、台）中藥、天然藥物醫藥產品註冊（2006 年 2
月 20 日發佈）之規定，（港、澳、台）中藥、天然藥物醫藥產
品註冊，其分類按《藥品註冊管理辦法》附件一有 9 種註冊分
類如下，皆要求提具 CMC、毒、藥理及臨床試驗等資料：
註冊分類 1、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從植物、動物、礦物等物質中
提取的有效成分及其製劑；
註冊分類 2、新發現的藥材及其製劑；
註冊分類 3、新的中藥材代用品；
註冊分類 4、藥材新的藥用部位及其製劑；
註冊分類 5、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從植物、動物、礦物等物質中
提取的有效部位及其製劑；
註冊分類 6、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中藥、天然藥物複方製劑；
註冊分類 7、改變國內已上市銷售中藥、天然藥物給藥途徑的製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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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分類 8、改變國內已上市銷售中藥、天然藥物劑型的製劑；
註冊分類 9、已有國家標準的中藥、天然藥物。
5. 台灣濃縮中藥，依據（港、澳、台）中藥、天然藥物醫藥產品
註冊（2006 年 2 月 20 日發佈）之規定， 屬「註冊分類 1、未
在國內上市銷售的從植物、動物、礦物等物質中提取的有效成
分及其製劑」及「註冊分類 6、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中藥、天然
藥物複方製劑」，其申請需提具 CMC、毒、藥理及臨床試驗等
資料。
6. 目前台灣濃縮中藥屬「單方」者，已有被核准者；惟屬「複方」
者，難度甚高。
7. 附大陸相關法規條文
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
第三條
主治病證未在國家批准的中成藥【功能主治】中收載的新藥，屬於《藥品註
冊管理辦法》第四十五條第一款第（四）項的範圍。
第四十五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下列申請可以實行特殊審批：
（一）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從植物、動物、礦物等物質中提取的有效成份及
其製劑，新發現的藥材及其製劑；
（二）未在國內外獲准上市的化學原料藥及其製劑、生物製品；
（三）治療愛滋病、惡性腫瘤、罕見病等疾病且具有明顯臨床治療優勢的新
藥；
（四）治療尚無有效治療手段的疾病的新藥。
符合前款規定的藥品，申請人在藥品註冊過程中可以提出特殊審批的申請，
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組織專家會議討論確定是否實行特
殊審批。
第五條
中藥複方製劑應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組方，其處方組成包括中藥飲片（藥
材）、提取物、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
如含有無法定標準的中藥材，應單獨建立品質標準；無法定標準的有效部位
和有效成分，應單獨建立品質標準，並按照相應的註冊分類提供研究資料；
中藥提取物應建立可控的品質標準，並附於製劑品質標準之後。
第六條
中藥複方製劑除提供綜述資料、藥學研究資料外，應按照本規定第七條、第
八條和第九條，對不同類別的要求提供相關的藥理毒理和臨床試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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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來源於古代經典名方的中藥複方製劑，是指目前仍廣泛應用、療效確切、具
有明顯特色與優勢的清代及清代以前醫籍所記載的方劑。
（一）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具體目錄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協助有關部
門制定並發佈。
（二）符合以下條件的該類中藥複方製劑，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資料，
並直接申報生產：
1．處方中不含毒性藥材或配伍禁忌；
2．處方中藥味均有法定標準；
3．生產工藝與傳統工藝基本一致；
4．給藥途徑與古代醫籍記載一致，日用飲片量與古代醫籍記載相當；
5．功能主治與古代醫籍記載一致；
6．適用範圍不包括危重症，不涉及孕婦、嬰幼兒等特殊用藥人群。
（三）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藥品說明書中須注明處方及功能主治的具體來
源，說明本方劑有長期臨床應用基礎，並經非臨床安全性評價。
（四）該類中藥複方製劑不發給新藥證書。
第八條
主治為證候的中藥複方製劑，是指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用於治療中醫證候
的中藥複方製劑，包括治療中醫學的病或症狀的中藥複方製劑。
（一）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處方組成應當符合中醫藥理論，並具有一定的臨
床應用基礎，功能主治須以中醫術語表述。
（二）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處方來源、組方合理性、臨床應用情況、功能主
治、用法用量等內容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組織中
醫藥專家審評。
（三）療效評價應以中醫證候為主。驗證證候療效的臨床試驗可採取多種設
計方法,但應充分說明其科學性,病例數應符合生物統計學要求，臨床試
驗結果應具有生物統計學意義。
（四）具有充分的臨床應用資料支援，且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
用基本一致的，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臨床研究可直接進
行Ⅲ期臨床試驗。
（五）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不一致的，應提供非臨床安全性
試驗資料和藥效學研究資料。藥效學研究應採用中醫證候的動物模型
進行；如缺乏成熟的中醫證候動物模型，鼓勵進行與藥物功能主治相
關的主要藥效學試驗。臨床研究應當進行Ⅱ、Ⅲ期臨床試驗。
（六）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藥品說明書【臨床試驗】項內容重點描述對中醫
證候的療效，並可說明對相關疾病的影響。
28

第九條
主治為病證結合的中藥複方製劑中的“病”是指現代醫學的疾病，“證”是
指中醫的證候，其功能用中醫專業術語表述、主治以現代醫學疾病與中醫證
候相結合的方式表述。
（一）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處方組成應當符合中醫藥理論，並具有一定的臨
床應用基礎。
（二）具有充分的臨床應用資料支援，且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
用基本一致的，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臨床研究應當進行
Ⅱ、Ⅲ期臨床試驗。
（三）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不一致的，應提供非臨床安全性
試驗資料，並根據擬定的功能主治（適應症）進行主要藥效學試驗。
藥效學研究一般應採用中醫證候的動物模型或疾病模型；如缺乏成熟
的中醫證候動物模型或疾病模型，可進行與功能（藥理作用）相關的
主要藥效學試驗。臨床研究應當進行Ⅱ、Ⅲ期臨床試驗。

(六) 依中醫藥委員會所定中藥材輸入管理政策目標，協助建議制定中
藥材輸入管理規範方式。
1. 中醫藥委員會所定中藥材輸入管理政策目標如下：
(1) 入關前提具大陸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檢驗證明文
件。大陸開放民間檢驗時，得以經衛生署（TFDA）認證之
民間檢驗機構或藥廠所出具之檢驗證明文件代之。
(2) 未取得大陸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檢驗證明文件，應
於關口留置檢驗，由中醫藥委員會或其受委託機構執行抽
檢，出具檢驗證明文件後放行。
(3) 藥廠依藥事法第 16 條第二項規定，以自用原料輸入者，免驗
通關，依廠規檢驗，出具檢驗報告。
（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准轉售或轉讓）
藥事法第 16 條
本法所稱藥品製造業者，係指經營藥品之製造、加工與其產品批發、輸
出及自用原料輸入之業者。
前項藥品製造業者輸入自用原料，應於每次進口前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後，始得進口；已進口之自用原料，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轉售或轉讓。
藥品製造業者，得兼營自製產品之零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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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中藥材管理辦法」之方式及法源：
(1) 制定「中藥材管理辦法」
：無法律授權，需修正藥事法，授權
制定「中藥材管理辦法」
。建議修正藥事法第 10 條條文，賦
予中藥材法律定義，並加強源頭管理，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如下：
藥事法第 10 條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10 條

第 10 條

說明
為中藥材給予法律定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中央衛 本法所稱固有

義，並加強源頭管理，

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醫療效能之傳 成方製劑，係

增列第二項定義，及第

統中藥處方調製 (劑) 之方劑。

三項授權制定辦法。

指依中央衛生

本法所稱中藥材，係指供輸入、輸出、 主管機關選定
批發及零售之飲片，不含生鮮品。

公告具有醫療

前項中藥材之分類、審核、輸入、輸出、 效能之傳統中
批發及販賣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藥處方調製
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劑) 之方劑。

(2) 於藥事法施行細則制定專條：得依法律授權（藥事法第 105
條）依職權訂定管理內容。建議修正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條文，賦予中藥材法律定義，並加強源頭管理，修正條文
草案對照表如下：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48 條

第 48 條

為中藥材給予定義，修

本法第 103 條第三項所稱中藥材，係指

（刪除）

正增列第一項定義。

供輸入、輸出、批發及零售之飲片，不

為加強源頭管理，修正

含生鮮品。

增列第二項及第三項

中藥材之輸入，應於入關前提具輸出國

輸入管理規定。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檢驗證明

中藥材之廣告管理，自

文件，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證之民

第 45 條移列。

間檢驗機構所出具之檢驗證明文件代
之。未取得輸出國之檢驗證明文件者，
應於關口留置，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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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其受委託機構執行抽檢，出具檢驗證明
文件後放行。
藥廠依本法第 16 條第二項規定，以自用
原料輸入中藥材者，得免驗通關。
中藥材之廣告所用文字，其效能應以本
草綱目所載者為限。

(3) 制定「中藥材輸入管理須知（要點）
」
：得依藥事法第 16 條及
第 103 條依職權訂定管理內容。
制定「中藥材輸入管理須知（要點）」草案
一、

本須知（要點）依據藥事法第 16 條及第 103 條訂定之。

二、

本須知（要點）所稱中藥材，係指藥事法第 103 條第三項所定供輸
入、輸出、批發及零售之飲片，不含生鮮品。

三、

中藥材之輸入，應於入關前提具輸出國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所開具
之檢驗合格證明文件，或經行政院衛生署認證之民間檢驗機構所出
具之檢驗合格證明文件代之。

四、

未取得輸出國之檢驗合格證明文件者，應於關口留置，向行政院衛
生署或其受委託機構申請檢驗，經執行抽檢合格，出具檢驗合格證
明文件後放行。

五、

藥廠依本法第 16 條第二項規定，以自用原料輸入中藥材者，得向行
政院衛生署申請免驗通關。

(4) 公告增加中藥材 501 之輸入規定：得依貿易法及貨品輸入管
理辦法所定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 CCC Code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Commod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de)
中，增列行政院衛生署主管之貨品分類及輸出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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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主旨：公告修正中藥材 513 之輸入規定。
依據：貿易法及貨品輸入管理辦法所定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 CCC Code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Commod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de)中
本署主管之貨品分類及輸出入規定辦理。
說明：修正中藥材 513 之輸入規定如下：
一、 進口中藥材，應依 502 規定辦理。
二、 應提具輸出國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檢驗證明文件。得以經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證之輸出國民間檢驗機構所出具之檢驗證明文
件代之。
三、 未取得輸出國之檢驗證明文件者，應於關口留置，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或其受委託機構執行抽檢，出具檢驗證明文件後放行。
四、 藥廠依藥事法第 16 條第二項規定，以自用原料輸入，提具行政院衛
生署核准輸入文件，得免驗通關。
五、 進口非供中藥用者，應註明「非中藥用」字樣，免依 502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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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協助中醫藥委員會研擬中藥材輸入管理政策，修正藥事法及制定
中藥材管理辦法。
1. 協助中醫藥委員會建立「中藥材管理政策架構」如下：

2. 協助中醫藥委員會修正藥事法第 6 條、第 10 條及第 93 條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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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修正案草案條文對照表
建議修正條文

原條文內容

說明

藥事法
第六條

第六條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 加 入 台 灣 傳 統 藥 典
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及中醫藥典籍為中

一、載於中華藥典、台灣傳統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 藥之依據。
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

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

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

公定之國家處方集、中醫

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

藥典籍，或各該補充典籍

品。

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
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

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

類疾病之藥品。

類疾病之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
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
品。
第十條

品。
第十條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 增 訂 本 條 第 二 、 三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 項，以明確定義中藥
具有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 具有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 材，並授權訂定管理
調製 (劑) 之方劑。

調製 (劑) 之方劑。

辦法。

本法所稱中藥材，係指藥用植
物、動物或礦物取其藥用部位
之生藥材，或再經加工、炮製
而成之飲片。
前項中藥材之分類、藥品類
別、輸入、製造、炮製、批發、
販賣、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管理辦法，及分階段實施期
程，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 增 訂 本 條 第 一 項 第
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 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 四款，明訂違反中藥
34

建議修正條文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 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 材管理辦法之罰則。
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 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
六十二條規定之一，或有左列 六十二條規定之一，或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
造、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

造、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

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

三項規定所定辦法。

三項規定所定辦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
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

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

法。

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
包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

包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依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

關依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所定辦法。

定所定辦法。

四、中藥材之製造、炮製、輸
入、批發、販賣及使用違
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所定辦
法。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
外，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 外，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
營業。

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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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中醫藥委員會制定中藥材管理辦法（草案）。
中藥材管理辦法草案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之法律授權。

本辦法依藥事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中藥材之分類及範

中藥材之品目如附表，其中屬藥食兩用者，可同時供食品 圍。採正面列舉，藥食
使用。

兩用註記方式公告。

第三條

中藥材應辦理查驗登

供藥用之中藥材應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 記之範圍。
驗登記，取得藥品許可證。
第四條

中藥材藥品許可證之

中藥材藥品許可證之類別，依安全性分為原料專用、調劑 類別及管理。毒劇類中
及原料用、調劑調配及原料用三類。

藥材得供中醫師處方

屬原料專用之中藥材，准用本法原料藥之規定。

使用者（如附子），核

屬調劑及原料用之中藥材，准用本法醫師處方藥品之規 以 調 劑 及 原 料 用 類
定，亦可同時供為原料藥使用。

別；不得供中醫師處方

屬調劑調配及原料之中藥材，准用本法成藥之規定，亦可 使用者（如鉛丹），則
同時供為原料藥使用。

核以原料專用類別。

第五條

中藥材輸入資格之限

中藥材之輸入，由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六條 制。
及第一百零三條之藥商為之。
第六條

中藥材輸入查驗應檢

中藥材之輸入，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 具之文件。
其委託之機構申請查驗：
一、入關時提具輸出國中央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所開具之
檢驗證明文件，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證之民間檢
驗機構所出具之檢驗證明文件，經審查合格後放行。
二、未取得前款所定輸出國之檢驗證明文件者，應於關口
留置並抽驗，合格者出具檢驗證明文件後放行。
三、已領有藥品許可證或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輸入
自用原料者，得依許可證明文件放行，免附檢驗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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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七條

中藥材輸入查驗之檢

中藥材輸入之查驗，應包含基原鑑定、含量測定、污穢或 驗項目。
異常物質檢驗，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應執行之
項目。
第八條

中藥材輸入查驗之抽

中藥材輸入之查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予抽驗，不合格 驗及相關限制。
者不准放行，已放行者，應予收回。
前項不合格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增加該輸入商所有中
藥材之抽驗比例，半年內再次不合格者，自不合格之日起
半年內停止受理其中藥材輸入之申請。
第九條

中藥材製造及炮製方

中藥材之製造、加工、炮製、分裝及包裝，應符合藥物製 法之規定。
造工廠設廠標準第二篇第二章中藥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
規定。
中藥材之炮製方法，依據台灣傳統藥典之規定。
第十條

中藥材包裝標示之規

中藥材除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者 定。
外，應標示下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二、品名。
三、批號。
四、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
五、重量。
六、保存條件。
七、炮製方法，但未經炮製者免予刊載。
第十一條

中藥材檢驗方法及標

中藥材之檢驗方法及標準，應依中華藥典、台灣傳統藥典 準之規定。
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污穢或異常物質限量標準之
規定。
第十二條

批發中藥材應提供檢

中藥材之批發，應提供輸入時之檢驗證明文件，或藥廠開 驗證明文件之規定。
立之檢驗證明文件。
消費者要求提供或檢視前項檢驗證明文件，販賣者不得拒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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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說明

第十三條

中藥材販賣地點之限

供藥用之中藥材應於藥商之營業處所販賣。

制。

第十四條

中藥材供調劑調配使

供醫療機構、藥局或藥商調劑或調配使用之中藥材，以領 用之限制。
有藥品許可證者為限。
第十五條

中藥材使用、貯存及運

中藥材經拆封後，應將原包裝保留至該藥材使用完畢為 送之規定。
止。中藥材之貯存及運送，應依其保存條件，並注意安全
衛生、
乾燥、通風、防霉、防蟲、防鼠。
第十六條

中藥材不良反應及不

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對於因中藥材所引起之嚴重不良反 良品之通報義務。
應，或中藥材有嚴重不良品之情形，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或其委託之機構進行通報。
第十七條

中藥材廣告及宣稱療

申請藥物廣告之中藥材，以領有藥品許可證者為限。未經 效之限制。
查驗登記，不得宣稱或標示醫療效能。
第十八條

經公告禁用及保育類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公告禁用，或來源屬野生動物保 中藥材之管理方式。
育法之中藥材，僅得供學術研究使用。其製造或輸入，應
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及野生動物保育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並按月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報核使用數量、結存及處
理方式。
第十九條

施行日。

本辦法自發布後三個月施行。

(八) 依據 5 月 19 日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中醫藥法規政策座談會
結論，執行兩岸中醫藥管理差異分析，討論兩岸「藥品審批及查驗
登記制度」及「醫藥產品定位與供應服務制度」如下：
1. 對照兩岸中藥管理體系法規體系架構與位階：
(1) 大陸：分為法律(人民大會通過，國家主席公布施行)、行政
法規 (國務院發布)、部門規章（國務院所屬各部門機關所訂
執行法規之規則）。
(2) 台灣：分為法律(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施行)、法規命令(主
管機關依據法律授權制定發布)、行政規則（行政機關執行法
38

規所訂定之內部規則）
、解釋令函（行政機關對法規所作之解
釋）。
2. 兩岸中藥之定義
(1) 大陸：所謂中藥，是指在我國傳統醫藥理論指導下使用的藥用
物質及其製劑。
(2) 台灣：所稱中藥，係指「典籍記載之傳統中藥」及「民間使用
或其他國家使用之草藥，經傳統或現代抽提方法獲得之藥
品。但不包含業經高度純化，或經化學合成或修飾之藥品。」
。
（中藥新藥查驗登記須知）
所稱中藥，係指收載於中藥典籍，使用於中醫診斷治療
減輕或預防疾病之藥品。所稱飲片，係指經炮製之中藥材。
典籍列舉:醫宗金鑑、醫方集解、本草綱目、本草備要、本草
拾遺、中國醫學大辭典、中國藥學大辭典(藥品查驗登記審查
準則)、台灣傳統藥典。(學說)
3. 兩岸中藥材之管理：
(1) 大陸對於飲片生產質量管理及進口藥材管理，已由食品走向
藥品，也就是加入 GMP 的精神，也有利於藥材之出口。品質
來自於製造而非檢驗，溯及源頭，更可說是設計出來的。中
藥材原為農產品，在哪個過程成為藥品，需要藥物品質的把
關，是要考慮的問題。藥材一旦送入藥廠，之後的程序都會
嚴格的受到 GMP 的把關，而中國現在也重視 GAP，因為有許
多藥材現在是在境外栽種，如越南，必須以 GAP 來掌握來源
品質。藥材品質除來源問題，保存管理也是一個重要環節。
兩岸間的藥材品質控管問題，也是中國各省間藥材輸送的問
題，因為對於飲片的管理各省的規定不同。
(2) 台灣對於分為「原植物」
（依照醫食同源之原則，以食品方式
管理，並可在市場販賣）
、
「飲片」
（認定為中藥，須符合品質
規定，在中藥行販售）
、
「製劑」
（以藥品管理，藥廠製造，分
成處方藥及成藥販售）。目前台灣的中藥材有 90%自中國進
口，而中國的藥材貨源為集散式，無批次概念，當藥品抽驗
合格即可通過海關。這批檢驗合格的藥材之後便成為各類中
藥製劑的原料，不會再經過檢驗，除非民眾服用後發生問題，
才會再檢。不合格的中藥材將當作偽劣禁藥處理，不運退，
銷毀處理。
4. 兩岸協定架構下醫藥品查驗登記法制之走向
(1) 兩岸的中藥現代化走向有些差異，也存在認定及管理上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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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沒有爭議的部分是利用傳統方劑所製成的傳統劑型，然
而若是配方劑型劑量與傳統不符，就要經由查驗登記把關。
(2) 兩岸中藥產業各有獨特走向，因此兩岸法規機構還要針對不
同的產業走向發展查驗登記的原則。
(3) 大陸中藥的查驗登記是以「功能主治」來訴求效用，西藥則
用「適應症」來規範其使用範圍，中藥新藥有些在查驗登記
時也以疾病表述。
5. 兩岸中醫臨床試驗與藥品審批通關制度
(1) 大陸（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
a. 強調中藥新藥的研製應當符合中醫藥理論，注重臨床實踐
基礎，具有臨床應用價值，保證中藥的安全有效和品質穩
定均一，保障中藥材來源的穩定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並
應關注對環境保護等因素的影響。
b. 強調中藥複方製劑應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組方，其處方組
成包括中藥飲片（藥材）、提取物、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
並對中藥複方製劑的分類進行了細化，合理地調整相應的
技術要求。
c. 來源於古代經典名方的中藥複方製劑：指目前仍廣泛應
用、療效確切、具有明顯特色與優勢的清代及清代以前醫
籍所記載的方劑。
d. 對於符合以下條件的該類中藥複方製劑，不再要求以動物
試驗和臨床研究證明其有效性，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研
究資料，並直接申報生產：1.處方中不含毒性藥材或配伍禁
忌；2.處方中藥味均有法定標準；3.生產工藝與傳統工藝基
本一致；4.給藥途徑與古代醫籍記載一致，日用飲片量與古
代醫籍記載相當；5.功能主治與古代醫籍記載一致；6.適用
範圍不包括危重症，不涉及孕婦、嬰幼兒等特殊用藥人群。
但是在說明書上要注明處方和功能主治的來源。
e. 主治為證候的中藥複方製劑，指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用
於治療中醫證候的中藥複方製劑，包括治療中醫學的病或
症狀的中藥複方製劑。這類製劑中具有充分的臨床應用資
料支援，且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基本一致
的，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臨床研究可直接進
行Ⅲ期臨床試驗。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不
一致的，應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和藥效學研究資
料。臨床研究應當進行Ⅱ、Ⅲ期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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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主治為病證結合的中藥複方製劑，這類製劑中的“病”是指
現代醫學的疾病，“證”是指中醫的證候，其功能用中醫專
業術語表述、主治以現代醫學疾病與中醫證候相結合的方
式表述。該類中藥複方製劑中具有充分的臨床應用資料支
援，且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基本一致的，
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臨床研究應當進行Ⅱ、
Ⅲ期臨床試驗。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不一
致的，應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並根據擬定的功能
主治（適應症）進行主要藥效學試驗。臨床研究應當進行
Ⅱ、Ⅲ期臨床試驗。
(2) 台灣（中藥新藥臨床試驗基準 行政院衛生署 97 年 2 月公告）
a. 傳統使用經驗範圍，係指組成藥物之藥味為常用中藥材，
組方依據符合中醫理論，且治療劑量與期間均在傳統合理
使用範圍之內者。
b. (a)收載於固有典籍之傳統方；(b)已上市之非傳統方；(c)未
超過傳統使用經驗範圍之新複方，包括固有典籍收載之加
減方，未超過中醫師使用經驗範圍之加減方；（第一款至
第三款者，均須為傳統製備方法）4.適當萃取或部分純化之
傳統方；得視為有適當人體使用經驗，申請時得作為直接
進入初期療效探索(phaseⅡ)臨床試驗之資料。
(九) 兩岸衛生主管機關組織分工如下：
1. 大陸衛生部隸屬國務院，下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及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主要任務為中醫
藥行政及政策研發，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主要任務為藥
品註冊審批、生產質量監督及流通質量監督。地方（省）設衛
生廳，下轄「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省下有「縣市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負責執行藥品註冊審批之初審（新藥除外）及
生產流通管理，下設「藥品檢驗所」，執行檢驗工作。「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於「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係採業務
監督。
2. 台灣行政院衛生署隸屬行政院，下轄「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及「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中
醫藥委員會」負責中醫藥行政管理及中藥查驗登記，
「行政院衛
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負責西藥及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及 GMP
查廠。地方（縣市）設衛生局，執行生產流通管理。
3. 中國大陸在傳統醫藥組織分工上，係以獨立機關執行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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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由衛生部管理）
，負責藥品、醫
療器械註冊和監督管理，其中包括負責制定中藥、民族藥監督
管理規範並組織實施，擬訂中藥、民族藥品質標準，組織制定
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中藥飲片炮製規範並監督實施，組
織實施中藥品種保護制度。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亦由衛生部管
理）負責擬訂中醫藥政策法規，承擔中醫醫療、預防、保健、
康復及臨床用藥等的監督管理責任。擬訂有關中西醫結合管理
規範和技術標準，中藥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合理利用，中醫藥
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規劃，指導中醫藥科研條件和能力建設，
管理國家重點中醫藥科研項目，促進中醫藥科技成果的轉化、
應用和推廣。
4. 兩岸組織分工略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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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開「海峽兩岸中醫藥法規研討會」，邀請大陸中醫藥及法學專家學
者，與我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就相關議題作專題演講，並研
議台灣中藥查驗登記之法規與中國大陸之相關法規協合化，以及未來
中藥在 ECFA 架構下之問題及因應對策。
(一) 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與東吳大學法學院及台灣醫事法律學
會合作，於 100 年 5 月 18 日假東吳大學舉辦「海峽兩岸醫事法學
術研討會-藥事法及中醫藥發展研討會」，邀請江蘇省衛生廳政策
法規處顧幫朝處長、江蘇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政策法規處陳和
平處長、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一庭沈亞峰庭長、南京市鼓樓區
人民法院盛皓副院長、南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田侃教授、中國
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邵蓉院長教授、南京醫科大學醫政學院
姜柏生副院長教授、蘇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科教處徐又佳處長教
授、昆明醫學院法醫學院鄧虹副主任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
學院醫藥衛生管理學院樂虹主任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李力
院長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曹當勤副院長、南京師範大學
泰州學院教務處鄭開斌處長、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韋寶
平院長、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盧靜講師、南京師範大學
泰州學院法學院陳慶教師、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張敏秘
書、人大學民法學院楊立新及國台辦法規局趙筱婧幹部，共十九
位醫藥法律學者專家，來台舉辦「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藥事法及中醫藥發展研討會」
，研討兩岸中藥藥事相關法規之協合
化。
(二) 5 月 18 日研討會台方與會人員除包括主持人、報告人外，並邀請
醫藥法學學者專家，及業界台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中
藥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及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各公會理事長參加，及請各公會轉知會員報名
參加，惟限於場地，每會僅得邀請 10 人參加，合計 138 人與會。
內容包括研議台灣中藥查驗登記之法規與中國大陸之相關法規協
合化，以及未來中藥在 ECFA 架構下之問題及因應方式。邀請函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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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討會議程如下：
（大會議程及資料如附件「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
研討會大會手冊」）

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藥事法及中醫藥發展研討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東吳大學法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台灣醫事法學會
時
間：2011 年 5 月 18 日（週三）0900-1720
地
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R1705 會議室
09:00~09:20 報到（崇基樓一樓川堂）
（1705 會議室）
09:20~09:30 主持人：潘維大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
貴賓致詞：李力院長(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
第一次會議：兩岸藥物風險管理制度
主席：潘維大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
顧幫朝處長 (江蘇省衛生廳政策法規處、教授、律師)
專題報告：
09:30~09:50 台灣藥事法規之風險管理機制
報告人：余萬能理事長（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
專題報告：
09:50~10:10 大陸藥品管理法之風險管理機制
報告人：邵蓉院長（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
10:10~10:30 茶敘(1104)
第二次會議：兩岸藥事法比較與借鏡
主席：黃文鴻教授(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邵蓉院長（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
10:30~10:40 引言人：姜柏生教授(南京醫科大學醫政學院副院長)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30

12:30~13:30
13:30~13:50

台灣不法藥物之刑事偵查程序
報告人：王亞樵檢察官（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大陸新醫改政策之產業發展
報告人：田侃教授(南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
藥物危害之無過失責任與救濟制度
報告人：戴雪詠簡任技正（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藥品組）
綜合討論
主持人： 鄧虹副主任(昆明醫學院法醫學院、副教授)
莊豐賓醫師(三軍總醫院主治醫師)
議題：
(一) 兩岸藥物產品分類與區別實益
(二) 兩岸藥品製造審批與查驗登記審查制度之比較與借鑒
(三) 兩岸打擊不法藥物法規政策之比較與借鑒
午餐休息(1104)
主持人：潘維大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
貴賓致詞：黃林煌主任委員(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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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中醫藥之發展與管理
主席：鄭慧文教授(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
田侃教授(南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
專題報告：論兩岸協定架構下藥品審批法制之走向
13:50~14:20 報告人：韋寶平院長（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
專題報告：
14:20~14:50 大陸中醫臨床試驗與藥品審批制度
報告人：陳和平教授(江蘇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政策法規處)
14:50~15:10 茶敘(1104)
第四次會議:兩岸中醫藥事法比較與借鏡
主席：王鵬豪組長(中醫藥委員會中藥組)
樂虹主任(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醫藥衛生管理學院、副教授)
台灣中醫藥查驗登記審查制度
15:10~15:30 報告人：李威著教授（中國醫藥大學）
15:30~15:50
15:50~16:10

16:10~17:00

17:00~17:20

台灣中醫藥管理與發展策略
報告人：周綸音組長（工研院產經中心 生活與生醫組）
兩岸中醫藥產品介接機制
報告人：楊榮光理事長(中華中草藥生技發展協會)
綜合討論
主持人：韋寶平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
王鵬豪組長(中醫藥委員會中藥組)
議題：
兩岸中醫藥法規政策發展之比較與借鑒
兩岸中醫藥產品定位之比較與借鑒
兩岸中醫藥審批與查驗登記審查制度之比較與借鑒
閉幕典禮（1705 會議室）
主持人：余萬能理事長（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
致詞人：楊奕華院長(東吳大學法學院)
李力院長(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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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邀請中醫藥委員會黃林煌主任委員蒞臨致辭，致辭稿如下：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平安！
首先歡迎各位遠道自世界各角落來參加『2011 年第二屆海峽兩岸醫事法
學術研討會』
，我對各位遠道而來之朋友，致上誠摯之祝福。在此對籌辦本次
研討會工作人員及與會的貴賓，表達誠摯的感謝！讓我們有此機會與兩岸的
朋友共聚一堂交流、切磋!
中藥乃具我國文化傳統與產業價值，其與現代化科技方法結合後，仍須
充分整合兩岸相關管理規定，俾為中藥產業打通兩岸市場之屏障。中藥相關
法規亦為保護消費者的法律，應在保護消費者之前提下，促進產業的發展。
本次會議邀請大陸中醫藥及法學專家學者，與我國產、官、學、研專家
學者，就相關議題研討兩岸相關中藥法規趨勢，及未來中藥在 ECFA 協議下
之問題與對我國可能產生之影響，期待可以在各位的切磋激盪下，因應現行
中藥法規在實務上可能產生諸多適用上的問題，研議尋求因應對策，並規劃
出適合中藥環境的整合管理機制，整合雙方中藥查驗登記及管理制度之法規
需求，以標準化及協和化擬定適合我方之中藥管理體系架構，擬訂出法規基
準及政策建議意見，提供政策規劃的參考。
中醫藥發展任重道遠，林煌承接中醫藥委員會以來，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
承先啟後。對內賡續推動完善的教育制度、中醫院評鑑，發展完善中醫住院
醫師訓練計畫；建構中藥用藥安全環境、源頭管理、邊境抽驗、市場檢測。
對外，掌握全球趨勢，因應世界衛生組織之傳統醫學全球策略，擘劃「中醫
藥現代化與國際化之整合型計畫」及「中醫藥數位知識網建置計畫」等多項
任務。在中醫藥科技發展及國際衛生事務中，亦成立多所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於中藥廠全面實施 GMP 制度，推動中醫藥的現代化與國際化。
本次，承辦單位精心規劃，力邀各方專家翹楚，泰斗雲集、群英齊聚一
堂，將所學傾囊相授，相信在各位的切磋激盪下，必能使各位先進均能滿載
而歸。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來賓的參與，共同為未來傳統醫學的發展及人類的
健康福祉繼續努力，並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林煌 敬上

(五) 5 月 19 日再假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研
討會-中醫藥法規政策座談會」
，邀請陸方學者專家南京中醫藥大學
管理學院田侃教授、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邵蓉院長、國
台辦法規局趙筱婧幹部、江蘇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政策法規處
陳和平處長、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李力院長、南京市中級人民法
院沈亞峰庭長、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盛皓副院長、南京師範大
學泰州學院曹當勤副院長、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教務處鄭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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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韋寶平院長、南京師範大學
泰州學院法學院盧靜講師、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法學院張敏行
政秘書等 12 人參加，台方學者專家東吳大學法學院潘維大教授、
陳璐老師、工研院李連滋中草藥總計畫主持人、楊思聖博士、黃
以馨副研究員、張毓力副組長、朱俐人工程師、許紹菁工程師、
李承榆資深研究員、邱淑嬌研究員、張秀鳳經理、石英珠研究員、
楊穎峰研究員、簡虹琪研究員、潘一紅經理、柯景懷研究員、周
綸音組長、謝秀欣副研究員、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公會聯合會林燦
明監事、新竹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邱憲隆理事長、順天堂股份有
限公司郭惠玲副理、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余雯世秘書長等
22 人參加。座談會議程如下：
海峽兩岸醫事法學術研討會-中醫藥法規政策座談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
協辦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台灣醫事法
學會
時
間：2011 年 5 月 19 日（週四）0940-1210
地
點：工業技術研究院（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2A 會議
室
主 持 人：潘維大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
王鵬豪組長(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藥組)
韋寶平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
貴
賓：黃林煌主任委員(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09:30~09:40 報到
09:40~10:40 參觀工業技術研究院
引言：
10:40~10:50 陳和平處長 (江蘇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政策法規處)
余萬能理事長（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
議題討論：
一、 兩岸中藥管理體系法規架構
二、 兩岸衛生協議之執行
10:50~12:10
三、 大陸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及進口藥材管理
四、 兩岸協定架構下醫藥品查驗登記法制之走向
五、 兩岸中醫臨床試驗與藥品審批通關制度
12:10~13:00 午餐休息

(六) 座談會重要結論如下：
1. 對照兩岸中藥管理體系法規體系架構與位階：大陸分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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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會通過，國家主席公布施行) 、行政法規 (國務院發
布)、部門規章（國務院所屬各部門機關所訂執行法規之規則）。
台灣分為法律 (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施行) 、法規命令 (主
管機關依據法律授權制定發布) 、行政規則（行政機關執行法
規所訂定之內部規則）、解釋令函（行政機關對法規所作之解
釋）。
2. 兩岸中藥之定義：大陸是指在我國傳統醫藥理論指導下使用的
藥用物質及其製劑。台灣（中藥新藥查驗登記須知）係指「典
籍記載之傳統中藥」及「民間使用或其他國家使用之草藥，經
傳統或現代抽提方法獲得之藥品；但不包含業經高度純化，或
經化學合成或修飾之藥品。」
，或指收載於中藥典籍，使用於中
醫診斷治療減輕或預防疾病之藥品。飲片係指經炮製之中藥
材。典籍列舉:醫宗金鑑、醫方集解、本草綱目、本草備要、本
草拾遺、中國醫學大辭典、中國藥學大辭典(藥品查驗登記審查
準則) 、台灣傳統藥典(學說)。
3. 兩岸中藥材之管理：大陸對於飲片生產質量管理及進口藥材管
理，已由食品走向藥品，也就是加入 GMP 的精神，也有利於藥
材之出口。台灣分為「原植物」
（依照醫食同源之原則，以食品
方式管理，並可在市場販賣）
、
「飲片」
（認定為中藥，須符合品
質規定，在中藥行販售）
、
「製劑」
（以藥品管理，藥廠製造，分
成處方藥及成藥販售）。
4. 兩岸中藥現代化：兩岸中藥現代化走向有些差異，也存在認定
及管理上的問題，沒有爭議的部分是利用傳統方劑所製成的傳
統劑型，然而若是配方劑型劑量與傳統不符，就要經由查驗登
記把關。兩岸中藥產業各有獨特走向，因此兩岸法規機構還要
針對不同的產業走向發展查驗登記的原則。大陸中藥的查驗登
記是以「功能主治」來訴求效用，西藥則用「適應症」來規範
其使用範圍，中藥新藥有些在查驗登記時也以疾病表述。
5. 兩岸中醫臨床試驗與藥品審批通關制度：大陸中藥新藥（中藥
註冊管理補充規定）強調研製應當符合中醫藥理論，注重臨床
實踐基礎，具有臨床應用價值，保證中藥的安全有效和品質穩
定均一，保障中藥材來源的穩定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並應關
注對環境保護等因素的影響。中藥複方製劑強調應在中醫藥理
論指導下組方，其處方組成包括中藥飲片（藥材）
、提取物、有
效部位及有效成分；並對中藥複方製劑的分類進行了細化，合
理地調整相應的技術要求。台灣（中藥新藥臨床試驗基準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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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衛生署 97 年 2 月公告）傳統使用經驗範圍，係指組成藥物之
藥味為常用中藥材，組方依據符合中醫理論，且治療劑量與期
間均在傳統合理使用範圍之內者。
6. 中西醫結合：台灣醫師只能選擇中醫或西醫其中一項執業，領
有中醫執照但以西醫執業者可處方中藥，但健保不給付，也尚
無中藥師的執照或制度。目前在台灣中西醫的結合有幾種呈現
方式，第一種是民眾分別去中西醫院看診拿藥，另一種是到中
西醫聯合診治的醫院，由中西醫師聯合診治看病。在醫師的養
成教育上，是分別接受西醫與中醫訓練。在中國則有成立中西
醫結合的學科，然而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需有其自成的理
論系統，在中西醫結合上，雖無其理論系統，但已儼然成為一
種管理模式。
四、整理研討會成果，依據 ECFA 協議架構精神，召開中藥法規研議小組
會議，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整合研擬我中藥之藥物管理體
系架構，擬具因應相關法律條文內容，依照立法格式，提具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提供政府政策參考。
(一) 依據研討會成果及 ECFA 協議架構精神，協助中醫藥委員會邀請
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及中藥法規研議小組，於 100 年 6 月
21 日召開「中藥材管理與藥事法修正諮詢座談會」
，會議專家意見
結論如下：
會議結論
1. 中藥材管理制度之建立，有其必要。建議組成「中藥材管理分
析及建構」小組，於年底前完成管理架構及法制作業，確認中
藥材之定義及品項範圍，再陸續訂定個別中藥材之規格及標
準，完備相關管理規定。
2. 中藥材管理之法源仍以藥事法為主，不論用途（藥用或食用）
均訂定相同之檢驗標準，並統一事權由中委會主政。
3. 中藥材之範圍，仍建議以查驗登記審查準則所列醫宗金鑑等典
籍有收載之品目為主，並以台灣目前有使用者為優先，納入台
灣傳統藥典（原中華中藥典），以為管理依據。
4. 中藥材之炮製極為重要，應詳細討論制訂規範，以確保藥效及
安全性。
(二) 協助中醫藥委員會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及中藥法規研議
小組，於 100 年 8 月 11 日召開「中藥材管理與藥事法修正諮詢座
談會第二次會議」，凝聚各界共識，完善管理制度，專家意見結論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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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1. 中藥材管理之修法，以不立專法，在藥事法中增設管理專章之方
式進行。
2. 此次草案因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表示無法認同，暫不進
行討論。待二個月後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台灣區中藥
工會同業公會提出修法版本後，再行討論。
(三) 依據二次會議結論，以及中醫藥委員會所指示之政策目標，研擬「現
行藥事相關法規有關中藥產品及業者管理體系架構」如下，提供中
醫藥委員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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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配合中醫藥委員會研擬藥事法修正草案，增訂中藥材管理專章，依
是否核發許可證及產品責任，擬具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甲案（核發許可證，藥商負產品責任）
藥事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第六條
於第一項第一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 款 增 列 台 灣 傳
原料藥及製劑：
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統藥典及中醫
一、載於中華藥典、台灣傳統藥典或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 藥典籍，作為中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
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 藥之定義依據。
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
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
集、中醫藥典籍，或各該補充典
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籍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治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
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之藥
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
品。
之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
理機能之藥品。
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第十條
第十條
為明確定義中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中央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 藥材，增訂本條
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醫療效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 第二項。
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劑) 之方 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劑。
(劑) 之方劑。
本法所稱中藥材，係指藥用植物、動
物或礦物取其藥用部位之生藥材，或
再經加工、炮製而成之飲片。
第五章之一 中藥材之輸入及製造
為管理中藥材
之 輸 入 及 製
造，增列本章。
第五十八條之一
中藥材之品目，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公告。
前項屬藥食兩用者，可同時供食品使
用。
第五十八條之二
輸入、製造供藥用之中藥材，應將其
基源、炮製方法、檢驗規格與方法及
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標籤及仿單，
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
後，始得輸入或製造。
前項輸入藥品，應由藥品許可證所有
人及其授權者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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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許可證變更、移轉登記及延登記、換
發及補發，準用第四十六條、第四十
七條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三
中藥材之輸入，由本法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十六條及第一百零三條
之藥商為之。
第五十八條之四
中藥材之製造、加工、炮製、分裝及
包裝，應符合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
第二篇第二章中藥藥品優良製造規
範之規定。
中藥材之炮製方法，依據台灣傳統藥
典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五
中藥材應標示下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二、品名。
三、批號。
四、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
限。
五、重量。
六、保存條件。
七、炮製方法。
第五十八條之六
中藥材之檢驗方法及標準，應依中華
藥典、台灣傳統藥典及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公告之污穢或異常物質限量標
準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七
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對於因中藥材
所引起之嚴重不良反應，或中藥材有
嚴重不良品之情形，應向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構進行通報。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增訂本條第一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 項第四款，明訂
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 違 反 中 藥 材 管
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 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第 理辦法之罰則。
八條、第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八條 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六十二條
之七或第六十二條規定之一，或有左 規定之一，或有左列情形之一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元以下罰鍰：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標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
示及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
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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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關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所定辦
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法。
所定辦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中央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三
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二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法。
項規定所定辦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裝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
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五十
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
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
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法。
辦法。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規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
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衛生主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
管機關並得停止其營業。
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營業。

乙案（不核發許可證，輸入藥商負產品責任）
藥事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第六條
為合於中藥典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 籍之依據，第一
原料藥及製劑：
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項第一款增列
一、載於中華藥典、台灣傳統藥典或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 台 灣 傳 統 藥 典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
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 及中醫藥典籍。
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
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
集、中醫藥典籍，或各該補充典
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籍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治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
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之藥
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
品。
之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
理機能之藥品。
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第十條
第十條
為明確定義中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中央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 藥材，增訂本條
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醫療效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 第二項。
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劑) 之方 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劑。
(劑) 之方劑。
本法所稱中藥材，係指藥用植物、動
物或礦物取其藥用部位之生藥材，或
再經加工、炮製而成之飲片。
第五章之一 中藥材之輸入、製造及
為管理中藥材
販賣
之輸入、製造及
販賣，增列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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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十八條之一
中藥材之品目，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公告。
前項屬藥食兩用者，可同時供食品使
用。
第五十八條之二
中藥材之輸入，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構
申請查驗：
一、入關時提具輸出國中央或地方衛
生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檢驗證明
文件，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
證之民間檢驗機構所出具之檢
驗證明文件，經審查合格後放
行。
二、未取得前款所定輸出國之檢驗證
明文件者，應於關口留置並抽
驗，合格者出具檢驗證明文件後
放行。
三、已領有藥品許可證或依本法第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輸入自用原料
者，得依許可證明文件放行，免
附檢驗證明文件。
第五十八條之三
中藥材之輸入，由本法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十六條及第一百零三條
之藥商為之。
第五十八條之四
中藥材輸入之查驗，應包含基原鑑
定、含量測定、污穢或異常物質檢
驗，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
應執行之項目。
第五十八條之五
中藥材輸入之查驗，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得予抽驗，不合格者不准放行，已
放行者，應予收回。
前項不合格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
增加該輸入商所有中藥材之抽驗比
例，半年內再次不合格者，自不合格
之日起半年內停止受理其中藥材輸
入之申請。
第五十八條之六
中藥材之製造、加工、炮製、分裝及
包裝，應符合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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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篇第二章中藥藥品優良製造規
範之規定。
中藥材之炮製方法，依據台灣傳統藥
典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七
輸入、製造供藥用之中藥材，得將其
基源、炮製方法、檢驗規格與方法及
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標籤及仿單，
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查驗登記，發給藥品許可證。
許可證變更、移轉登記及延登記、換
發及補發，準用第四十六條、第四十
七條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八
中藥材應標示下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二、品名。
三、批號。
四、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
限。
五、重量。
六、保存條件。
七、炮製方法，但未經炮製者免予刊
載。
第五十八條之九
中藥材之檢驗方法及標準，應依中華
藥典、台灣傳統藥典及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公告之污穢或異常物質限量標
準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十
中藥材批發、販賣予同業藥商、醫
院、診所及機關、團體、學校之醫療
機構或檢驗及學術研究機構，應提供
輸入時之檢驗證明文件，或藥廠開立
之檢驗證明文件。
消費者要求提供或檢視前項檢驗證
明文件，販賣者不得拒絕。
第五十八條之十一
供醫療機構、藥局或藥商調配使用之
中藥材，以領有藥品許可證者為限。
第五十八條之十二
中藥材經拆封後，應將原包裝保留至
該藥材使用完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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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中藥材之貯存及運送，應依其保存條
件，並注意安全衛生、乾燥、通風、
防霉、防蟲、防鼠。
第五十八條之十三
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對於因中藥材
所引起之嚴重不良反應，或中藥材有
嚴重不良品之情形，應向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構進行通報。
第五十八條之十四
申請藥物廣告之中藥材，以領有藥品
許可證者為限。未經查驗登記，不得
宣稱或標示醫療效能。
第五十八條之十五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公告禁
用，或來源屬野生動物保育法之中藥
材，僅得供學術研究使用。其製造或
輸入，應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及野
生動物保育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並按
月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報核使用數
量、結存及處理方式。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增訂本條第一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 項第四款，明訂
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 違 反 中 藥 材 管
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 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第 理辦法之罰則。
八條第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八條 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六十二條
之十五或第六十二條規定之一，或有 規定之一，或有左列情形之一
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元以下罰鍰：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標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
示及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
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
關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所定辦
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法。
所定辦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中央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
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二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三
項規定所定辦法。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裝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
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
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五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法。
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
辦法。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規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
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衛生主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
管機關並得停止其營業。
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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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產品品質及營運規範，提出具體之中藥政策管理架構，詳細敘明所
提出具體之法律條文理由及法律見解，依照立法格式，提出各項法律
條文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一) 依現行藥事相關法規有關中藥產品及業者管理，整理體系架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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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產品品質及營運規範，提出具體之中藥政策管理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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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需制定「中藥材管理辦法」，建議修正藥事法第 6 條、第 10 條
及第 93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藥事法第 6 條、第 10 條及第 93 條修正案草案條文對照表
建議修正條文

原條文內容

說明

藥事法
第六條
加入台灣傳統藥典
第六條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 及 中 醫 藥 典 籍 為 中
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藥之依據。
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一、載於中華藥典、台灣傳統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
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
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
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
公定之國家處方集、中醫
品。
藥典籍，或各該補充典籍
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
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
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
類疾病之藥品。
類疾病之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
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
品。
品。
第十條
第十條
增訂本條第二、三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 項，以明確定義中藥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 材，並授權訂定管理
具有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 具有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 辦法。
調製 (劑) 之方劑。
調製 (劑) 之方劑。
本法所稱中藥材，係指藥用植
物、動物或礦物取其藥用部位
之生藥材，或再經加工、炮製
而成之飲片。
前項中藥材之分類、藥品類
別、輸入、製造、炮製、批發、
販賣、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管理辦法，及分階段實施期
程，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增訂本條第一項第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 四款，明訂違反中藥
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 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 材管理辦法之罰則。
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 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
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 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
六十二條規定之一，或有左列 六十二條規定之一，或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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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原條文內容

說明

藥事法
造、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
造、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
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
三項規定所定辦法。
三項規定所定辦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
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
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
法。
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
包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
包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依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
關依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所定辦法。
定所定辦法。
四、中藥材之製造、炮製、輸
入、批發、販賣及使用違
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所定辦
法。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
外，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 外，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
營業。
營業。

(四) 配合中醫藥委員會修正藥事法，增訂中藥材管理專章，擬具藥事
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下：
藥事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我國中藥材之使用現況，除供為中醫師診療處方後調劑、調配之藥品用途
外，亦供為製造中藥製劑之原料藥，另有部分中藥材得供為食品原料或佐料。
現行藥事法對於中藥材僅於第 103 條訂有規範，缺乏定義及整體管理條
文。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乃就中藥材之實務、管理及法制面邀集專家學
者研議，咸認有建立中藥材管理制度之必要，並建議修正藥事法，明確法定管
理機制。另就中藥材之範圍，則建議以固有典籍收載之品目、台灣目前有使用
者為優先，增列納入台灣傳統藥典（原中華中藥典）
，以為管理依據，並分級管
理，未來再陸續訂定個別中藥材之規格標準及炮製方法，完備相關管理規定。
爰擬修正藥事法第六條、第十條及第九十三條，並增訂第五章之一中藥材
之輸入及製造，及第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八條之七，俾完整規範中藥材之輸
入及管理。其修正要旨如下：
(1) 為明確定義中藥材，修正第六條及第十條。
(2) 為管理中藥材之輸入及製造，增列第五章之一。
(3) 配合增列第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八條之七，修正第九十三條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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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案（核發許可證，藥商負產品責任）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第六條
於第一項第一款增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 列台灣傳統藥典及
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中醫藥典籍，作為
一、載於中華藥典、台灣傳統藥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 中藥之定義依據。
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
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
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
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
國家處方集、中醫藥典籍，
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
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
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
之藥品。
之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
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第十條
第十條
為明確定義中藥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 材，增訂本條第二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 項。
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劑) 之方劑。
(劑) 之方劑。
本法所稱中藥材，係指藥用植
物、動物或礦物取其藥用部位之
生藥材，或再經加工、炮製而成
之飲片。
第五章之一 中藥材之輸入及製
為管理中藥材之輸
造
入及製造，增列本
章。
第五十八條之一
中藥材之品目，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公告。
前項屬藥食兩用者，可同時供食
品使用。
第五十八條之二
輸入、製造供藥用之中藥材，應
將其基源、炮製方法、檢驗規格
與方法及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
標籤及仿單，並繳納費用，申請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
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輸
入或製造。
前項輸入藥品，應由藥品許可證
所有人及其授權者輸入。
許 可 證變 更、 移 轉登記 及 延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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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記、換發及補發，準用第四十六
條、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三
中藥材之輸入，由本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六條及第一
百零三條之藥商為之。
第五十八條之四
中藥材之製造、加工、炮製、分
裝及包裝，應符合藥物製造工廠
設廠標準第二篇第二章中藥藥品
優良製造規範之規定。
中藥材之炮製方法，依據台灣傳
統藥典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五
中藥材應標示下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二、品名。
三、批號。
四、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
期限。
五、重量。
六、保存條件。
七、炮製方法。
第五十八條之六
中藥材之檢驗方法及標準，應依
中華藥典、台灣傳統藥典及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污穢或異常
物質限量標準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七
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對於因中
藥材所引起之嚴重不良反應，或
中藥材有嚴重不良品之情形，應
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
機構進行通報。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增訂本條第一項第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 四款，明訂違反中
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 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 藥材管理辦法之罰
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第 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第 則。
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五十八條 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六十二條
之一至第五十八條之七或第六十 規定之一，或有左列情形之一
二條規定之一，或有左列情形之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元以下罰鍰：
萬元以下罰鍰：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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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所定辦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
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
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
辦法。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
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營業。

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所定辦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
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
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
辦法。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
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營業。

說明

乙案（不核發許可證，輸入藥商負產品責任）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第六條
為合於中藥典籍之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 依據，第一項第一
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款增列台灣傳統藥
一、載於中華藥典、台灣傳統藥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 典及中醫藥典籍。
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
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
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
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
國家處方集、中醫藥典籍，
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
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
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
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
之藥品。
之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
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第十條
第十條
為明確定義中藥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 材，增訂本條第二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有 項。
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醫療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劑) 之方劑。
(劑) 之方劑。
本法所稱中藥材，係指藥用植
物、動物或礦物取其藥用部位之
生藥材，或再經加工、炮製而成
之飲片。
第五章之一 中藥材之輸入、製
為管理中藥材之輸
造及販賣
入、製造及販賣，
增列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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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第五十八條之一
中藥材之品目，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公告。
前項屬藥食兩用者，可同時供食
品使用。
第五十八條之二
中 藥 材之 輸入 ， 應檢具 下 列 文
件，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其委
託之機構申請查驗：
一、入關時提具輸出國中央或地
方衛生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檢
驗證明文件，或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認證之民間檢驗機
構所出具之檢驗證明文件，
經審查合格後放行。
二、未取得前款所定輸出國之檢
驗證明文件者，應於關口留
置並抽驗，合格者出具檢驗
證明文件後放行。
三、已領有藥品許可證或依本法
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輸入自
用原料者，得依許可證明文
件放行，免附檢驗證明文件。
第五十八條之三
中藥材之輸入，由本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十六條及第一
百零三條之藥商為之。
第五十八條之四
中藥材輸入之查驗，應包含基原
鑑定、含量測定、污穢或異常物
質檢驗，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公告應執行之項目。
第五十八條之五
中藥材輸入之查驗，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得予抽驗，不合格者不准
放行，已放行者，應予收回。
前項不合格者，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應增加該輸入商所有中藥材之
抽 驗 比例 ，半 年 內再次 不 合 格
者，自不合格之日起半年內停止
受理其中藥材輸入之申請。
第五十八條之六
中藥材之製造、加工、炮製、分
裝及包裝，應符合藥物製造工廠
設廠標準第二篇第二章中藥藥品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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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優良製造規範之規定。
中藥材之炮製方法，依據台灣傳
統藥典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七
輸入、製造供藥用之中藥材，得
將其基源、炮製方法、檢驗規格
與方法及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
標籤及仿單，並繳納費用，申請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發
給藥品許可證。
許可證變更、移轉登記及延登
記、換發及補發，準用第四十六
條、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八
中藥材應標示下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二、品名。
三、批號。
四、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
期限。
五、重量。
六、保存條件。
七、炮製方法，但未經炮製者免
予刊載。
第五十八條之九
中藥材之檢驗方法及標準，應依
中華藥典、台灣傳統藥典及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污穢或異常
物質限量標準之規定。

現行條文

第五十八條之十
中藥材批發、販賣予同業藥商、
醫院、診所及機關、團體、學校
之醫療機構或檢驗及學術研究機
構，應提供輸入時之檢驗證明文
件，或藥廠開立之檢驗證明文件。
消費者要求提供或檢視前項檢驗
證明文件，販賣者不得拒絕。
第五十八條之十一
供醫療機構、藥局或藥商調配使
用之中藥材，以領有藥品許可證
者為限。
第五十八條之十二
中藥材經拆封後，應將原包裝保
留至該藥材使用完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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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中藥材之貯存及運送，應依其保
存條件，並注意安全衛生、乾燥、
通風、防霉、防蟲、防鼠。
第五十八條之十三
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對於因中
藥材所引起之嚴重不良反應，或
中藥材有嚴重不良品之情形，應
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
機構進行通報。
第五十八條之十四
申請藥物廣告之中藥材，以領有
藥品許可證者為限。未經查驗登
記，不得宣稱或標示醫療效能。
第五十八條之十五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公告禁
用，或來源屬野生動物保育法之
中藥材，僅得供學術研究使用。
其製造或輸入，應申請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及野生動物保育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並按月向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報核使用數量、結存及
處理方式。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增訂本條第一項第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 四款，明訂違反中
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 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 藥材管理辦法之罰
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第 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第 則。
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五十八條之 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六十二條
一至第五十八條之十五或第六十 規定之一，或有左列情形之一
二條規定之一，或有左列情形之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元以下罰鍰：
萬元以下罰鍰：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
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
標示及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所定辦法。
所定辦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三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法。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
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
裝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
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
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
辦法。
辦法。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
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營業。 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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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我國藥事相關法規有關中藥條文，產品管理（查驗登記）相關法規計有 15
個法規條文，其中 9 個法規大陸並無相關法規對應；專業服務管理（製造、
輸入、輸出、販賣）相關法規計有 10 個法規條文，其中 6 個法規大陸並無
相關法規對應。大陸藥事相關法規有關中成藥條文，產品管理相關法規計
有 19 個法規條文，其中 16 個法規我國並無相關法規對應；專業服務管理
相關法規計有 12 個法規條文，其中 7 個法規我國並無相關法規對應。
二、我 國 與 中 國 大 陸 簽 署 「 兩 岸 經 濟 合 作 架 構 協 議 」 (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係界定為兩岸雙邊貿易關係，主
要目 的在於推動兩岸 經貿關係「正常 化」，解除彼此之 間經貿往來的
許多限制，規範兩岸之間經濟合作活動，進行互免關稅或優惠市場開
放條 件之協商，其內 容包括商品貿易 （排除關稅和非 關稅障礙 ）、早
期收穫、服務貿易、投資保障、防衛措施、經濟合作以及爭端解決機
制等。惟在 ECFA 架構下所推行之「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於我國
係界定在法律層次，而大陸方面多係副部長級層次官員與我國進行後續工
作執行之談判，預見其將以部門規章（衛生部）予以規範執行內容，因法
律位階之差異，後續仍需觀察。未來中藥在 ECFA 協議下之問題與對我國
可能產生之影響，應繼續就各種現況，研議尋求因應對策，整合台灣中藥
查驗登記及管理制度之法規，以大陸所制定之標準化作業，與國際接軌協
和化，作為擬定適用我國中藥管理體系架構之基礎。
三、兩岸因政治經濟體系不同，相關法規互有歧異，對推動生物科技研發與產
業發展，亦有相當大的差距。目前大陸正推動「新醫改」及「第十二個五
年計畫綱要」
，對中醫藥多有著墨，在其一條鞭的政經體制下，其推動的成
果需作長期觀察。而我國為民主國家，多以市場經濟作為推動方向，允宜
以歐美對傳統醫藥之政策方針為藍本，觀察大陸推動成果，以為借鏡。
四、中西醫結合方式有關以古籍記載之藥方治療現今病症是否仍具有其原有之
藥效，值得深究。目前藥方療效之驗證多以西醫病症為基準做試驗，然而
中醫之病症名稱與西醫不同，療效試驗後的結果在實際中醫師運用上是否
得以對應中醫之適應症，亦宜建立一套評估模式。中西醫結合立意雖善，
然而在開立處方時，雙方若不具備對中藥及西藥知識，便無法清楚開立之
處方所造成交互作用，故中醫師等對中藥以及西藥方面的知識允宜加強。
五、由於我國中藥材除供為中醫師診療處方後調劑、調配之藥品用途外，亦供
為製造中藥製劑之原料藥，另有部分中藥材得供為食品原料或佐料。而現
行藥事法對於中藥材僅於第 103 條訂有規範，缺乏定義及整體管理條文，
宜就中藥材之實務、管理及法制面，研議建立中藥材管理制度，並修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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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明確法定管理機制。另就中藥材之範圍，宜以固有典籍收載之品目、
台灣目前有使用者為優先，增列納入台灣傳統藥典（原中華中藥典）
，以為
管理依據，並分級管理，未來再陸續訂定個別中藥材之規格標準及炮製方
法，完備相關管理規定。
六、兩岸協定簽署後，「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於我國係界定在法律層次，
而大陸方面多係副部長級層次官員作後續工作執行之談判，預見其將以部
門規章（衛生部）予以規範執行內容，後續仍需觀察執行成效。
七、台灣濃縮中藥，依據（港、澳、台）中藥、天然藥物醫藥產品註冊之規定，
屬「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從植物、動物、礦物等物質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及
其製劑」及「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中藥、天然藥物複方製劑」
，其申請需提
具 CMC、毒、藥理及臨床試驗等資料。目前台灣濃縮中藥屬「單方」者，
已有被核准者；惟屬「複方」者，難度甚高，允宜列入「兩岸醫藥衛生合
作協議」後續工作會議之議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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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作成結論如下：
一、 完成本計畫所定各工作項目。
二、 中醫藥委員會所定中藥材輸入管理政策目標，入關前提具大陸中央或地方
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檢驗證明文件。大陸開放民間檢驗時，得以經衛生署
（TFDA）認證之民間檢驗機構或藥廠所出具之檢驗證明文件代之。倘未取
得大陸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檢驗證明文件，應於關口留置檢驗，
由中醫藥委員會或其受委託機構執行抽檢，出具檢驗證明文件後放行。又
倘係藥廠依藥事法第 16 條第二項規定，以自用原料輸入者，免驗通關，依
廠規檢驗，出具檢驗報告。
（得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轉售或轉讓）
三、 兩岸的中藥現代化走向有些差異，也存在認定及管理上的問題，兩岸協定
架構下醫藥品查驗登記法制之走向，沒有爭議的部分是利用傳統方劑所製
成的傳統劑型，然而若是配方劑型劑量與傳統不符，就要經由查驗登記把
關。大陸中藥的查驗登記是以「功能主治」來訴求效用，西藥則用「適應
症」來規範其使用範圍，中藥新藥有些在查驗登記時也以疾病表述。兩岸
中藥產業既各有獨特走向，因此兩岸法規機構還要針對不同的產業走向，
發展查驗登記的原則。
四、 大陸對於飲片生產質量管理及進口藥材管理，已由食品走向藥品，也就是
加入 GMP 的精神，也有利於藥材之出口。台灣分為「原植物」（依照醫食
同源之原則，以食品方式管理，並可在市場販賣）
、「飲片」（認定為中藥，
須符合品質規定，在中藥行販售）
、
「製劑」
（以藥品管理，藥廠製造，分成
處方藥及成藥販售）
，應落實藥事法之管理機制。
五、 大陸中藥新藥（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強調研製應當符合中醫藥理論，
注重臨床實踐基礎，具有臨床應用價值，保證中藥的安全有效和品質穩定
均一，保障中藥材來源的穩定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並應關注對環境保護
等因素的影響。中藥複方製劑強調應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組方，其處方組
成包括中藥飲片（藥材）
、提取物、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並對中藥複方製
劑的分類進行了細化，合理地調整相應的技術要求。台灣對於中藥新藥（依
據中藥新藥臨床試驗基準）
，認定傳統使用經驗範圍，係指組成藥物之藥味
為常用中藥材，組方依據符合中醫理論，且治療劑量與期間均在傳統合理
使用範圍之內者，得逕行進行第二期臨床試驗。
六、 因應未來中藥在 ECFA 協議下之問題與對我國可能產生之影響，研議尋求
因應對策，整合台灣中藥查驗登記及管理制度之法規，以大陸所制定之標
準化作業，與國際接軌協和化，作為擬定適用我國中藥管理體系架構之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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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建議如下：
一、中藥相關法規為保護消費者的法律，同時亦應在保護消費者之前提下，促
進產業的發展。為因應現行中藥法規在實務上可能產生諸多適用上的問
題，以及符合業界需求，建議就與時俱進之中藥環境，建立整合管理機制，
以及修正適當的法規條文。
二、中藥材管理制度之建立，有其必要，其法源仍以藥事法為主，不論用途（藥
用或食用）均訂定相同之檢驗標準，並統一事權由中醫藥委員會主政。並
建議組成「中藥材管理分析及建構」小組，儘速完成管理架構及法制作業，
確認中藥材之定義及品項範圍，再陸續訂定個別中藥材之規格及標準，完
備相關管理規定。
三、中藥材之範圍，建議以查驗登記審查準則所列醫宗金鑑等典籍有收載之品
目為主，並以台灣目前有使用者為優先，納入台灣傳統藥典，以為管理依
據。中藥材之炮製極為重要，應詳細討論制訂規範，以確保藥效及安全性。
四、以古籍記載之藥方，治療現今之病症，是否仍具有其原有之藥效，建議以
西醫病症為基準，賡續進行相關臨床試驗。
五、中西醫結合在開立處方時，雙方若不具備對中藥及西藥知識，便無法清楚
開立之處方所造成交互作用，建議提升中醫師等對中藥以及西藥方面的知
識。
六、現行藥事法第 103 條對於中藥材缺乏定義及整體管理條文，宜就中藥材之
實務、管理及法制面，研議建立中藥材管理制度，並修正藥事法，明確法
定管理機制。建議中醫藥委員會依據本計畫所研擬之各項藥事法修正草
案，增訂中藥材管理專章，依是否核發許可證及產品責任，速擬修正修正
案，依法定程序完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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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兩岸中藥藥事相關法規之比較
一、藥事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之比較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相關條文
第一章

我國藥事法相關條文

總則

第一條
為加強藥品監督管理，保證藥品品質，保障人體
用藥安全，維護人民身體健康和用藥的合法權
益，特制定本法。

第 1 條
藥事之管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但管制藥品
管理條例有規定者，優先適用該條例之規
定。
前項所稱藥事，指藥物、藥商、藥局及其
有關事項。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藥品的研製、生產、
經營、使用和監督管理的單位或者個人，必須遵
守本法。
第三條
國家發展現代藥和傳統藥，充分發揮其在預防、
醫療和保健中的作用。
國家保護野生藥材資源，鼓勵培育中藥材。
第四條
第 41 條
國家鼓勵研究和創制新藥，保護公民、法人和其 為提昇藥物製造工業水準，對於藥物科技
他組織研究、開發新藥的合法權益。
之研究發展，得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工業主管機關獎勵之。
前項獎勵之資格條件、審議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主管全國藥品監督管
理工作。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
責與藥品有關的監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藥品監督管理工作。省、自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
圍內負責與藥品有關的監督管理工作。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配合國務院經濟
綜合主管部門，執行國家制定的藥品行業發展規
劃和產業政策。
73

第 2 條
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 3 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專設藥物管理機關，
直轄市及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亦得報准設置。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相關條文

我國藥事法相關條文

第六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者確定的藥品檢驗機
構，承擔依法實施藥品審批和藥品品質監督檢查
所需的藥品檢驗工作。
第二章

藥品生產企業管理

第七條
開辦藥品生產企業，須經企業所在地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並發
給《藥品生產許可證》，憑《藥品生產許可證》
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登記註冊。無《藥品生
產許可證》的，不得生產藥品。
《藥品生產許可證》應當標明有效期和生產
範圍，到期重新審查發證。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部門 批 准 開 辦 藥 品 生 產企
業，除依據本法第八條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符
合國家制定的藥品行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防
止重複建設。

第 27 條
凡申請為藥商者，應申請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繳納執照費，領
得許可執照後，方准營業；其登記事項如
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登記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藥商分設營業處所或分廠，仍應依第一項
規定，各別辦理藥商登記。

第八條
開辦藥品生產企業，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具有依法經過資格認定的藥學技術人
員、工程技術人員及相應的技術工
人；
（二）具有與其藥品生產相適應的廠房、設
施和衛生環境；
（三）具有能對所生產藥品進行品質管制和
品質檢驗的機構、人員以及必要的儀
器設備；
（四）具有保證藥品品質的規章制度。

第 29 條
西藥製造業者，應由專任藥師駐廠監製；
中藥製造業者，應由專任中醫師或修習中
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駐廠監製。
中藥製造業者，以西藥劑型製造中藥，或
摻入西藥製造中藥時，除依前項規定外，
應由專任藥師監製。
西藥、中藥製造業者，設立分廠，仍應依
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31 條
從事人用生物藥品製造業者，應聘用國內
外大學院校以上醫藥或生物學等系畢業，
具有微生物學、免疫學藥品製造專門知
識，並有五年以上製造經驗之技術人員，
駐廠負責製造。

第九條
藥品生產企業必須按照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
門依據本法制定的《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組
織生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按照規定對藥品生產
企業是否符合《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的要求
進行認證；對認證合格的，發給認證證書。
《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的具體實施辦

第 57 條
製造藥物，應領有工廠登記證。但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為研發而製造之藥物，
不在此限。
藥物製造工廠或場所之設備及衛生條件，
應符合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經衛生及
工業主管機關檢查合格後，始予核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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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相關條文

我國藥事法相關條文

法、實施步驟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 記；其廠址或場所遷移者，應申請變更登
記。
第十條
除中藥飲片的炮製外，藥品必須按照國家藥品標 藥物之製造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
準和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的生產工藝 者，藥商得繳納費用，向中央衛生主管機
進行生產，生產記錄必須完整準確。藥品生產企 關申領證明書。
業改變影響藥品品質的生產工藝的，必須報原批 藥物之國外製造廠，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並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期或依實際需要
准部門審核批准。
中藥飲片必須按照國家藥品標準炮製；國家藥品 赴廠檢查之。
標準沒有規定的，必須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 前四項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准基準
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制定的炮製規範炮 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製。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 關會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定之。
部門制定的炮製規範應當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
理部門備案。
第十一條
生產藥品所需的原料、輔料，必須符合藥用要求。
第十二條
藥品生產企業必須對其生產的藥品進行品質檢
驗；不符合國家藥品標準或者不按照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制定的中
藥飲片炮製規範炮製的，不得出廠。
第十三條
經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或者國務院藥品監
督管理部門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藥品生產企業可以接受
委託生產藥品。
第三章

第 58 條
藥物工廠，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不得委託他廠製造或接受委託製
造藥物。

藥品經營企業管理

第十四條
開辦藥品批發企業，須經企業所在地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並發
給《藥品經營許可證》；開辦藥品零售企業，須
經企業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批准並發給《藥品經營許可證》，憑《藥品經營
許可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登記註冊。無
《藥品經營許可證》的，不得經營藥品。
《藥品經營許可證》應當標明有效期和經營範
圍，到期重新審查發證。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開辦藥品經營企業，除依
據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遵循合理
佈局和方便群眾購藥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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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條
凡申請為藥商者，應申請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繳納執照費，領
得許可執照後，方准營業；其登記事項如
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登記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藥商分設營業處所或分廠，仍應依第一項
規定，各別辦理藥商登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相關條文

我國藥事法相關條文

第十五條
開辦藥品經營企業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具有依法經過資格認定的藥學技術人員；
（二）具有與所經營藥品相適應的營業場所、設
備、倉儲設施、衛生環境；
（三）具有與所經營藥品相適應的品質管制機構
或者人員；
（四）具有保證所經營藥品品質的規章制度。

第 28 條
西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應由專任
藥師駐店管理。但不售賣麻醉藥品者，得
由專任藥劑生為之。
中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應由專任
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
或藥劑生駐店管理。
西藥、中藥販賣業者，分設營業處所，仍
應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
第 34 條
藥局應請領藥局執照，並於明顯處標示經
營者之身分姓名。其設立、變更登記，準
用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藥局兼營藥品零售業務，應適用關於藥商
之規定。但無須另行請領藥商許可執照。

第十六條
藥品經營企業必須按照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
門依據本法制定的《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經
營藥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按照規定對藥品經營
企業是否符合《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的要求
進行認證；對認證合格的，發給認證證書。
《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的具體實施辦法、實
施步驟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

第十七條
第 49 條
藥品經營企業購進藥品，必須建立並執行進貨檢 藥商不得買賣來源不明或無藥商許可執照
查驗收制度，驗明藥品合格證明和其他標識；不 者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符合規定要求的，不得購進。
第十八條
藥品經營企業購銷藥品，必須有真實完整的購銷
記錄。購銷記錄必須注明藥品的通用名稱、劑
型、規格、批號、有效期、生產廠商、購（銷）
貨單位、購（銷）貨數量、購銷價格、購（銷）
貨日期及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其他
內容。
第十九條
藥品經營企業銷售藥品必須準確無誤，並正確說
明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項；調配處方必須經過核
對，對處方所列藥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者代用。對
有配伍禁忌或者超劑量的處方，應當拒絕調配；
必要時，經處方醫師更正或者重新簽字，方可調
配。
藥品經營企業銷售中藥材，必須標明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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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藥品之調劑，非依一定作業程序，不得為
之；其作業準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前項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不含麻醉藥品
者，得由藥劑生為之。
醫院中之藥品之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
本法八十二年二月五日修正施行前已在醫
院中服務之藥劑生，適用前項規定，並得
繼續或轉院任職。
中藥之調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由中
醫師監督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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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藥品經營企業必須制定和執行藥品保管制度，採
取必要的冷藏、防凍、防潮、防蟲、防鼠等措施，
保證藥品品質。
藥品入庫和出庫必須執行檢查制度。
第二十一條
城鄉集市貿易市場可以出售中藥材，國務院另有
規定的除外。
城 鄉 集 市 貿 易 市 場 不得 出 售 中 藥 材 以 外 的藥
品，但持有《藥品經營許可證》的藥品零售企業
在規定的範圍內可以在城鄉集市貿易市場設點
出售中藥材以外的藥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
定。
第四章

醫療機構的藥劑管理

第二十二條
醫療機構必須配備依法經過資格認定的藥學技
術人員。非藥學技術人員不得直接從事藥劑技術
工作。
第二十三條
醫療機構配製製劑，須經所在地省、自治區、直
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審核同意，由省、自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
發給《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無《醫療機構製
劑許可證》的，不得配製製劑。
《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應當標明有效期，到期
重新審查發證。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配製製劑，必須具有能夠保證製劑品質
的設施、管理制度、檢驗儀器和衛生條件。
第二十五條
醫療機構配製的製劑，應當是本單位臨床需要而
市場上沒有供應的品種，並須經所在地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後方
可配製。配製的製劑必須按照規定進行品質檢
驗；合格的，憑醫師處方在本醫療機構使用。特
殊情況下，經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
民政府的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醫療機構配製
的製劑可以在指定的醫療機構之間調劑使用。
醫療機構配製的製劑，不得在市場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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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醫療機構購進藥品，必須建立並執行進貨檢查驗
收制度，驗明藥品合格證明和其他標識；不符合
規定要求的，不得購進和使用。
第二十七條
醫療機構的藥劑人員調配處方，必須經過核對，
對處方所列藥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者代用。對有配
伍禁忌或者超劑量的處方，應當拒絕調配；必要
時，經處方醫師更正或者重新簽字，方可調配。

第 37 條
藥品之調劑，非依一定作業程序，不得為
之；其作業準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前項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不含麻醉藥品
者，得由藥劑生為之。
第二十八條
醫療機構必須制定和執行藥品保管制度，採取必 醫院中之藥品之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
要的冷藏、防凍、防潮、防蟲、防鼠等措施，保 本法八十二年二月五日修正施行前已在醫
院中服務之藥劑生，適用前項規定，並得
證藥品品質。
繼續或轉院任職。
中藥之調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由中
醫師監督為之。
「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
第五章

藥品管理

第二十九條
研製新藥，必須按照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的
規定如實報送研製方法、品質指標、藥理及毒理
試驗結果等有關資料和樣品，經國務院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批准後，方可進行臨床試驗。藥物臨床
試驗機構資格的認定辦法，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
理部門、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共同制定。
完成臨床試驗並通過審批的新藥，由國務院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發給新藥證書。

第 44 條
試驗用藥物，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供經核可之教學醫院臨床試驗，以確
認其安全與醫療效能。

第三十條
藥物的非臨床安全性評價研究機構和臨床試驗
機構必須分別執行藥物非臨床研究品質管制規
範、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
藥物非臨床研究品質管制規範、藥物臨床試
驗品質管制規範由國務院確定的部門制定。
第三十一條
生產新藥或者已有國家標準的藥品的，須經國務
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並發給藥品批准文
號；但是，生產沒有實施批准文號管理的中藥材
和中藥飲片除外。實施批准文號管理的中藥材、
中藥飲片品種目錄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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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規格、性
能、製法之要旨，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有關
資料或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標籤、原文
和中文仿單及樣品，並繳納費用，申請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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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國務院中醫藥管理部門制定。
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
藥品生產企業在取得藥品批准文號後，方可 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藥品試製經核准
生產該藥品。
輸入原料藥者，不適用前項規定；其申請
條件及應繳費用，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項輸入藥品，應由藥品許可證所有人
及其授權者輸入。
申請第一項藥品查驗登記、依第四十六條
規定辦理藥品許可證變更、移轉登記及依
第四十七條規定辦理藥品許可證展延登
記、換發及補發，其申請條件、審查程序、
核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由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以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定
之。
第三十二條
藥品必須符合國家藥品標準。中藥飲片依照本法
第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執行。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藥典》和藥品標準為國家藥品標準。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組織藥典委員會，負責
國家藥品標準的制定和修訂。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的藥品檢驗機構負責
標定國家藥品標準品、對照品。

第 42 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於製造、輸入之藥
物，應訂定作業準則，作為核發、變更及
展延藥物許可證之基準。
前項作業準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組織藥學、醫學和其他
技術人員，對新藥進行審評，對已經批准生產的
藥品進行再評價。
第三十四條
第 49 條
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經營企業、醫療機構必須從 藥商不得買賣來源不明或無藥商許可執照
具有藥品生產、經營資格的企業購進藥品；但 者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是，購進沒有實施批准文號管理的中藥材除外。
第三十五條
國家對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
放射性藥品，實行特殊管理。管理辦法由國務院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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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條
西藥販賣業者及西藥製造業者，購存或售
賣管制藥品及毒劇藥品，應將藥品名稱、
數量，詳列簿冊，以備檢查。管制藥品並
應專設櫥櫃加鎖儲藏。
管制藥品及毒劇藥品之標籤，應載明警語
及足以警惕之圖案或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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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 條
管制藥品及毒劇藥品，須有醫師之處方，
始得調劑、供應。
前項管制藥品應憑領受人之身分證明並將
其姓名、地址、統一編號及所領受品量，
詳錄簿冊，連同處方箋保存之，以備檢查。
管制藥品之處方及調劑，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得限制之。
第 62 條
第五十九條及第六十條所規定之處方箋、
簿冊，均應保存五年。
第 64 條
中藥販賣業者及中藥製造業者，非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售賣或使用管制
藥品。
中藥販賣業者及中藥製造業者售賣毒劇性
之中藥，非有中醫師簽名、蓋章之處方箋，
不得出售；其購存或出售毒劇性中藥，準
用第五十九條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
國家實行中藥品種保護制度。具體辦法由國務院
制定。
第三十七條
第 8 條
國家對藥品實行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制 本法所稱製劑，係指以原料藥經加工調
度。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製，製成一定劑型及劑量之藥品。
製劑分為醫師處方藥品、醫師藥師藥劑生
指示藥品、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
前項成藥之分類、審核、固有成方製劑製
售之申請、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販賣之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第 78 條
禁止進口療效不確、不良反應大或者其他原因危 經稽查或檢驗為偽藥、劣藥、禁藥及不良
害人體健康的藥品。
醫療器材，除依本法有關規定處理外，並
應為左列處分：
一、製造或輸入偽藥、禁藥及頂替使用許
可證者，應由原發證照機關，廢止其
全部製造、輸入許可證、工廠登記證
及營業許可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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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偽藥、禁藥者，
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登
報公告其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
藥品名稱及所犯情節；再次違反者，
得停止其營業。
三、製造、輸入、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
劣藥、不良醫療器材者，由直轄市或
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登報公告其商
號、地址、負責人姓名、藥物名稱及
所犯情節；其情節重大或再次 違 反
者，得廢止其各該許可證及停止其營
業。
前項規定於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之醫療
器材，準用之。
第 79 條
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沒入銷燬之。
查獲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如係本國製
造，經檢驗後仍可改製使用者，應由直轄
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
造廠商限期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
製者，沒入銷燬之；如係核准輸入者，應
即封存，並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
關責令原進口商限期退運出口，屆期未能
退貨者，沒入銷燬之。
前項規定於經依法認定為未經核准而製
造、輸入之醫療器材，準用之。

第三十九條
藥品進口，須經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組織審
查，經審查確認符合品質標準、安全有效的，方
可批准進口，並發給進口藥品註冊證書。
醫療單位臨床急需或者個人自用進口的少量藥
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進口手續。
第四十條
藥品必須從允許藥品進口的口岸進口，並由進口
藥品的企業向口岸所在地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登
記備案。海關憑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出具的《進口
藥品通關單》放行。無《進口藥品通關單》的，
海關不得放行。
口岸所在地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通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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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本法所稱禁藥，係指藥品有左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禁止製
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
之毒害藥品。
二、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但旅客或
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自用藥品進
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自用藥品之限量，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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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檢驗機構按照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的規
定對進口藥品進行抽查檢驗，並依照本法第四十
一條第二款的規定收取檢驗費。
允許藥品進口的口岸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
理部門會同海關總署提出，報國務院批准。
第四十一條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下列藥品在銷售前
或者進口時，指定藥品檢驗機構進行檢驗；檢驗
不合格的，不得銷售或者進口：
（一）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生物製
品；
（二）首次在中國銷售的藥品；
（三）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藥品。
前款所列藥品的檢驗費專案和收費標準由國務
院財政部門會同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核定並公
告。檢驗費收繳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會同國務
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制定。
第四十二條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已經批准生產或者
進口的藥品，應當組織調查；對療效不確、不良
反應大或者其他原因危害人體健康的藥品，應當
撤銷批准文號或者進口藥品註冊證書。
已被撤銷批准文號或者進口藥品註冊證書
的藥品，不得生產或者進口、銷售和使用；已經
生產或者進口的，由當地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監督
銷毀或者處理。

第 48 條
藥物於其製造、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間內，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重新評估確定有安全
或醫療效能疑慮者，得限期令藥商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廢止其許可證。但安全疑
慮重大者，得逕予廢止之。
第 76 條
經許可製造、輸入之藥物，經發現有重大
危害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除應隨時公告
禁止其製造、輸入外，並廢止其藥物許可
證；其已製造或輸入者，應限期禁止其輸
出、調劑、販賣、供應、運送、寄藏、牙
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必要時並得
沒入銷燬之。

第四十三條
國家實行藥品儲備制度。
國內發生重大災情、疫情及其他突發事件時，國
務院規定的部門可以緊急調用企業藥品。
第四十四條
第 56 條
對國內供應不足的藥品，國務院有權限制或者禁 經核准製售之藥物，如輸出國外銷售時，
止出口。
其應輸入國家要求證明文字者，應於輸出
前，由製造廠商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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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輸出證明書。
前項藥物，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有不敷國
內需要之虞時，得限制其輸出。

第四十五條
進口、出口麻醉藥品和國家規定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範圍內的精神藥品，必須持有國務院藥品監督管
理部門發給的《進口准許證》、《出口准許證》。
第四十六條
新發現和從國外引種的藥材，經國務院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審核批准後，方可銷售。
第四十七條
地區性民間慣用藥材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藥品
監督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中醫藥管理部門制定。
第四十八條
禁止生產（包括配製，下同）、銷售假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假藥：
（一）藥品所含成份與國家藥品標準規定的成份
不符的；
（二）以非藥品冒充藥品或者以他種藥品冒充此
種藥品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藥品，按假藥論處：
（一）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禁止使用
的；
（二）依照本法必須批准而未經批准生產、進
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
銷售的；
（三）變質的；
（四）被污染的；
（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須取得批准文號而未取得
批准文號的原料藥生產的；
（六）所標明的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範
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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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
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
二、所含有效成分之名稱，與核准不符者。
三、將他人產品抽換或摻雜者。
四、塗改或更換有效期間之標示者。
第 21 條
本法所稱劣藥，係指核准之藥品經稽查或
檢驗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一、擅自添加非法定著色劑、防腐劑、香
料、矯味劑及賦形劑者。
二、所含有效成分之質、量或強度，與核
准不符者。
三、藥品中一部或全部含有污穢或異物者。
四、有顯明變色、混濁、沈澱、潮解或已
腐化分解者。
五、主治效能與核准不符者。
六、超過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者。
七、因儲藏過久或儲藏方法不當而變質者。
八、裝入有害物質所製成之容器或使用回
收容器者。
第 22 條
本法所稱禁藥，係指藥品有左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禁止製
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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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毒害藥品。
二、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但旅客或
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自用藥品進
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自用藥品之限量，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公告之。

第四十九條
禁止生產、銷售劣藥。
藥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國家藥品標準的，為劣
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藥品，按劣藥論處：
（一）未標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
（二）不注明或者更改生產批號的；
（三）超過有效期的；
（四）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未經批准
的；
（五）擅自添加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
及輔料的；
（六）其他不符合藥品標準規定的。

第五十條
列 入 國 家 藥 品 標 準 的藥 品 名 稱 為 藥 品 通 用名
稱。已經作為藥品通用名稱的，該名稱不得作為
藥品商標使用。
第五十一條
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直接接
觸藥品的工作人員，必須每年進行健康檢查。患
有傳染病或者其他可能污染藥品的疾病的，不得
從事直接接觸藥品的工作。
第六章

藥品包裝的管理

第五十二條
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必須符合藥用
要求，符合保障人體健康、安全的標準，並由藥
品監督管理部門在審批藥品時一併審批。
藥品生產企業不得使用未經批准的直接接觸藥
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
對不合格的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由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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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
本法所稱劣藥，係指核准之藥品經稽查或
檢驗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一、擅自添加非法定著色劑、防腐劑、香
料、矯味劑及賦形劑者。
二、所含有效成分之質、量或強度，與核
准不符者。
三、藥品中一部或全部含有污穢或異物者。
四、有顯明變色、混濁、沈澱、潮解或已
腐化分解者。
五、主治效能與核准不符者。
六、超過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者。
七、因儲藏過久或儲藏方法不當而變質者。
八、裝入有害物質所製成之容器或使用回
收容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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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
藥品包裝必須適合藥品品質的要求，方便儲存、
運輸和醫療使用。
發運中藥材必須有包裝。在每件包裝上，必須注
明品名、產地、日期、調出單位，並附有品質合
格的標誌。

第 75 條
藥物之標籤、仿單或包裝，應依核准，分
別刊載左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二、品名及許可證字號。
三、批號。
四、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
五、主要成分含量、用量及用法。
六、主治效能、性能或適應症。
七、副作用、禁忌及其他注意事項。
八、其他依規定應刊載事項。
前項第四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
免予刊載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四條
藥品包裝必須按照規定印有或者貼有標籤並附
有說明書。
標籤或者說明書上必須注明藥品的通用名稱、成
份、規格、生產企業、批准文號、產品批號、生
產日期、有效期、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
用量、禁忌、不良反應和注意事項。
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放射性
藥品、外用藥品和非處方藥的標籤，必須印有規
定的標誌。
第七章

藥品價格和廣告的管理

第五十五條
依法實行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的藥品，政府價
格主管部門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
規定的定價原則，依據社會平均成本、市場供求
狀況和社會承受能力合理制定和調整價格，做到
質價相符，消除虛高價格，保護用藥者的正當利
益。
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必須執行
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提
高價格。
藥品生產企業應當依法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如
實提供藥品的生產經營成本，不得拒報、虛報、
瞞報。
第五十六條
依法實行市場調節價的藥品，藥品的生產企業、
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應當按照公平、合理和誠實
信用、質價相符的原則制定價格，為用藥者提供
價格合理的藥品。
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應當遵守
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關於藥價管理的規定，制定
和標明藥品零售價格，禁止暴利和損害用藥者利
益的價格欺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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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醫療機構應當依法
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提供其藥品的實際購銷價
格和購銷數量等資料。
第五十八條
醫 療 機 構 應 當 向 患 者提 供 所 用 藥 品 的 價 格清
單；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還應當按照規定的辦
法如實公佈其常用藥品的價格，加強合理用藥的
管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
第五十九條
禁止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在藥
品購銷中帳外暗中給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
益。
禁止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或者其代理人以
任 何 名 義 給 予 使 用 其藥 品 的 醫 療 機 構 的 負責
人、藥品採購人員、醫師等有關人員以財物或者
其他利益。禁止醫療機構的負責人、藥品採購人
員、醫師等有關人員以任何名義收受藥品的生產
企業、經營企業或者其代理人給予的財物或者其
他利益。
第六十條
藥品廣告須經企業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
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並發給藥品廣告
批准文號；未取得藥品廣告批准文號的，不得發
佈。
處方藥可以在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和國務院藥
品監督管理部門共同指定的醫學、藥學專業刊物
上介紹，但不得在大眾傳播媒介發佈廣告或者以
其他方式進行以公眾為物件的廣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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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條
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有
文字、圖畫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
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業者送驗核准
文件。原核准機關發現已核准之藥物廣告
內容或刊播方式危害民眾健康或有重大危
害之虞時，應令藥商立即停止刊播並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之。
藥物廣告在核准登載、刊播期間不得變更
原核准事項。
傳播業者不得刊播未經中央或直轄市衛生
主管機關核准、與核准事項不符、已廢止
或經令立即停止刊播並限期改善而尚未改
善之藥物廣告。
接受委託刊播之傳播業者，應自廣告之日
起六個月，保存委託刊播廣告者之姓名
(法人或團體名稱) 、身分證或事業登記證
字號、住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 及電話等
資料，且於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時，不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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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妨礙或拒絕。
第 67 條
須由醫師處方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
指定之藥物，其廣告以登載於學術性醫療
刊物為限。

第六十一條
藥品廣告的內容必須真實、合法，以國務院藥品
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的說明書為准，不得含有虛假
的內容。
藥品廣告不得含有不科學的表示功效的斷言或
者保證；不得利用國家機關、醫藥科研單位、學
術機構或者專家、學者、醫師、患者的名義和形
象作證明。
非藥品廣告不得有涉及藥品的宣傳。

第 68 條
藥物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
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者。
二、利用書刊資料保證其效能或性能。
三、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四、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第 69 條
非本法所稱之藥物，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
示或宣傳。

第六十二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應當對其批准的藥品廣告進行檢查，對於違反本
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廣告，應當向
廣告監督管理機關通報並提出處理建議，廣告監
督管理機關應當依法作出處理。
第六十三條
藥品價格和廣告，本法未規定的，適用《中華人
民共和國價格法》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
規定。
第八章

藥品監督

第六十四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有權按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
定對報經其審批的藥品研製和藥品的生產、經營
以及醫療機構使用藥品的事項進行監督檢查，有
關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和隱瞞。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進行監督檢查時，必須出
示證明檔，對監督檢查中知悉的被檢查人的技術
秘密和業務秘密應當保密。

第 71 條
衛生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藥物製造業
者，販賣業者之處所設施及有關業務，並
得出具單據抽驗其藥物，業者不得無故拒
絕。但抽驗數量以足供檢驗之用者為限。
藥物製造業者之檢查，必要時得會同工業
主管機關為之。
本條所列實施檢查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五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根據監督檢查的需要，可以對
藥品品質進行抽查檢驗。抽查檢驗應當按照規定
抽樣，並不得收取任何費用。所需費用按照國務
院規定列支。

第 7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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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醫療機構或藥局
之有關業務，並得出具單據抽驗其藥物，
受檢者不得無故拒絕。但抽驗數量以足供
檢驗之用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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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有證據證明可能危害人體
健康的藥品及其有關材料可以採取查封、扣押的
行政強制措施，並在七日內作出行政處理決定；
藥品需要檢驗的，必須自檢驗報告書發出之日起
十五日內作出行政處理決定。

第 76 條
經許可製造、輸入之藥物，經發現有重大
危害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除應隨時公告
禁止其製造、輸入外，並廢止其藥物許可
證；其已製造或輸入者，應限期禁止其輸
出、調劑、販賣、供應、運送、寄藏、牙
第六十六條
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藥品監 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必要時並得
督管理部門應當定期公告藥品品質抽查檢驗的 沒入銷燬之。
結果；公告不當的，必須在原公告範圍內予以更 第 77 條
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對於涉嫌
正。
之偽藥、劣藥、禁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就
偽藥、禁藥部分，應先行就地封存，並抽
取樣品予以檢驗後，再行處理；就劣藥、
不良醫療器材部分，得先行就地封存，並
抽取樣品予以檢驗後，再行處理。其對衛
生有重大危害者，應於報請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核准後，沒入銷燬之。
前項規定於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之醫療
器材，準用之。
第六十七條
當事人對藥品檢驗機構的檢驗結果有異議的，可
以自收到藥品檢驗結果之日起七日內向原藥品
檢驗機構或者上一級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
者確定的藥品檢驗機構申請複驗，也可以直接向
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者確定的藥品
檢驗機構申請複驗。受理複驗的藥品檢驗機構必
須在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時間內作
出複驗結論。
第六十八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按照規定，依據《藥品生
產品質管制規範》、《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
對經其認證合格的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經營企業
進行認證後的跟蹤檢查。
第六十九條
地方人民政府和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不得以要求
實施藥品檢驗、審批等手段限制或者排斥非本地
區藥品生產企業依照本法規定生產的藥品進入
本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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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及其設置的藥品檢驗機構和
確定的專業從事藥品檢驗的機構不得參與藥品
生產經營活動，不得以其名義推薦或者監製、監
銷藥品。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及其設置的藥品檢驗機構和
確定的專業從事藥品檢驗的機構的工作人員不
得參與藥品生產經營活動。
第七十一條
國家實行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制度。藥品生產企
業、藥品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必須經常考察本單
位所生產、經營、使用的藥品品質、療效和反應。
發現可能與用藥有關的嚴重不良反應，必須及時
向當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
理部門和衛生行政部門報告。具體辦法由國務院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制
定。
對已確認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藥品，國務院
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藥品監督管
理部門可以採取停止生產、銷售、使用的緊急控
制措施，並應當在五日內組織鑒定，自鑒定結論
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內依法作出行政處理決定。

第 45-1 條
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對於因藥物所引起
之嚴重不良反應，應行通報；其方式、內
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二條
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的藥品
檢驗機構或者人員，應當接受當地藥品監督管理
部門設置的藥品檢驗機構的業務指導。
第九章

法律責任

第七十三條
未取得《藥品生產許可證》、《藥品經營許可證》
或者《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生產藥品、經營藥
品的，依法予以取締，沒收違法生產、銷售的藥
品和違法所得，並處違法生產、銷售的藥品（包
括已售出的和未售出的藥品，下同）貨值金額二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

第 82 條
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處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七十四條
生產、銷售假藥的，沒收違法生產、銷售的藥品 第 83 條
和違法所得，並處違法生產、銷售藥品貨值金額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
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有藥品批准證明文件 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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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予以撤銷，並責令停產、停業整頓；情節嚴重
的，吊銷《藥品生產許可證》
、
《藥品經營許可證》
或者《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

列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92 條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十
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
七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
條之一、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五
十條第一項、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五十七條之一、第五十八條、
第五十九條、第六十條、第六十四條、第
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四
條、第七十五條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九條規定，或調劑、供應毒劇
藥品違反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者，對其藥
品管理人、監製人，亦處以前項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者，
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當地衛生主管機
關得公布藥廠或藥商名單及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停止其營業，其藥
物許可證並不准展延或不予受理其製造廠
其他藥物之新申請案件，情節重大者，並
得廢止已核准之許可證。
違反第六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十
七條、第六十八條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93 條

第七十五條
生產、銷售劣藥的，沒收違法生產、銷售的藥品
和違法所得，並處違法生產、銷售藥品貨值金額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
產、停業整頓或者撤銷藥品批准證明檔、吊銷《藥
品生產許可證》
、
《藥品經營許可證》或者《醫療
機構製劑許可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責任。
第七十六條
從事生產、銷售假藥及生產、銷售劣藥情節嚴重
的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
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十年內不得從事藥品生產、經
營活動。
對生產者專門用於生產假藥、劣藥的原輔材料、
包裝材料、生產設備，予以沒收。
第七十七條
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屬於假劣藥品而為其提供運
輸、保管、倉儲等便利條件的，沒收全部運輸、
保管、倉儲的收入，並處違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
上三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責任。
第七十八條
對假藥、劣藥的處罰通知，必須
載明藥品檢驗機構的品質檢驗結果；但是，本法
第四十八條第三款第（一）、（二）、（五）、（六）
項和第四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除外。

第七十九條
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藥
物非臨床安全性評價研究機構、藥物臨床試驗機
構未按照規定實施《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
《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藥物非臨床研究品
質管制規範、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的，給
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停
產、停業整頓，並處五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的罰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三
款；情節嚴重的，吊銷《藥品生產許可證》、《藥 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或第六十
品經營許可證》和藥物臨床試驗機構的資格。
二條規定之一，或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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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條
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或者醫療機構違反本
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從無《藥品生產許可證》、
《藥品經營許可證》的企業購進藥品的，責令改
正，沒收違法購進的藥品，並處違法購進藥品貨
值金額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
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吊銷《藥品生
產許可證、《藥品經營許可證》或者醫療機構執
業許可證書。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成藥、固有成方製劑之製造、標示及
販售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八條
第三項規定所定辦法。
二、醫療器材之分級及管理違反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定
辦法。
三、藥物樣品、贈品之使用及包裝違反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所定辦法。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規定者，
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衛生主管機關並得
停止其營業。
第 94 條
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七十三條第二
項、第八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或第
二項規定之一者，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第八十一條
進口已獲得藥品進口註冊證書的藥品，未按照本
法規定向允許藥品進口的口岸所在地的藥品監
督管理部門登記備案的，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撤銷進口藥品註冊證書。
第八十二條
偽造、變造、買賣、出租、出借許可證或者藥品
批准證明文件的，沒收違法所得，並處違法所得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
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並
吊銷賣方、出租方、出借方的《藥品生產許可
證》
、
《藥品經營許可證》
、
《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
或者撤銷藥品批准證明檔；構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責任。
第八十三條
違反本法規定，提供虛假的證明、檔資料樣品或
者採取其他欺騙手段取得《藥品生產許可證》、
《藥品經營許可證》
、
《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或
者藥品批准證明檔的，吊銷《藥品生產許可證》、
《藥品經營許可證》
、
《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或
者撤銷藥品批准證明檔，五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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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條
藥商使用不實資料或證件，辦理申請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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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除撤銷該藥物許可證外，二年內不得
申請該藥物許可證之查驗登記；其涉及刑
事責任者，並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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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處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八十四條
醫療機構將其配製的製劑在市場銷售的，責令改
正，沒收違法銷售的製劑，並處違法銷售製劑貨
值金額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
的，沒收違法所得。
第八十五條
藥品經營企業違反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規定
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情節嚴重的，吊銷《藥
品經營許可證》。

第 79 條
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沒入銷燬之。
查獲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如係本國製
造，經檢驗後仍可改製使用者，應由直轄
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
第八十六條
藥品標識不符合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除依法 造廠商限期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
應當按照假藥、劣藥論處的外，責令改正，給予 製者，沒入銷燬之；如係核准輸入者，應
警告；情節嚴重的，撤銷該藥品的批准證明文件。 即封存，並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
關責令原進口商限期退運出口，屆期未能
退貨者，沒入銷燬之。
前項規定於經依法認定為未經核准而製
造、輸入之醫療器材，準用之。
第八十七條
藥品檢驗機構出具虛假檢驗報告，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責令改正，
給予警告，對單位並處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
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
員依法給予降級、撤職、開除的處分，並處三萬
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情節嚴重的，撤銷其檢驗資格。藥品檢驗機構出
具的檢驗結果不實，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相應
的賠償責任。
第八十八條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至 第八 十 七 條 規 定 的 行 政處
罰，由縣級以上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按照國務院藥
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職責分工決定；吊銷《藥
品生產許可證》、《藥品經營許可證、《醫療機構
製劑許可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書或者撤銷
藥品批准證明檔的，由原發證、批准的部門決定。
第八十九條
違反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
關於藥品價格管理的規定的，依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價格法》的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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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及醫療器材查驗
登記審查準則提出申請之案件，其送驗藥
物經檢驗與申請資料不符者，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自檢驗結果確定日起六個月內，不
予受理其製造廠其他藥物之新申請案件。
前項情形於申復期間申請重新檢驗仍未通
過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自重新檢驗結果
確定日起一年內，不予受理其製造廠其他
藥物之新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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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條
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醫療機構在藥品購
銷中暗中給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藥品
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或者其代理人給予使用其
藥品的醫療機構的負責人、藥品採購人員、醫師
等有關人員以財物或者其他利益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門處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有
違法所得的，予以沒收；情節嚴重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門吊銷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經營企業的
營業執照，並通知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由藥品監
督管理部門吊銷其《藥品生產許可證》
、
《藥品經
營許可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九十一條
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的負責人、採購人員
等有關人員在藥品購銷中收受其他生產企業、經
營企業或者其代理人給予的財物或者其他利益
的，依法給予處分，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醫療機構的負責人、藥品採購人員、醫師等有關
人員收受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經營企業或者其代
理人給予的財物或者其他利益的，由衛生行政部
門或者本單位給予處分，沒收違法所得；對違法
行為情節嚴重的執業醫師，由衛生行政部門吊銷
其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九十二條
違反本法有關藥品廣告的管理規定的，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規定處罰，並由發給廣
告批准文號的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撤銷廣告批准
文號，一年內不受理該品種的廣告審批申請；構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藥品廣告不依法履行
審查職責，批准發佈的廣告有虛假或者其他違反
法律、行政法規的內容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
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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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 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或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其違法物
品沒入銷燬之。
第 95 條
傳播業者違反第六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其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限期停止而仍
繼續刊播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二千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次連續處罰，
至其停止刊播為止。
傳播業者違反第六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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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藥事法相關條文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應按次連續處罰。
第 96 條
違反第七章規定之藥物廣告，除依本章規
定處罰外，衛生主管機關得登報公告其負
責人姓名、藥物名稱及所犯情節，情節重
大者，並得廢止該藥物許可證；其原品名
二年內亦不得申請使用。
前項經廢止藥物許可證之違規藥物廣告，
仍應由原核准之衛生主管機關責令該業者
限期在原傳播媒體同一時段及相同篇幅刊
播，聲明致歉。屆期未刊播者，翌日起停
止該業者之全部藥物廣告，並不再受理其
廣告之申請。

第九十三條
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醫療機構違反本法
規定，給藥品使用者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
責任。
第九十四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
一的，由其上級主管機關或者監察機關責令收回
違法發給的證書、撤銷藥品批准證明文件，對直
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
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對不符合《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
、
《藥
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的企業發給符合有
關規範的認證證書的，或者對取得認證證
書的企業未按照規定履行跟蹤檢查的職
責，對不符合認證條件的企業未依法責令
其改正或者撤銷其認證證書的；
（二）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單位發給《藥品生產
許可證》
、
《藥品經營許可證》或者《醫療
機構製劑許可證》的；
（三）對不符合進口條件的藥品發給進口藥品註
冊證書的；
（四）對不具備臨床試驗條件或者生產條件而批
准進行臨床試驗、發給新藥證書、發給藥
品批准文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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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犯本章各條之罪或包庇他人犯本章各條之
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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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或者其設置的藥品檢驗機構
或者其確定的專業從事藥品檢驗的機構參與藥
品生產經營活動的，由其上級機關或者監察機關
責令改正，有違法收入的予以沒收；情節嚴重
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或者其設置的藥品檢驗機構
或者其確定的專業從事藥品檢驗的機構的工作
人員參與藥品生產經營活動的，依法給予行政處
分。
第九十六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或者其設置、確定的藥品檢驗
機構在藥品監督檢驗中違法收取檢驗費用的，由
政府有關部門責令退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對違法
收取檢驗費用情節嚴重的藥品檢驗機構，撤銷其
檢驗資格。
第九十七條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部 門 應當 依 法 履 行 監 督 檢 查職
責，監督已取得《藥品生產許可證》
、
《藥品經營
許可證》的企業依照本法規定從事藥品生產、經
營活動。
已取得《藥品生產許可證》、《藥品經營許可證》
的企業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除依法追究該
企業的法律責任外，對有失職、瀆職行為的藥品
監督管理部門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
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
第九十八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下級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違
反本法的行政行為，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有權予以改變或者撤銷。
第九十九條
藥品監督管理人員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怠忽職
守，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
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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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犯本章各條之罪或包庇他人犯本章各條之
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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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條
依照本法被吊銷《藥品生產許可證》
、
《藥品經營
許可證》的，由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通知工商行政
管理部門辦理變更或者註銷登記。
第一百零一條
條本章規定的貨值金額以違法生產、銷售藥品的
標價計算；沒有標價的，按照同類藥品的市場價
格計算。
第十章

附則

第一百零二條
本法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藥品，是指用於預防、治療、診斷人的疾病，有
目的地調節人的生理機能並規定有適應症或者
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質，包括中藥材、中
藥飲片、中成藥、化學原料藥及其製劑、抗生素、
生化藥品、放射性藥品、血清、疫苗、血液製品
和診斷藥品等。
輔料，是指生產藥品和調配處方時所用的賦形劑
和附加劑。
藥品生產企業，是指生產藥品的專營企業或者兼
營企業。
藥品經營企業，是指經營藥品的專營企業或者兼
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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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原料
藥及製劑：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
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治療、
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之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
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第 14 條
本法所稱藥商，係指左列各款規定之業者：
一、藥品或醫療器材販賣業者。
二、藥品或醫療器材製造業者。
第 15 條
本法所稱藥品販賣業者，係指左列各款規
定之業者：
一、經營西藥批發、零售、輸入及輸出之
業者。
二、經營中藥批發、零售、調劑、輸入及
輸出之業者。
第 16 條
本法所稱藥品製造業者，係指經營藥品之
製造、加工與其產品批發、輸出及自用原
料輸入之業者。
前項藥品製造業者輸入自用原料，應於每
次進口前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後，始得進口；已進口之自用原料，非經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轉售或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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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製造業者，得兼營自製產品之零售業
務。

第一百零三條
第 103 條
中藥材的種植、採集和飼養的管理辦法，由國務 本法公布後，於六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院另行制定。
依規定換領中藥販賣業之藥商許可執照有
案者，得繼續經營第十五條之中藥販賣業
務。
八十二年二月五日前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審核，予以列冊登記者，或領有經營中
藥證明文件之中藥從業人員，並修習中藥
課程達適當標準，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
務。
前項中藥販賣業務範圍包括︰中藥材及中
藥製劑之輸入、輸出及批發；中藥材及非
屬中醫師處方藥品之零售；不含毒劇中藥
材或依固有成方調配而成之傳統丸、散、
膏、丹、及煎藥。
上述人員、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或在未設
中藥師之前曾聘任中醫師、藥師及藥劑生
駐店管理之中藥商期滿三年以上之負責
人，經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領有地
方衛生主管機關證明文件；並經國家考試
及格者，其業務範圍如左︰
一、中藥材及中藥製劑之輸入、輸出及批
發。
二、中藥材及非屬中醫師處方藥品之零售。
三、不含毒劇中藥材或依固有成方調配而
成之傳統丸、散、膏、丹、及煎藥。
四、中醫師處方藥品之調劑。
前項考試，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一百零四條
國家對預防性生物製品的流通實行特殊管理。具
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第一百零五條
中
國人民解放軍執行本法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
中央軍事委員會依據本法制定。
第一百零六條
本法自 200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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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與藥品註冊管理辦法、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之比
較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

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相關條文

則

第一條
第 1 條
為保證藥品的安全、有效和品質可控，規範藥品 本準則依藥事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
註冊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
（以 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下簡稱《藥品管理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
可法》（以下簡稱《行政許可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
（以下簡稱《藥品管理
法實施條例》），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申請藥物臨床試驗、藥品
生產和藥品進口，以及進行藥品審批、註冊核對
總和監督管理，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藥品註冊，是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藥
品註冊申請人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式，對擬上市
銷售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品質可控性等進行
審查，並決定是否同意其申請的審批過程。
第四條
國家鼓勵研究創制新藥，對創制的新藥、治療疑
難危重疾病的新藥實行特殊審批。
第五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主管全國藥品註冊工
作，負責對藥物臨床試驗、藥品生產和進口進行
審批。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23-1 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於藥物之查驗，得委
託衛生財團法人或其他相關團體、機構辦
理學術性研究、安全、臨床試驗等技術性
資料之審查業務。

第六條
藥品註冊工作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藥品註冊實行主審集
體負責制、相關人員公示制和回避制、責任追究
制，受理、檢驗、審評、審批、送達等環節接受
社會監督。
第七條
行政程序法
在藥品註冊過程中，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認為涉及
公共利益的重大許可事項，應當向社會公告，並
舉行聽證。
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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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
前，應當告知申請人、利害關係人享有要求聽證、
陳述和申辯的權利。
第八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向申請人提供可查詢的藥
品註冊受理、檢查、檢驗、審評、審批的進度和
結論等資訊。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在行政機關網站或者註冊
申請受理場所公開下列資訊：
（一）藥品註冊申請事項、程式、收費標準和依
據、時限，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錄和申請
書示範文本；
（二）藥品註冊受理、檢查、檢驗、審評、審批
各環節人員名單和相關資訊；
（三）已批准的藥品目錄等綜合資訊。
第九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相關單位以及參與藥品註冊
工作的人員，對申請人提交的技術秘密和實驗資
料負有保密的義務。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十條
藥品註冊申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是指提出藥
品註冊申請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機構。
境內申請人應當是在中國境內合法登記並能獨立
承擔民事責任的機構，境外申請人應當是境外合
法制藥廠商。境外申請人辦理進口藥品註冊，應
當由其駐中國境內的辦事機構或者由其委託的中
國境內代理機構辦理。
辦理藥品註冊申請事務的人員應當具有相應的專
業知識，熟悉藥品註冊的法律、法規及技術要求。
第十一條
藥品註冊申請包括新藥申請、仿製藥申請、進口
藥品申請及其補充申請和再註冊申請。
境內申請人申請藥品註冊按照新藥申請、仿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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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第 40-1 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維護公益之目的，於
必要時，得公開所持有及保管藥商申請製
造或輸入藥物所檢附之藥物成分、仿單等
相關資料。但對於藥商申請新藥查驗登記
屬於營業秘密之資料，應保密之。
前項得公開事項之範圍及方式，其辦法由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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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程式和要求辦理，境外申請人申請進口藥
品註冊按照進口藥品申請的程式和要求辦理。
第十二條
新藥申請，是指未曾在中國境內上市銷售的藥品
的註冊申請。
對已上市藥品改變劑型、改變給藥途徑、增加新
適應症的藥品註冊按照新藥申請的程式申報。
仿製藥申請，是指生產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已批准上市的已有國家標準的藥品的註冊申請；
但是生物製品按照新藥申請的程式申報。
進口藥品申請，是指境外生產的藥品在中國境內
上市銷售的註冊申請。
補充申請，是指新藥申請、仿製藥申請或者進口
藥品申請經批准後，改變、增加或者取消原批准
事項或者內容的註冊申請。
再註冊申請，是指藥品批准證明檔有效期滿後申
請人擬繼續生產或者進口該藥品的註冊申請。

第 4 條
本章用詞定義如下：
一、新藥：指本法第七條所稱之新藥。
二、學名藥：指與國內已核准之藥品具同
成分、同劑型、同劑量、同療效之製
劑。
三、生物藥品：指依據微生物學、免疫學
學理製造之血清、抗毒素、疫苗、類
毒素及菌液等。
四、原料藥 (藥品有效成分) ：指一種經物
理、化學處理或生物技術過程製造所
得具藥理作用之活性物或成分，常用
於藥品、生物藥品或生物術產品之製
造。
五、核醫放射性藥品：指符合本法第六條
所稱藥品之定義，並係以具有放活度
之物質使用於人體內，經體內分佈之
後，可被用來診斷、監測治療、緩解
疾病或具其他醫療效能之藥品。

第十三條
申請人應當提供充分可靠的研究資料，證明藥品
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品質可控性，並對全部資料
的真實性負責。
第十四條
藥品註冊所報送的資料引用文獻應當注明著作名
稱、刊物名稱及卷、期、頁等；未公開發表的文
獻資料應當提供資料所有者許可使用的證明文
件。外文資料應當按照要求提供中文譯本。

第十五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應當執行國家制定的藥
品行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可以組織對藥品的
上市價值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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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申請案件檢附藥品之化學、物理性質資
料、藥理與毒性試驗資料、藥物動力學資
料、生體可用率、臨床使用文獻及其他研
究報告，應提出原始資料，不得以一般敘
述性資料、摘要性資料或個案報告替代。
相關資料、文獻或其他研究報告如非中文
或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翻譯及翻譯
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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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藥品註冊過程中，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對非臨
床研究、臨床試驗進行現場核查、有因核查，以
及批准上市前的生產現場檢查，以確認申報資料
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
第十七條
兩個以上單位共同作為申請人的，應當向其中藥
品生產企業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提出申請；申請人均為藥品生產企業
的，應當向申請生產製劑的藥品生產企業所在地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提出申請；
申請人均不是藥品生產企業的，應當向樣品試製
現場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
門提出申請。
第十八條
申請人應當對其申請註冊的藥物或者使用的處
方、工藝、用途等，提供申請人或者他人在中國
的專利及其權屬狀態的說明；他人在中國存在專
利的，申請人應當提交對他人的專利不構成侵權
的聲明。對申請人提交的說明或者聲明，藥品監
督管理部門應當在行政機關網站予以公示。
藥品註冊過程中發生專利權糾紛的，按照有
關專利的法律法規解決。
第十九條
對他人已獲得中國專利權的藥品，申請人可以在
該藥品專利期屆滿前 2 年內提出註冊申請。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按照本辦法予以審查，符合
《進口
規定的，在專利期滿後核發藥品批准文號、
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
第二十條
按照《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五條的規定，
對獲得生產或者銷售含有新型化學成份藥品許可
的生產者或者銷售者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
試驗資料和其他資料，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自批准該許可之日起 6 年內，對未經已獲得許可
的申請人同意，使用其未披露資料的申請不予批
准；但是申請人提交自行取得資料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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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第 40-2 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於核發新藥許可證時，
應公開申請人檢附之已揭露專利字號或案
號。
新成分新藥許可證自核發之日起五年內，
其他藥商非經許可證所有人同意，不得引
據其申請資料申請查驗登記。
新成分新藥許可證核發之日起三年後，其
他藥商得依本法及相關法規有關藥品查驗
登記審查之規定提出同成分、同劑型、同
劑量及同單位含量藥品之查驗登記申請，
符合規定者，得於新成分新藥許可證核發
屆滿五年之翌日起發給藥品許可證。
新成分新藥在外國取得上市許可後三年
內，必須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
記，始得準用第二項之規定。
新藥專利權不及於藥商申請查驗登記前所
進行之研究、教學或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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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為申請藥品註冊而進行的藥物臨床前研究，包括
藥物的合成工藝、提取方法、理化性質及純度、
劑型選擇、處方篩選、製備工藝、檢驗方法、品
質指標、穩定性、藥理、毒理、動物藥代動力學
研究等。中藥製劑還包括原藥材的來源、加工及
炮製等的研究；生物製品還包括菌毒種、細胞株、
生物組織等起始原材料的來源、品質標準、保存
條件、生物學特徵、遺傳穩定性及免疫學的研究
等。

第 39 條
申請新藥、新劑型、新使用劑量、新單位
含量製劑查驗登記應檢附資料，
規定如附件二及附件三。
新劑型、新使用劑量、新單位含量製劑，
準用本章新藥之規定。
第 40 條
申請學名藥查驗登記應檢附資料，規定如
附件四及附件五。
第 41 條
申請生物藥品查驗登記應檢附資料，規定
如附件六及附件七。
第 42 條
申請原料藥查驗登記應檢附資料，規定如
附件八及附件九。

第二十二條
藥物臨床前研究應當執行有關管理規定，其中安
全性評價研究必須執行《藥物非臨床研究品質管
制規範》。
第二十三條
藥物研究機構應當具有與試驗研究專案相適應的
人員、場地、設備、儀器和管理制度，並保證所
有試驗資料和資料的真實性；所用實驗動物、試
劑和原材料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和要求。
第二十四條
申請人委託其他機構進行藥物研究或者進行單項
試驗、檢測、樣品的試製等的，應當與被委託方
簽訂合同，並在申請註冊時予以說明。申請人對
申報資料中的藥物研究資料的真實性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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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第 5 條
委託製造或檢驗藥物，應事先申請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核准。
申請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限持有藥物許
可證或申請藥物查驗登記之藥商。
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第 6 條
經核准委託製造或檢驗之藥物，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其產品責任由委託者負責。
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第 13 條
委託者與受託者應訂立委託檢驗契約，列
明其委託檢驗範圍之相關事項、作業計畫
書及標準作業程序。
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第 14 條
委託者應先覓妥受託檢驗者，並填具申請
書及檢附雙方簽立之委託檢驗契約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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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對受託
者進行現場查核。

第二十五條
單獨申請註冊藥物製劑的，研究用原料藥必須具
有藥品批准文號、
《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
產品註冊證》
，且必須通過合法的途徑獲得。研究
用原料藥不具有藥品批准文號、《進口藥品註冊
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的，必須經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
第二十六條
藥品註冊申報資料中有境外藥物研究機構提供的
藥物試驗研究資料的，必須附有境外藥物研究機
構出具的其所提供資料的專案、頁碼的情況說明
和證明該機構已在境外合法登記的經公證的證明
文件。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審查需要組
織進行現場核查。

第 7 條
本章所稱採用證明，除別有規定外，應由
採用國之最高衛生主管機關出具且經我國
駐外館處簽證，並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檢附德國、美國、英國、法國、日本、
瑞士、加拿大、澳洲、比利時、瑞典等十
國（以下簡稱十大醫藥先進國家）中之三
國採用證明。
二、檢附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英
國，或德國、法國、瑞典、瑞士、比利時，
前五國與後五國中之各一國採用證明。
三、如出產國屬十大醫藥先進國家之一
者，得檢附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及十大醫
藥先進國家中另一國之採用證明。
四、檢附歐盟藥品審核機關 EMA 出具之
採用證明。
採用證明得以採用國收載該處方成分之下
列醫藥品集（以下簡稱公定書）
或其網路版或電子書版影本，與採用國核
准含該成分之處方藥品仿單替代，免由該
國最高衛生主管機關出具，並免經我國駐
外館處簽證。但引用之醫藥品集，應載明
版次並以最近五年內之版本為限。
一 、 美 國 ： Physicians ’ Desk Reference
（PDR） 。
二 、 英 國 ： British National Formulary
（ B.N.F. ）、 Medicines Compendium
（ published by Association of British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AB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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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日本醫藥品集（Drugs in Japan）、
日本最近之新藥。
四 、 瑞 士 ： Arzneimittel-Kompendium der
Schweiz。
五、加拿大：Compendium of Pharmaceuticals
and Specialities。
六、法國：Dictionnaire ViDAL。
七、澳洲：MIM’S。
八、德國：Rote Liste。
九 、 比 利 時 ： Repertoire Commente des
Medicaments。
十 、 瑞 典 ： Farmacevtiska specialiteter i
Sverige、（FASS）。

第二十七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可以要求申請人或者承擔試驗
的藥物研究機構按照其申報資料的專案、方法和
資料進行重複試驗，也可以委託藥品檢驗所或者
其他藥物研究機構進行重複試驗或方法學驗證。
第二十八條
藥物研究參照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佈的有
關技術指導原則進行，申請人採用其他評價方法
和技術的，應當提交證明其科學性的資料。
第二十九條
第 21 條
申請人獲得藥品批准文號後，應當按照國家食品 藥品製劑確效作業之實施，規定如下：
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生產工藝生產。
一、申請查驗登記時，得先行檢齊申請藥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根據批准的生產工藝和品質標
品之分析方法確效作業報告書及關鍵
準對申請人的生產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性製程確效計畫書。但核准後，應執
行連續三批之製程確效，俟其結果符
合規格後，始得上巿。
二、藥品確效作業應達到確保藥品之有效
性及安全性，並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公告之藥品優良製造確效作業基
準。
三、藥品確效作業之實施項目與時程規定
如下：
(一) 國產藥品製造廠應於民國八十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領有輸入藥品許
可證之廠商應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
日前，檢附其藥品製造廠之支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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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儀器、設備確效與該廠至少一種
以上產品之關鍵性製程 (含製程之清
潔確效) 及分析方法確效作業書面資
料，送交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如
未檢附資料或經審核不通過者，除依
法公布該製造廠及其在我國境內之所
有藥品許可證名單且令限期改善外，
不准該廠藥品新案查驗登記。如未於
期限改善者，不准展延藥品許可證。
(二) 國產藥品製造廠應於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三十日前，領有輸入藥品許可證
之廠商應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日
前，完成各藥品關鍵性製程 (含製程
清潔確效) 與分析方法確效作業之實
施及送交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之程
序。如未檢附資料或經審核不通過
者，準用前目規定處理。
(三) 國產藥品製造廠應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三十日前，領有輸入藥品許可證
之廠商應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日
前，完成各藥品全面確效作業之實施
及送交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之程
序。如未檢附資料或經審核不通過
者，準用第一目規定處理。
(四) 國產藥品自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
起，輸入藥品自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十一日起，持有許可證而不產製、不
輸入販售者，得不執行確效作業。但
輸入藥品應檢附其藥品許可證，切結
待備齊確效作業書面資料，經審核通
過始得輸入該藥品販售，並於許可證
正面加蓋本證未依本署公告事項規定
檢齊資料不得輸入販售之章戳者，得
不執行確效作業而准其許可證展延；
其後如檢齊資料，經審核通過後， 得
於其許可證再加蓋本證業已依本署公
告事項檢齊資料准予輸入販售之章
戳。
(五) 如有未執行確效作業而產製或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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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藥品者，依本法規定處罰。

第三章藥物的臨床試驗
第三十條
藥物的臨床試驗（包括生物等效性試驗）
，必須經
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且必須執行《藥
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對批准的臨床試驗進行監
督檢查。
第三十一條
申請新藥註冊，應當進行臨床試驗。 仿製藥申請
和補充申請，根據本辦法附件規定進行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分為 I、II、III、IV 期。
I 期臨床試驗：初步的臨床藥理學及人體安全性評
價試驗。 觀察人體對於新藥的耐受程度和藥代動
力學，為製定給藥方案提供依據。
II 期臨床試驗：治療作用初步評價階段。 其目的
是初步評價藥物對目標適應症患者的治療作用和
安全性，也包括為 III 期臨床試驗研究設計和給藥
劑量方案的確定提供依據。 此階段的研究設計可
以根據具體的研究目的，採用多種形式，包括隨
機盲法對照臨床試驗。
III 期臨床試驗：治療作用確證階段。 其目的是進
一步驗證藥物對目標適應症患者的治療作用和安
全性，評價利益與風險關係，最終為藥物註冊申
請的審查提供充分的依據。 試驗一般應為具有足
夠樣本量的隨機盲法對照試驗。
IV 期臨床試驗：新藥上市後應用研究階段。 其目
的是考察在廣泛使用條件下的藥物的療效和不良
反應，評價在普通或者特殊人群中使用的利益與
風險關係以及改進給藥劑量等。
生物等效性試驗，是指用生物利用度研究的方
法，以藥代動力學參數為指標，比較同一種藥物
的相同或者不同劑型的製劑，在相同的試驗條件
下，其活性成份吸收程度和速度有無統計學差異
的人體試驗。
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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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申請藥品查驗登記或變更登記執行之國內
臨床試驗及應檢附資料，規定如下：
一、廠商執行國內臨床試驗，應符合藥品
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之規定，並依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臨床試驗申請須
知及銜接性試驗基準辦理。
二、廠商進行臨床試驗前，應提出藥品臨
床試驗計畫，詳實填載臨床試驗內容
摘要表及藥品臨床試驗申請書，送交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
三、俟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並發給
同意試驗進行函後，廠商應依審查意
見所載事項，進行臨床試驗，並於試
驗完成後，將試驗報告結果送交備查。
四、前款試驗報告結果未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審查並發給同意報告備查函之
前，其查驗登記或變更登記申請案不
予核准。
申請案件檢附之國外臨床資料，應具備對
照組比較或雙盲設計，不得以一般敘述性
資料、摘要性資料或個案報告替代。如係
國內臨床試驗，應檢附之技術性資料準用
前項規定。
第 38-1 條
申請查驗登記之新成分新藥，其研發階段
在我國進行臨床試驗且符合下列規定者，
得免附採用證明：
一、在我國進行第一期（Phase I ）及與國
外同步進行第三期樞紐性臨床試驗
（Phase III Pivotal Trial ）
、或與國外同
步在我國進行第二期臨床試驗（Phase
II）及第三期樞紐性臨床試驗（Phase III
Pivotal Trial），且符合下列標準者：
（一）試驗性質屬第一期（Phase I ），如
藥動學試驗（PK study）
、藥效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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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臨床試驗的受試例數應當符合臨床試驗的目
（PD study）或劑量探索試驗（Dose
的和相關統計學的要求，並且不得少於本辦法附
finding study）等，我國可評估之受試
件規定的最低臨床試驗病例數。 罕見病、特殊病
者人數至少十人為原則。
種等情況，要求減少臨床試驗病例數或者免做臨 （二）第二期（Phase II）之臨床試驗，我
床試驗的，應當在申請臨床試驗時提出，並經國
國可評估之受試者人數至少二十人為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查批准。
原則。
（三）第三期樞紐性臨床試驗（Phase III
第三十三條
Pivotal Trial ），我國可評估之受試者
在菌毒種選種階段製備的疫苗或者其他特殊藥
人數至少八十人為原則且足以顯示我
物，確無合適的動物模型且實驗室無法評價其療
國與國外試驗結果相似。
效的，在保證受試者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向國家
二、臨床試驗完成後，其試驗結果，經送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申請進行臨床試驗。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第三十四條
藥物臨床試驗批准後，申請人應當從具有藥物臨 三 、 檢 附 上 市 後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 Risk
Management Plan）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床試驗資格的機構中選擇承擔藥物臨床試驗的機
關審查通過。
構。
四、如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有實施國外
臨床試驗查核之必要者，應配合查核
要求，且備齊資料證明其試驗係符合
我國醫療法及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GCP ）之規定。
依前項規定進行臨床試驗之試驗結果
得否免除或替代銜接性試驗，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之。
第三十五條
臨床試驗用藥物應當在符合《藥品生產質量管理
規範》的車間製備。 製備過程應當嚴格執行《藥
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的要求。
申請人對臨床試驗用藥物的質量負責。

藥事法第 57-1 條
從事藥物研發之機構或公司，其研發用藥
物，應於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工
廠或場所製造。
前項工廠或場所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兼製其他產品；其所製造之研發
用藥物，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
得使用於人體。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 64 條
試驗藥品、對照藥品及安慰劑之特性應合
於藥品發展之階段，且其製造、處理及儲
存，應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其代碼及
標籤，應得以保護盲性設計。

第三十六條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23-1 條
申請人可以按照其擬定的臨床試驗用樣品標準自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於藥物之查驗，得委
行檢驗臨床試驗用藥物，也可以委託本辦法確定 託衛生財團法人或其他相關團體、機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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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品檢驗所進行檢驗；疫苗類製品、血液製品、 理學術性研究、安全、臨床試驗等技術性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的其他生物製品， 資料之審查業務。
應當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指定的藥品檢驗
所進行檢驗。
臨床試驗用藥物檢驗合格後方可用於臨床試驗。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可以對臨床試驗用藥物抽查檢
驗。
第三十七條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申請人在藥物臨床試驗實施前，應當將已確定的
臨床試驗方案和臨床試驗負責單位的主要研究者
姓名、參加研究單位及其研究者名單、倫理委員
會審核同意書、知情同意書樣本等報送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備案，並抄送臨床試驗單位所在
地和受理該申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
第三十八條
申請人發現藥物臨床試驗機構違反有關規定或者
未按照臨床試驗方案執行的，應當督促其改正；
情節嚴重的，可以要求暫停或者終止臨床試驗，
並將情況報告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有關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 116 條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重大或持續違反試
驗計畫書，試驗委託者應終止其繼續參與
臨床試驗，並立即通知主管機關。

第三十九條
申請人完成臨床試驗後，應當向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提交臨床試驗總結報告、統計分析報告
以及數據庫。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 111 條
試驗完成或提早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
驗機構應提供試驗委託者及主管機關其所
要求之任何報告，並提供人體試驗委員會
試驗結果摘要。
前項情形，試驗委託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
完整詳盡之臨床試驗報告。
前項報告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公告。

第四十條
藥物臨床試驗應當在批准後 3 年內實施。 逾期未
實施的，原批准證明檔自行廢止；仍需進行臨床
試驗的，應當重新申請。
第四十一條
臨床試驗過程中發生嚴重不良事件的，研究者應
當在 24 小時內報告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
監督管理部門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通知
申請人，並及時向倫理委員會報告。

108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 106 條
受試者發生任何嚴重不良事件，試驗主持
人應立即通知試驗委託者，並儘快提供詳
細書面報告。發生未預期之嚴重藥品不良
反應，試驗主持人應立即通知人體試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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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但若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文件明確排
除者，不在此限。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或危及生命
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應於獲知日起七日
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在獲知
日起十五日內提供詳細書面資料。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或危及生命
以外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應於獲知日起
十五日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
提供詳細書面資料。
第一項之口頭及書面報告，應以受試者代
碼代表受試者之身分，不得顯示受試者之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其他可辨
認受試者身分之資訊。
嚴重不良事件與嚴重藥品不良反應之項目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十二條
臨床試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可以責令申請人修改試驗方案、暫停或者
終止臨床試驗：
（一）倫理委員會未履行職責的；
（二）不能有效保證受試者安全的；
（三）未按照規定時限報告嚴重不良事件的；
（四）有證據證明臨床試驗用藥物無效的；
（五）臨床試驗用藥物出現質量問題的；
（六）臨床試驗中弄虛作假的；
（七）其他違反《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
的情形。

第四十三條
臨床試驗中出現大範圍、非預期的不良反應或者
嚴重不良事件，或者有證據證明臨床試驗用藥物
存在嚴重質量問題時，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可以
採取緊急控制措施，責令暫停或者終止臨床試
驗，申請人和臨床試驗單位必須立即停止臨床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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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試驗管理辦法第 9 條
審查會對其審查通過之人體試驗應每年至
少查核一次。
前項查核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令其
限期改善或終止人體試驗：
一、未依規定經審查會通過或中央主管機
關核可，自行變更人體試驗內容。
二、顯有影響受試者權益、安全之事實。
三、不良事件發生數或嚴重度顯有異常。
四、有足以影響人體試驗成果評估之事件。
五、人體試驗未完成前，有具體事實證明
並無實益、風險高於潛在利益，或顯
有實益致不利於對照組。
中央主管機關知有前項情事，得令其終止
人體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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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境外申請人在中國進行國際多中心藥物臨床試驗 第 五 節 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
的，應當按照本辦法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提出申請，並按下列要求辦理：
（一）臨床試驗用藥物應當是已在境外註冊的藥
品或者已進入 II 期或者 III 期臨床試驗的藥
物；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不受理境外申
請人提出的尚未在境外註冊的預防用疫苗
類藥物的國際多中心藥物臨床試驗申請；
（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批准進行國際
多中心藥物臨床試驗的同時，可以要求申請
人在中國首先進行 I 期臨床試驗；
（三）在中國進行國際多中心藥物臨床試驗時，
在任何國家發現與該藥物有關的嚴重不良
反應和非預期不良反應，申請人應當按照有
關規定及時報告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四）臨床試驗結束後，申請人應當將完整的臨
床試驗報告報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五）國際多中心藥物臨床試驗取得的數據用於
在中國進行藥品註冊申請的，應當符合本辦
法有關臨床試驗的規定並提交國際多中心
臨床試驗的全部研究資料。
第四章新藥申請的申報與審批
第四十五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下列申請可以實行特
殊審批：
（一）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從植物、動物、礦物
等物質中提取的有效成份及其製劑，新發現
的藥材及其製劑；
（二）未在國內外獲准上市的化學原料藥及其製
劑、生物製品；
（三）治療愛滋病、惡性腫瘤、罕見病等疾病且
具有明顯臨床治療優勢的新藥；
（四）治療尚無有效治療手段的疾病的新藥。
符合前款規定的藥品，申請人在藥品註冊過程中
可以提出特殊審批的申請，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組織專家會議討論確定是否
實行特殊審批。
特殊審批的具體辦法另行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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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多個單位聯合研製的新藥，應當由其中的一個單
位申請註冊，其他單位不得重複申請；需要聯合
申請的，應當共同署名作為該新藥的申請人。 新
藥申請獲得批准後每個品種，包括同一品種的不
同規格，只能由一個單位生產。
第四十七條
對已上市藥品改變劑型但不改變給藥途徑的註冊
申請，應當採用新技術以提高藥品的質量和安全
性，且與原劑型比較有明顯的臨床應用優勢。
改變劑型但不改變給藥途徑，以及增加新適應症
的註冊申請，應當由具備生產條件的企業提出；
靶向製劑、緩釋、控釋製劑等特殊劑型除外。
第四十八條
在新藥審批期間，新藥的註冊分類和技術要求不
因相同活性成份的製劑在國外獲准上市而發生變
化。
在新藥審批期間，其註冊分類和技術要求不因國
內藥品生產企業申報的相同活性成份的製劑在我
國獲准上市而發生變化。
第四十九條
藥品註冊申報資料應當一次性提交，藥品註冊申
請受理後不得自行補充新的技術資料；進入特殊
審批程式的註冊申請或者涉及藥品安全性的新發
現，以及按要求補充資料的除外。 申請人認為必
須補充新的技術資料的，應當撤回其藥品註冊申
請。 申請人重新申報的，應當符合本辦法有關規
定且尚無同品種進入新藥監測期。
第一節新藥臨床試驗
第五十條
申請人完成臨床前研究後，應當填寫《藥品註冊
申請表》
，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如實報送有關資料。
第五十一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對申
報資料進行形式審查，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
冊申請受理通知書；不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
冊申請不予受理通知書，並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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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自受
理申請之日起 5 日內組織對藥物研製情況及原始
資料進行現場核查，對申報資料進行初步審查，
提出審查意見。 申請註冊的藥品屬於生物製品
的，還需抽取 3 個生產批號的檢驗用樣品，並向
藥品檢驗所發出註冊檢驗通知。
第五十三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在規
定的時限內將審查意見、核查報告以及申報資料
送交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並
通知申請人。
第五十四條
接到註冊檢驗通知的藥品檢驗所應當按申請人申
報的藥品標準對樣品進行檢驗，對申報的藥品標
准進行複核，並在規定的時間內將藥品註冊檢驗
報告送交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
心，並抄送申請人。
第五十五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收到申報
資料後，應在規定的時間內組織藥學、醫學及其
他技術人員對申報資料進行技術審評，必要時可
以要求申請人補充資料，並說明理由。 完成技術
審評後，提出技術審評意見，連同有關資料報送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據技術審評意見作出
審批決定。 符合規定的，發給《藥物臨床試驗批
件》；不符合規定的，發給《審批意見通知件》，
並說明理由。
第二節新藥生產
第五十六條
申請人完成藥物臨床試驗後，應當填寫《藥品註
冊申請表》
，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
督管理部門報送申請生產的申報資料，並同時向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報送製備標準品的原材
料及有關標準物質的研究資料。
第五十七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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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資料進行形式審查，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
冊申請受理通知書；不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
冊申請不予受理通知書，並說明理由。
第五十八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自受
理申請之日起 5 日內組織對臨床試驗情況及有關
原始資料進行現場核查，對申報資料進行初步審
查，提出審查意見。 除生物製品外的其他藥品，
還需抽取 3 批樣品，向藥品檢驗所發出標準復核
的通知。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在規
定的時限內將審查意見、核查報告及申報資料送
交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並通
知申請人。
第五十九條
藥品檢驗所應對申報的藥品標准進行複核，並在
規定的時間內將復核意見送交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同時抄送通知其複核的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和申請人。
第六十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收到申報
資料後，應當在規定的時間內組織藥學、醫學及
其他技術人員對申報資料進行審評，必要時可以
要求申請人補充資料，並說明理由。
經審評符合規定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
品審評中心通知申請人申請生產現場檢查，並告
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認證管理中心；
經審評不符合規定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藥品審評中心將審評意見和有關資料報送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
據技術審評意見，作出不予批准的決定，發給《審
批意見通知件》，並說明理由。
第六十一條
申請人應當自收到生產現場檢查通知之日起 6 個
月內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認證管理中
心提出現場檢查的申請。
第六十二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認證管理中心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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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產現場檢查的申請後，應當在 30 日內組織對
樣品批量生產過程等進行現場檢查，確認核定的
生產工藝的可行性，同時抽取 1 批樣品（生物製
品抽取 3 批樣品）
，送進行該藥品標準復核的藥品
檢驗所檢驗，並在完成現場檢查後 10 日內將生產
現場檢查報告送交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
審評中心。
第六十三條
樣品應當在取得《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認證
證書的車間生產；新開辦藥品生產企業、藥品生
產企業新建藥品生產車間或者新增生產劑型的，
其樣品生產過程應當符合《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
範》的要求。
第六十四條
藥品檢驗所應當依據核定的藥品標準對抽取的樣
品進行檢驗，並在規定的時間內將藥品註冊檢驗
報告送交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
心，同時抄送相關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和申請人。
第六十五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依據技術
審評意見、樣品生產現場檢查報告和樣品檢驗結
果，形成綜合意見，連同有關資料報送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據
綜合意見，作出審批決定。 符合規定的，發給新
藥證書，申請人已持有《藥品生產許可證》並具
備生產條件的，同時發給藥品批准文號；不符合
規定的，發給《審批意見通知件》，並說明理由。
改變劑型但不改變給藥途徑，以及增加新適應症
的註冊申請獲得批准後不發給新藥證書；靶向製
劑、緩釋、控釋製劑等特殊劑型除外。
第三節新藥監測期
第六十六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保護公眾健康的要
求，可以對批准生產的新藥品種設立監測期。 監
測期自新藥批准生產之日起計算，最長不得超過 5
年。
監測期內的新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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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第 45 條
經核准製造或輸入之藥物，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得指定期間，監視其安全性。
藥商於前項安全監視期間應遵行事項，由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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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其他企業生產、改變劑型和進口。
第六十七條
藥品生產企業應當考察處於監測期內的新藥的生
產工藝、質量、穩定性、療效及不良反應等情況，
並每年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
理部門報告。 藥品生產企業未履行監測期責任
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
責令其改正。
第六十八條
藥品生產、經營、使用及檢驗、監督單位發現新
藥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嚴重或者非預期的不良反
應時，應當及時向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
管理部門報告。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
理部門收到報告後應當立即組織調查，並報告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第六十九條
藥品生產企業對設立監測期的新藥從獲准生產之
日起 2 年內未組織生產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可以批准其他藥品生產企業提出的生產該新
藥的申請，並重新對該新藥進行監測。
第七十條
新藥進入監測期之日起，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已經批准其他申請人進行藥物臨床試驗的，可
以按照藥品註冊申報與審批程式繼續辦理該申
請，符合規定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
該新藥的生產或者進口，並對境內藥品生產企業
生產的該新藥一併進行監測。
第七十一條
新藥進入監測期之日起，不再受理其他申請人的
同品種註冊申請。 已經受理但尚未批准進行藥物
臨床試驗的其他申請人同品種申請予以退回；新
藥監測期滿後，申請人可以提出仿製藥申請或者
進口藥品申請。
第七十二條
進口藥品註冊申請首先獲得批准後，已經批准境
內申請人進行臨床試驗的，可以按照藥品註冊申
報與審批程式繼續辦理其申請，符合規定的，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其進行生產；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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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驗登記審核通過發證之新藥，其安全
監視期間自發證日起五年。
前條第二款之監視期間，自發證日起三年。
前條第三款之監視期間，依本署之規定。
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第 4 條
藥物安全監視期間，持有藥物許可證之藥
商應積極收集國內、外藥物使用之安全資
料，除依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之規
定為通報外，其他藥物不良反應須一併收
錄，並列於藥物定期安全性報告內，依本
署指定時間通報之。
藥商未依前項規定進行通報者，本署得重
新評估其安全性。

第 54 條
申請藥品適應症變更登記，應檢附下列資
料：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所宣稱適應症之詳細臨床文獻報告二
份。
四、如係國產藥品，應另附含其新適應症
之公定書依據。如係輸入藥品，應另
附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國家所核
准該適應症之證明，該證明並應經我
國駐外館處簽證；如未能於申請時檢
附者，得先檢附十大醫藥先進國家最
高衛生主管機關所核發之核准函影本
及核准仿單，並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准前補齊該證明及簽證。
五、原核准並蓋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騎縫
章之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
六、標籤、中文仿單、外盒、鋁箔片實體
或彩色照片或其擬稿各二份；如係輸
入藥品，應另附外文仿單二份。
七、輸入藥品應另附原廠變更通知函。
如首家申請增加新適應症之廠商於國內執
行臨床試驗並所附資料能證實該新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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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撤回該項申請，重新提出仿製藥申請。 對 之療效及安全性者，得免附前項第四款資
已經受理但尚未批准進行藥物臨床試驗的其他同 料。
品種申請予以退回，申請人可以提出仿製藥申請。 首家申請增加新適應症（含變更適應症及
新增適應症）之廠商，得自行決定是否執
行國內臨床試驗。如有執行國內臨床試驗
並所附資料能證實該新適應症之療效及安
全性者，自其獲准增加新適應症之日起五
年內，其他申請相同成分、劑型、劑量許
可證之查驗登記宣稱具有該適應症、或已
有相同成分、劑型、劑量許可證申請增加
該適應症之廠商，應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五款至第七款規定檢附資料，並
應另附與首家廠商相同標準之國內臨床試
驗報告。
如首家獲准增加新適應症（含變更適應症
及新增適應症）之廠商未執行國內臨床試
驗或雖有執行國內臨床試驗但其獲准增加
新適應症之日已逾五年者，其他申請相同
成分、劑型、劑量許可證之查驗登記宣稱
具有該適應症或已有相同成分、劑型、劑
量許可證申請增加該適應症之廠商，應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至第七款
規定檢附資料。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統一適應症而
自行修訂標仿單者，於申請適應症變更登
記時，應檢附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及藥品
許可證正本。
第五章仿製藥的申報與審批
第七十三條
第 40 條
仿製藥申請人應當是藥品生產企業，其申請的藥 申請學名藥查驗登記應檢附資料，規定如
品應當與《藥品生產許可證》載明的生產範圍一 附件四及附件五。
致。
第七十四條
仿製藥應當與被仿製藥具有同樣的活性成份、給
藥途徑、劑型、規格和相同的治療作用。 已有多
家企業生產的品種，應當參照有關技術指導原則
選擇被仿製藥進行對照研究。
第七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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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仿製藥註冊，應當填寫《藥品註冊申請表》，
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報送有關資料和生產現場檢查申請。
第七十六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申報資
料進行形式審查，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冊申
請受理通知書；不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冊申
請不予受理通知書，並說明理由。
已申請中藥品種保護的，自中藥品種保護申請受
理之日起至作出行政決定期間，暫停受理同品種
的仿製藥申請。
第七十七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自受
理申請之日起 5 日內組織對研製情況和原始資料
進行現場核查，並應當根據申請人提供的生產工
藝和質量標準組織進行生產現場檢查，現場抽取
連續生產的 3 批樣品，送藥品檢驗所檢驗。
樣品的生產應當符合本辦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
第七十八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在規
定的時限內對申報資料進行審查，提出審查意見。
符合規定的，將審查意見、核查報告、生產現場
檢查報告及申報資料送交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藥品審評中心，同時通知申請人；不符合規定
的，發給《審批意見通知件》
，並說明理由，同時
通知藥品檢驗所停止該藥品的註冊檢驗。
第七十九條
藥品檢驗所應當對抽取的樣品進行檢驗，並在規
定的時間內將藥品註冊檢驗報告送交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同時抄送通知其檢
驗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和申
請人。
第八十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應當在規
定的時間內組織藥學、醫學及其他技術人員對審
查意見和申報資料進行審核，必要時可以要求申
請人補充資料，並說明理由。
第八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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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依據技術
審評意見、樣品生產現場檢查報告和樣品檢驗結
果，形成綜合意見，連同相關資料報送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據
綜合意見，做出審批決定。 符合規定的，發給藥
品批准文號或者《藥物臨床試驗批件》
；不符合規
定的，發給《審批意見通知件》，並說明理由。
第八十二條
申請人完成臨床試驗後，應當向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報送臨床試驗資料。 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據技術意見，發給藥品批
准文號或者《審批意見通知件》。
第八十三條
已確認存在安全性問題的上市藥品，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可以決定暫停受理和審批其仿製藥
申請。
第六章進口藥品的申報與審批
第一節進口藥品的註冊
第八十四條
申請進口的藥品，應當獲得境外製藥廠商所在生
產國家或者地區的上市許可；未在生產國家或者
地區獲得上市許可，但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確認該藥品安全、有效而且臨床需要的，可以
批准進口。
申請進口的藥品，其生產應當符合所在國家或者
地區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及中國《藥品生產質
量管理規範》的要求。
第八十五條
申請進口藥品註冊，應當填寫《藥品註冊申請
表》
，報送有關資料和樣品，提供相關證明檔，向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提出申請。
第八十六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申報資料進行形式審
查，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冊申請受理通知書，
並通知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組織對 3 個生產
批號的樣品進行註冊檢驗；不符合要求的,出具藥
品註冊申請不予受理通知書，並說明理由。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可以組織對其研製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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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情況進行現場檢查，並抽取樣品。
第八十七條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收到資料和樣品後，應
當在 5 日內組織進行註冊檢驗。
第八十八條
承擔進口藥品註冊檢驗的藥品檢驗所在收到資
料、樣品和有關標準物質後，應當在 60 日內完成
註冊檢驗並將藥品註冊檢驗報告報送中國藥品生
物製品檢定所。
特殊藥品和疫苗類製品的樣品檢驗和藥品標準復
核應當在 90 日內完成。
第八十九條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接到藥品註冊檢驗報告
和已經復核的進口藥品標准後，應當在 20 日內組
織專家進行技術審查，必要時可以根據審查意見
進行再復核。
第九十條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完成進口藥品註冊檢驗
後，應當將復核的藥品標準、藥品註冊檢驗報告
和復核意見送交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
評中心，並抄送申請人。
第九十一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應當在規
定的時間內組織藥學、醫學及其他技術人員對申
報資料進行審評，必要時可以要求申請人補充資
料，並說明理由。
第九十二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依據技術
審評意見和樣品檢驗結果等，形成綜合意見，連
同相關資料報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據綜合意見，做出審批決
定。 符合規定的，發給《藥物臨床試驗批件》；
不符合規定的，發給《審批意見通知件》
，並說明
理由。
第九十三條
臨床試驗獲得批准後，申請人應當按照本辦法第
三章及有關要求進行試驗。
臨床試驗結束後，申請人應當填寫《藥品註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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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表》
，按照規定報送臨床試驗資料及其他變更和
補充的資料，並詳細說明依據和理由，提供相關
證明檔。
第九十四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應當在規
定的時間內組織藥學、醫學及其他技術人員對報
送的臨床試驗等資料進行全面審評，必要時可以
要求申請人補充資料，並說明理由。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據綜合意見，做出審
批決定。 符合規定的，發給《進口藥品註冊證》。
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的製藥廠商申請註冊
的藥品，參照進口藥品註冊申請的程式辦理，符
合要求的，發給《醫藥產品註冊證》
；不符合要求
的，發給《審批意見通知件》，並說明理由。
第九十五條
申請進口藥品製劑，必須提供直接接觸藥品的包
裝材料和容器合法來源的證明檔、用於生產該製
劑的原料藥和輔料合法來源的證明文件。 原料藥
和輔料尚未取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
的，應當報送有關生產工藝、質量指標和檢驗方
法等規範的研究資料。
第二節進口藥品分包裝的註冊
第九十六條
進口藥品分包裝，是指藥品已在境外完成最終製
劑生產過程，在境內由大包裝規格改為小包裝規
格，或者對已完成內包裝的藥品進行外包裝、放
置說明書、粘貼標籤等。
第九十七條申請進口藥品分包裝，應當符合下列
要求：
（一）該藥品已經取得《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
《醫藥產品註冊證》；
（二）該藥品應當是中國境內尚未生產的品種，
或者雖有生產但是不能滿足臨床需要的品
種；
（三）同一製藥廠商的同一品種應當由一個藥品
生產企業分包裝，分包裝的期限不得超過
《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
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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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第 53 條
藥品販賣業者輸入之藥品得分裝後出售，
其分裝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製劑：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後，
由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藥品製造
業者分裝。
二、原料藥：由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
藥品製造業者分裝；分裝後，應報請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申請分裝之條件、程序、報請備查之
期限、程序及其他分裝出售所應遵循之事
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
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為輸入原料藥之
分裝，應由輸入之藥商於符合優良藥品製
造規範之藥廠分裝後，填具申請書，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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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片劑、膠囊外，分包裝的其他劑型應當
已在境外完成內包裝；
（五）接受分包裝的藥品生產企業，應當持有《藥
品生產許可證》
。 進口裸片、膠囊申請在國
內分包裝的，接受分包裝的藥品生產企業還
應當持有與分包裝的劑型相一致的《藥品生
產質量管理規範》認證證書；
（六）申請進口藥品分包裝，應當在該藥品《進
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的
有效期屆滿 1 年前提出。

藥品許可證影本、海關核發之進口報單副
本、原廠檢驗成績書、檢驗方法及其他指
定文件，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經分裝之原料藥，以銷售藥品製造業者為
限；所使用之標籤應分別刊載左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二、品名及許可證字號。
三、效能或適應症。
四、批號。
五、分裝藥商名稱及地址。
六、分裝日期。
第九十八條
境外製藥廠商應當與境內藥品生產企業簽訂進口 七、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
八、其他依規定應刊載事項。
藥品分包裝合同，並填寫《藥品補充申請表》。
前項第七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
第九十九條
申請進口藥品分包裝的，應當由接受分包裝的藥 免刊載者，不在此限。
品生產企業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
督管理部門提出申請，提交由委託方填寫的《藥
品補充申請表》，報送有關資料和樣品。 省、自
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申報資料進行
形式審查後，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冊申請受
理通知書；不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冊申請不
予受理通知書，並說明理由。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提出審核
意見後，將申報資料和審核意見報送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審批，同時通知申請人。
第一百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報送的資料進行審
查，符合規定的，發給《藥品補充申請批件》和
藥品批准文號；不符合規定的，發給《審批意見
通知件》，並說明理由。
第一百零一條
進口分包裝的藥品應當執行進口藥品註冊標準。
第一百零二條
進口分包裝藥品的說明書和標籤必須與進口藥品
的說明書和標籤一致，並且應當標註分包裝藥品
的批准文號和分包裝藥品生產企業的名稱。
第一百零三條
境外大包裝製劑的進口檢驗按照國家食品藥品監
121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

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相關條文

督管理局的有關規定執行。 包裝後產品的檢驗與
進口檢驗執行同一藥品標準。
第一百零四條
提供藥品的境外製藥廠商應當對分包裝後藥品的
質量負責。 分包裝後的藥品出現質量問題的，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可以撤銷分包裝藥品的批
准文號，必要時可以依照《藥品管理法》第四十
二條的規定，撤銷該藥品的《進口藥品註冊證》
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
第七章非處方藥的申報
第一百零五條
申請仿製的藥品屬於按非處方藥管理的，申請人
應當在《藥品註冊申請表》的“附加申請事項”
中標註非處方藥項。
第一百零六條
申請仿製的藥品屬於同時按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管
理的，申請人可以選擇按照處方藥或者非處方藥
的要求提出申請。
第一百零七條
屬於以下情況的，申請人可以在《藥品註冊申請
表》的“附加申請事項”中標註非處方藥項，符
合非處方藥有關規定的，按照非處方藥審批和管
理；不符合非處方藥有關規定的，按照處方藥審
批和管理。
（一）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確定的非處方
藥改變劑型，但不改變適應症或者功能主
治、給藥劑量以及給藥途徑的藥品；
（二）使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確定的非處
方藥活性成份組成的新的複方製劑。
第一百零八條
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第 12 條
非處方藥的註冊申請，其藥品說明書和包裝標籤 成藥之標籤、仿單或包裝應標明甲類成藥
應當符合非處方藥的有關規定。
或乙類成藥。固有成方製劑應標明名稱及
固有成方字樣。
第一百零九條
進口的藥品屬於非處方藥的，適用進口藥品的申
報和審批程式，其技術要求與境內生產的非處方
藥相同。
第八章補充申請的申報與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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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條
變更研製新藥、生產藥品和進口藥品已獲批准證
明檔及其附件中載明事項的，應當提出補充申請。
申請人應當參照相關技術指導原則，評估其變更
對藥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質量可控性的影響，並
進行相應的技術研究工作。
第一百一十一條
申請人應當填寫《藥品補充申請表》，向所在地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報送有關
資料和說明。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
部門對申報資料進行形式審查，符合要求的，出
具藥品註冊申請受理通知書；不符合要求的，出
具藥品註冊申請不予受理通知書，並說明理由。
第一百一十二條
進口藥品的補充申請，申請人應當向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報送有關資料和說明，提交生產國
家或者地區藥品管理機構批准變更的文件。 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申報資料進行形式審查，
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冊申請受理通知書；不
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註冊申請不予受理通知
書，並說明理由。
第一百一十三條
修改藥品註冊標準、變更藥品處方中已有藥用要
求的輔料、改變影響藥品質量的生產工藝等的補
充申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
門提出審核意見後，報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審批，同時通知申請人。
修改藥品註冊標準的補充申請，必要時由藥品檢
驗所進行標準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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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條
申請藥品賦形劑變更登記，應檢附下列資
料：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如賦形劑變更足以影響藥品特性者，
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通知，將藥品
送驗並附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
書各二份、安全性之資料、生體相等
性試驗資料及安定性試驗資料。
三、藥品許可證影本。
四、如係輸入藥品，應另附原廠變更通知
函及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
已執行生體相等性試驗之製劑申請前項變
更登記時，應另依第四十六條規定辦理。
如藥品之有效成分、劑型、劑量、用途均
相同，其不具任何藥理作用香料、色素、
矯味劑之外觀或形狀變更，不影響藥品品
質及民眾用藥安全者，得以賦形劑變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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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檢送資料增加上述組成。但其藥品標
籤、仿單及外盒包裝應有適當文字敘述，
以明顯區別，至其圖案、顏色得配合文字
敘述有不同組成。
第 100 條
申請中藥賦形劑變更登記，應送驗樣品並
檢附下列資料：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原核准並蓋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騎縫
章之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
四、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各二份。
五、批次製造紀錄影本。
六、成品檢驗規格、成品檢驗方法、成品
一般檢查紀錄表、成品檢驗成績書及
薄層層析檢驗結果彩色照片或圖片黏
貼本各二份；其檢驗項目及規格，應
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事項之規
定。
七、安定性試驗書面作業程序及其報告。
八、變更賦形劑之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
成績書。
九、如係輸入中藥，應另附原廠變更通知
函及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正本。

第一百一十四條
改變國內藥品生產企業名稱、改變國內生產藥品
的有效期、國內藥品生產企業內部改變藥品生產
場地等的補充申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
監督管理部門受理並審批，符合規定的，發給《藥
品補充申請批件》
，並報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備案；不符合規定的，發給《審批意見通知件》
，
並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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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條
申請藥品登記事項變更，如依規定應執行
安定性試驗者，其安定性試驗之執行及應
檢送資料如下：
一、藥品各項變更，依規定須檢附安定性
試驗報告資料者，均應依藥品安定性
試驗基準之規定，以變更後之藥品一
批，執行六個月之加速試驗及達宣稱
效期之長期試驗安定性試驗。申請變
更登記時，應檢送至少三個月之加速
安定性資料，其餘加速試驗及長期試
驗結果與安定性試驗之書面作業資料
及實驗數據等，應留廠商備查。
二、藥品有效期間變更者，應以市售品三
批執行包括達有效期間之長期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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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統計分析。但其原許可證係於民
國九十年一月一日前提出藥品查驗登
記申請者，得自行決定依藥品安定性
試驗基準執行儲存試驗或長期試驗。
歷年安定性試驗之書面作業資料與實
驗數據及其他相關資料應留廠商備
查，無需再申請變更登記。
前項規定留廠商備查之資料，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通知提供時，申請人應即提出相
關資料以供查核。如經查核發現有不實
者，申請人應回收市售藥品，並依本法有
關規定處罰。
第 60 條
藥商名稱變更如不涉及權利移轉者，申請
變更登記，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藥品許可證清冊。
四、已完成變更之證照影本各一份。但全
廠委託製造者免附工廠登記證；如係
輸入藥品之藥商，得僅附變更後之藥
商許可執照影本。
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登記時，得將所有藥
品許可證一次報備。但如未能一次報備
者，其於分次報備時，應註明第一次報備
核准函之文號或檢附其核
准函影本，免附藥商許可執照影本。
如國外藥廠合併，致其原設立於國內之不
同分公司或代理商重新改組合併且變更藥
商名稱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變更登記，
如涉及權利移轉者，並應由讓與人及受讓
人共同提出申請：
一、變更登記申請書；其應由合併之藥商
共同具名提出，載明申請藥商名稱變
更登記，係因國外藥廠合併。但如藥
商經改組後，原藥商名稱消滅者，得
僅由更名後之新藥商提出申請。
二、國外藥廠合併之變更通知函，並應由
國外製造廠或其總公司、或國外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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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持有者出具或有關主管機關出具之
官方證明文件。
三、合併後之國外製造廠或其總公司、或
國外許可證持有者出具之委託書正
本，並經我國駐外館處簽證。
四、合併前後藥商之藥商許可執照影本。
五、合併後之藥商及其負責人出具之切結
書，載明對所有藥品切結依法輸入販
賣，並願負全責；另加具對同一製造
廠無相同處方之切結書。
六、如變更前之藥商已持有藥品許可證
者，應另附藥品許可證正本及原持有
之輸入藥品許可證清冊，並以一件申
請案辦妥全部許可證變更為原則。其
變更登記申請案如經核准，申請人應
自行變更所有藥品標籤、仿單、外盒、
鋁箔片等之藥商名稱，必要時應提出
備查。
七、如變更前之藥商有查驗登記申請案仍
在審查中者，應另重新填具藥品查驗
登記申請書正、副本，載明合併之藥
商名稱。
第 61 條
藥品製造廠名稱變更，廠址不變者，應檢
附下列資料，申請變更登記：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藥品許可證清冊。
四、如係國內藥品製造廠，應另附已完成
變更之證照影本各一份。
五、如係輸入藥品之製造廠，應另附原廠
變更通知函及出產國最高衛生主管機
關出具之製造廠名稱變更證明文件，
並應經我國駐外館處簽證。
如輸入藥品之國外製造廠廠址不變，製造
廠公司名稱或國外許可證持有者名稱變
更，而不涉及權利移轉者，應檢附下列資
料，申請變更登記：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126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

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相關條文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藥品許可證清冊。
四、原廠變更通知函。
第 62 條
藥品製造廠地址變更者，應依下列規定，
申請變更登記：
一、地址變更如係因門牌整編者，應檢附
下列資料：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如係國產藥品之製造廠，應另附藥
品許可證清冊、已完成變更之證照影本及
戶政機關出具之門牌整編證明文件各一
份。
（四）如係輸入藥品之國外製造廠，應另
附原廠變更通知函與出產國戶政機關或有
關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其證明文件並應
經我國駐外館處簽證。
二、如係遷廠或產地變更者，應檢附下列
資料：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如係國產藥品製造廠，應另附藥品
許可證清冊、已完成變更之證照
影本各一份及遷廠後取得符合藥品
優良製造規範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如係輸入藥品之國外製造廠，應另
附委託書、原廠變更通知函正本、出產國
許可製售證明、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
證明文件影本、製造管制標準書或與成品
同批次之批次製造紀錄、該批次使用之原
料與成品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書、
安定性試驗資料。如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
範之證明文件持有者非申請人時，得以原
廠授權函或持有證明文件之國內藥商授權
函，並載明其證明文件之核准文號替代之。
（五）已執行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
驗之藥品，應依第四十六條規定檢附相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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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涉及須換證者，應另附查驗登記
申請書正本。
如輸入藥品之國外製造廠廠址不變，製造
廠公司地址或國外許可證持有者地址變
更，而不涉及權利移轉者，應檢附下列資
料：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藥品許可證清冊。
四、原廠變更通知函。
第 107 條
中藥許可證登記事項之變更，包括原廠變
更通知函、檢驗規格及方法變更、藥商 (含
製造廠) 之名稱或地址變更、藥品之標仿
單外盒與鋁箔紙 (袋) 變更及核定本遺失
補發，分別準用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七條
及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之規定。

第一百一十五條
按規定變更藥品包裝標籤、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的要求修改說明書等的補充申請，報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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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條
藥品製劑之仿單、標籤、包裝變更，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行變更。但其變更
應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於書面作業程
序詳實修正並作紀錄，且需留廠商備查，
並其市售品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一、原核准文字內容未變更者，包括如下：
（一）僅標籤、仿單、外盒圖樣或色澤之
變更。但不得有涉及猥褻、有傷風化
或誤導效能之圖樣。
（二）因包裝數量不同而依比例縮小或放
大原核准之圖文，或更改原核准圖文
位置之版面移動。
（三）原核准文字之字體更改。但其品名
英文字體不得大於中文字體。
（四）企業識別系統（CIS） 、防偽標籤
之加印或更改。
（五）由標籤黏貼改為外盒印刷或增加外
盒者。但其文字、圖樣之設計應與原
核准標籤相同。
（六）同一注射劑不同包裝量之標籤外
盒，得以相同圖樣、文字而不同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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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籤外盒，以資區分。
二、文字內容雖有變更，但不涉及藥品品
質、用藥安全者：
（一）增印或變更條碼、健保代碼、識別
代碼、GMP 藥廠之 GMP 字樣、主
管機關核准登記之著作權登記字號或
公司商標、註冊商標字號或專利證書
字號。
（二）防偽專線之加印或更改。指示藥品
及成藥增印或變更建議售價或消費者
服務專線。
（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藥商
名稱、製造廠名稱或地址，與增印或
變更電話、傳真、連絡處。
（四）增印或變更經銷商名稱、地址。但
經銷商名稱之字體不得大於藥商（許
可證持有者）名稱之字體，且經商應
具有藥商許可執照。
（五）增加封口標示（外盒）或更改其標
示，包括價位標示。
（六）輸出藥品，依外銷國之要求於標籤、
仿單上增列項目。
（七）為藥品市場區隔所需，於原核定包
裝上加註本藥限由某醫院使用、或限
供醫院用，不得轉售及其他適當辭句。
（八）英文品名加註之廠名增刪或變更。
（九）處方之單位標示方式更改，符合中
華藥典者。
（十）於不影響原訂貯藏法情形下，對整
合其貯藏法之用詞改變。但其用詞應
依中華藥典用詞規定。
三、為維護藥品品質及用藥安全，而加註
使用方法之文字內容變更者。
第 63 條
申請藥品之仿單、標籤、外盒、鋁箔變更
或核定本遺失補發，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反面影本。
三、原核准並蓋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騎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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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之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
但申請核定本遺失補發者，免附。
四、標籤、仿單、外盒、鋁箔片實體或其
彩色照片或擬稿各二份；如仿單有變
更者，應於中、外文仿單擬稿標示變
更處。輸入藥品並應另附外文仿單及
中文仿單擬稿，其中文仿單擬稿應依
新版外文仿單內容詳實翻譯。如僅係
仿單變更，其他包材未變更者，得僅
送仿單，無須檢送其他包材。
五、如係申請遺失補發者，應另附遺失切
結書。
六、輸入藥品應另附原廠變更通知函。但
申請核定本遺失補發者，免附。
第 104 條
國產中藥製劑之標籤、仿單、包裝變更，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行變更。但其
變更應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於書面作
業程序詳實修正並作紀錄，且需留廠備
查，並其市售品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一、原核准文字內容未變更者，包括如下：
(一) 僅標籤、仿單、外盒圖樣或色澤之變
更。但不得有涉及猥褻、有傷風化或
誤導效能之圖樣。
(二) 因包裝數量不同而依比例縮小或放
大原核准之圖文，或更改原核准圖文
位置之版面移動。
(三) 原核准文字之字體更改。但其品名英
文字體不得大於中文字體。
(四) 企業識別 CIS 之加印或更改。
(五) 由標籤黏貼改為直接印於外包裝或
增加外盒者。但其文字、圖樣之設計
應與標籤相同。
二、文字內容雖有變更，但不涉及藥品品
質、用藥安全者：
(一) 增印或變更條碼、健保代碼、識別代
碼、GMP 藥廠之 GMP 字樣、處方
中原料之外文名、主管機關核准登記
之著作權登記字號或公司商標、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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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字號或專利證書字號。
(二) 增印或變更建議售價或消費者服務
專線。
(三)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藥商
名稱或地址，與增印或變更電話、傳
真、連絡處。
(四) 增印或變更經銷商名稱、地址。但經
銷商名稱之字體不得大於藥商 (許
可證持有者) 名稱之字體，且經銷商
應具有藥商許可執照。
(五) 增加封口標示 (外盒) 或更改其標
示，包括價位標示。
(六) 輸出藥品，依外銷國之要求於標籤、
仿單上增列項目。
(七) 為藥品市場區隔所需，於原核定包裝
上加註本藥限由某醫院使用、或限供
醫院用，不得轉售及其他適當辭句。
(八) 英文品名加註之廠名增刪或變更。
(九) 處方之單位標示方式更改，符合台灣
傳統藥典者。
(十) 於不影響原訂貯藏法情形下，對整合
其貯藏法之用詞改變。但其用詞應依
中華藥典用詞規定。
三、為維護藥品品質及用藥安全，而加註
使用方法之文字內容變更者。
第 105 條
中藥包裝變更，除符合前條得自行變更
外，其餘變更應依下列規定申請變更登記：
一、包裝材質不變更者，申請變更包裝限
量，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 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 藥品許可證正本。
二、包裝之材質之變更，如與原核准之包
裝材質不同者，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 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 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 安定性試驗書面作業程序及其報告。
(四) 批次製造紀錄。
前項包裝材質之變更，如涉及標籤、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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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盒變更者，並應加具下列資料：
一、原核准並蓋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騎縫
章之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
二、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各二份。
包裝之變更，應符合第七十七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之規定。
如係輸入中藥，應另附原廠變更通知函及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正本。

第一百一十六條
進口藥品的補充申請，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審批。 其中改變進口藥品製劑所用原料藥的產
地、變更進口藥品外觀但不改變藥品標準、根據
國家藥品標准或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要求
修改進口藥說明書、補充完善進口藥說明書的安
全性內容、按規定變更進口藥品包裝標籤、改變
註冊代理機構的補充申請，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備案。

第 47 條
申請輸入藥品變更登記須檢附之原廠變更
通知函，應由原登記製造廠或其總公司、
或國外許可證持有者出具證明函正本，並
限出具日起一年內有效
，且其所載之廠名、廠址均應與原核定相
符，不得以關係企業、代理商、經銷商出
具，或持電報、報價單或電傳資料替代。

第一百一十七條
對藥品生產技術轉讓、變更處方和生產工藝可能
影響產品質量等的補充申請，省、自治區、直轄
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根據其《藥品註冊批件》
附件或者核定的生產工藝，組織進行生產現場檢
查，藥品檢驗所應當對抽取的 3 批樣品進行檢驗。

第 45 條
申請藥品登記事項變更，如依規定應執行
安定性試驗者，其安定性試驗之執行及應
檢送資料如下：
一、藥品各項變更，依規定須檢附安定性
試驗報告資料者，均應依藥品安定性
試驗基準之規定，以變更後之藥品一
批，執行六個月之加速試驗及達宣稱
效期之長期試驗安定性試驗。申請變
更登記時，應檢送至少三個月之加速
安定性資料，其餘加速試驗及長期試
驗結果與安定性試驗之書面作業資料
及實驗數據等，應留廠商備查。
二、藥品有效期間變更者，應以市售品三
批執行包括達有效期間之長期試驗，
並經統計分析。但其原許可證係於民
國九十年一月一日前提出藥品查驗登
記申請者，得自行決定依藥品安定性
試驗基準執行儲存試驗或長期試驗。
歷年安定性試驗之書面作業資料與實
驗數據及其他相關資料應留廠商備
查，無需再申請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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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規定留廠商備查之資料，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通知提供時，申請人應即提出相
關資料以供查核。如經查核發現有不實
者，申請人應回收市售藥品，並依本法有
關規定處罰。
第 46 條
申請藥品登記事項變更須執行生體可用率
及生體相等性試驗之規定如下：
一、主要改變及次要改變之定義，依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事項規定認定之。
二、速放製劑如涉及製造變更者，應檢附
資料如下：
(一) 屬主要改變者，應檢附生體相等性試
驗報告。
(二) 屬次要改變者，應檢附溶離率曲線比
對報告。
三、速放製劑如涉及製造場所變更者，應
檢附資料如下：
(一) 配方與製程比對，包括原料來源、規
格及製造設備。
(二) 溶離率曲線比對資料。
(三) 如經判定屬主要改變或資料 不 足
者，應另檢送生體相等性試驗報告。
四、控釋製劑如涉及製造與其場所之變更
者，應檢送生體相等性試驗報告。但
其場所變更如未涉及包括原料來源、
規格、製造設備或其他配方製程之改
變者，得以溶離率曲線比對報告替代
之。
五、申請變更之藥品，如涉及配方與製程
之多重改變者，依其各別之變更範圍
辦理。
六、所有生體相等性試驗，均得以生體可
用率連同臨床試驗報告替代之。
七、執行之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
驗，應符合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
等性試驗基準之規定。
已核准上市之藥品，廠商自行申請執行生
體相等性試驗並其報告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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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審核通過，如其後涉及製造與其場所之
變更者，準用前項規定。
供生體可用率或生體相等性試驗之藥品批
量，以最低不得少於一萬顆為原則，如有
特殊情況，不在此限。但仍不得低於生產
批量之十分之一。

第一百一十八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藥品補充申請進行審
查，必要時可以要求申請人補充資料，並說明理
由。 符合規定的，發給《藥品補充申請批件》；
不符合規定的，發給《審批意見通知件》
，並說明
理由。

第 26 條（西藥）
申請案件如未依規定繳納費用、未填具申
請書表、未備齊資料或有其他不符本準則
規定之情形而得補正時，申請人應依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補正。補正期
限為二個月。
申請人如未能於期限內補正者，得於補正
期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延期；其延
第一百一十九條
補充申請獲得批准後，換發藥品批准證明檔的， 期期限，自補正期滿翌日起算一個月，且
原藥品批准證明檔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予 延期以一次為限。
以註銷；增發藥品批准證明檔的，原批准證明檔 申請人如未於期限內補正或延期一個月後
仍逾期未補正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依
繼續有效。
現有資料逕為審查核駁。
第 85 條（中藥）
申請案件如未依規定繳納費用、未填具申
請書表、未備齊資料或有其他不符本準則
規定之情形而得補正時，申請人應依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補正。補正期
限為三個月。
申請人如未能於期限內補正者，得於補正
期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延期；其延
期期限，自補正期滿翌日起算一個月，且
延期以一次為限。
申請人如未於期限內補正或延期一個月後
仍逾期未補正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依
現有資料逕為審查核駁。
第九章

藥品再註冊

第一百二十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核發的藥品批准文號、
《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的
有效期為 5 年。 有效期屆滿，需要繼續生產或者
進口的，申請人應當在有效期屆滿前 6 個月申請
再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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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許可證如有污損或遺失，應敘明理
由，申請原核發機關換發或補發，並應將
原許可證同時繳銷，或由核發機關公告註
銷。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72 條（西藥）
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間之展延，應於期滿前
三個月內申請。逾期者，應重新申請查驗
登記，不受理其展延申請。但於原許可證
有效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重新申請查驗登
記者，得準用第七十三條規定並檢附查驗
登記申請書正本，簡化其申請程序。
申請藥品許可證展延登記，如需同時辦理
變更者，應與其他展延案分開申請。
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間欄位如已蓋滿展延章
戳者，應另附藥品查驗登記申請書正本，
以憑換發新證。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109 條（中藥）
中藥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間之展延，應於期
滿前三個月內申請。申請展延登記，如需
同時辦理變更者，應與其他展延案分開申
請。
申請中藥之藥品許可證展延登記，應檢附
下列資料：
一、經申請人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 衛
生主管機關核章之藥品許可證有效期
間展延申請書。
二、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如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間欄位已蓋滿展
延章戳，應另附藥品查驗登記申請書
正本，以憑換發新證。
四、如申請展延之藥品，係屬內政部核發
之藥品許可證者，免繳審查費，惟應
另附下列資料：
(一) 藥品變更登記申請書。
(二) 藥品許可證正本。
(三) 藥品查驗登記申請書正本。
(四) 原核准並蓋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騎
縫章之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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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各二份。
五、如申請展延之藥品，係屬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公告之評估藥品或需加強管理
之藥品者，應依公告規定檢附有關資
料。
六、以內政部核發或其後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換發之非屬固有典籍收載之藥品
許可證，自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一日
起，該許可證於展延時，應另附處方
內藥材之二種指標成分之高效液相層
析檢驗方法及圖譜。但經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認定有窒礙難行者，不在此限。
七、自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一日起，應另附
其製造廠之軟硬體設備及相關劑型設
備符合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之證明
文件影本；或在九十四年二月二十八
日前檢附下列資料，經查核通過後，
方得展延至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並依上開規定辦理，如係分段委託製
造者，其製造廠應包括分段委託製造
中所有製程涉及之受託製造廠。
一、新建廠房：
(一) 建照執照。
(二) 建築、水電及空調工程合約書。
(三) 建築物使用執行 (完工後) 。
(四) 施工照片。
(五) 切結提出軟體查廠日期。
二、改建廠房：準用前項規定。
三、建物範圍內修繕：
(一) 建築、水電及空調工程合約書。
(二) 施工照片。
(三) 切結提出軟體查廠日期。

第一百二十一條
在藥品批准文號、
《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
產品註冊證》有效期內，申請人應當對藥品的安
全性、有效性和質量控制情況，如監測期內的相
關研究結果、不良反應的監測、生產控制和產品
質量的均一性等進行系統評價。
第一百二十二條
136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

我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相關條文

藥品再註冊申請由藥品批准文號的持有者向省、
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提出，按照規
定填寫《藥品再註冊申請表》
，並提供有關申報資
料。
進口藥品的再註冊申請由申請人向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提出。
第一百二十三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申報資
料進行審查，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再註冊申請
受理通知書；不符合要求的，出具藥品再註冊申
請不予受理通知書，並說明理由。
第一百二十四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自受
理申請之日起 6 個月內對藥品再註冊申請進行審
查，符合規定的，予以再註冊；不符合規定的，
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第一百二十五條
進口藥品的再註冊申請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受理，並在 6 個月內完成審查，符合規定的，
予以再註冊；不符合規定的，發出不予再註冊的
通知，並說明理由。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藥品不予再註冊：
（一）有效期屆滿前未提出再註冊申請的；
（二）未達到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時提出的有關要求的；
（三）未按照要求完成 IV 期臨床試驗的；
（四）未按照規定進行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的；
（五）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再評價屬於療
效不確、不良反應大或者其他原因危害人體
健康的；
（六）按照《藥品管理法》的規定應當撤銷藥品
批准證明檔的；
（七）不具備《藥品管理法》規定的生產條件的；
（八）未按規定履行監測期責任的；
（九）其他不符合有關規定的情形。
第一百二十七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收到省、自治區、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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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意見後，經審查不符合藥品
再註冊規定的，發出不予再註冊的通知，並說明
理由。
對不予再註冊的品種，除因法定事由被撤銷藥品
批准證明檔的外，在有效期屆滿時，註銷其藥品
批准文號、
《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
冊證》。
第十章藥品註冊檢驗
第一百二十八條
藥品註冊檢驗，包括樣品檢驗和藥品標準復核。
樣品檢驗，是指藥品檢驗所按照申請人申報或者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核定的藥品標準對樣品
進行的檢驗。
藥品標準復核，是指藥品檢驗所對申報的藥品標
準中檢驗方法的可行性、科學性、設定的項目和
指標能否控製藥品質量等進行的實驗室檢驗和審
核工作。
第一百二十九條
藥品註冊檢驗由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或者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檢驗所承擔。 進口藥品
的註冊檢驗由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組織實
施。
第一百三十條
下列藥品的註冊檢驗由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
或者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指定的藥品檢驗所
承擔：
（一）本辦法第四十五條（一）、（二）規定的藥
品；
（二）生物製品、放射性藥品；
（三）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的其他藥品。
第一百三十一條
獲准進入特殊審批程式的藥品，藥品檢驗所應當
優先安排樣品檢驗和藥品標準復核。
第一百三十二條
從事藥品註冊檢驗的藥品檢驗所，應當按照藥品
檢驗所實驗室質量管理規範和國家計量認證的要
求，配備與藥品註冊檢驗任務相適應的人員和設
備，符合藥品註冊檢驗的質量保證體系和技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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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 條
申請人如接獲送驗通知者，應於通知之送
驗期限內，繳納費用並檢附下列樣品及資
料，依規定送驗。送驗期限，國產中藥為
三十日，輸入中藥為三個月。
一、藥物樣品三份及原藥材；本款所稱一
份，係指足夠一次檢驗數量為一份。
二、視檢驗需要，提供對照標準品適量。
三、藥物樣品檢驗遞送表。
凡有重新檢驗案件，申請人應再繳納費用。
申請人送驗須遵守之相關事項，準用第二
十九條規定。
第 84 條
申請輸入中藥查驗登記所需檢附樣品、數
量與通關作業規定為：凡持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核發之通知藥商送驗書函通關，原則
上以該送驗書函上載明之藥物樣品、原藥
材及對照標準品之數量為準。但為顧及包
裝完整性，得商請海關視實際單一完整包
裝酌量放行。
申請輸入中藥變更登記如須送驗時，其樣
品、數量與通關作業，準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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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第一百三十三條
申請人應當提供藥品註冊檢驗所需要的有關資
料、報送樣品或者配合抽取檢驗用樣品、提供檢
驗用標準物質。 報送或者抽取的樣品量應當為檢
驗用量的 3 倍；生物製品的註冊檢驗還應當提供
相應批次的製造檢定記錄。
第一百三十四條
藥品檢驗所進行新藥標準復核時，除進行樣品檢
驗外，還應當根據藥物的研究數據、國內外同類
產品的藥品標準和國家有關要求，對藥物的藥品
標準、檢驗項目等提出複核意見。
第一百三十五條
要求申請人重新制訂藥品標準的，申請人不得委
託提出原復核意見的藥品檢驗所進行該項藥品標
準的研究工作；該藥品檢驗所不得接受此項委託。
第十一章
第一節

藥品註冊標準和說明書
藥品註冊標準

第一百三十六條
國家藥品標準，是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
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藥品註冊標準和其
他藥品標準，其內容包括質量指標、檢驗方法以
及生產工藝等技術要求。
藥品註冊標準，是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
准給申請人特定藥品的標準，生產該藥品的藥品
生產企業必須執行該註冊標準。
藥品註冊標準不得低於中國藥典的規定。
第一百三十七條
藥品註冊標準的項目及其檢驗方法的設定，應當
符合中國藥典的基本要求、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發布的技術指導原則及國家藥品標準編寫原
則。
第一百三十八條
申請人應當選取有代表性的樣品進行標準的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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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本章所稱原料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
書，係指各有效成分原料之檢驗規格、方
法及檢驗成績書；如係輸入藥品者，係指
其每一處方成分原料（包括製程中加入輔
助原料及色素）之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檢驗
成績書。
原料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書，規定
如下：
一、申請查驗登記藥品所用之原料，如依
據藥典者，應依序註明藥典名稱、年
次、版次及頁數。但依據之藥典，以
中華藥典、十大醫藥先進國家出版之
藥典、或其他經中央限出版日起五年
內。
二、新成分新藥得依廠規為主。
三、檢驗所需之標準品，應註明係 Primary
Standard 或 Working Standard。如係
Primary Standard 者，應註明來源；如
係 Working Standard 者，應註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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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批號及標示含量（或力價）、檢
驗規格、檢驗成績書、標定程序。
四、色素應有檢驗規格及方法；香料無需
檢附檢驗規格。
五、每一處方成分原料之檢驗成績書，應
為所附成品批次使用之原料檢驗成
績書。
六、原料應依規格逐項檢驗，如有減免者，
應檢附減免之書面作業程序及其他
全項檢驗批號之檢驗成績書。
七、檢驗結果如為數值者，應以數據表示；
檢驗方法為比對標準品者，得以「合
格」表示。
第 10 條
本章所稱成品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
書，係指藥品製劑之檢驗規格、方法及檢
驗成績書。
成品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書，規定
如下：
一、申請查驗登記之藥品如屬藥典藥品
者，應於申請書及所附檢驗規格中記
明所依據藥典之名稱、年次、版次及
頁數；其藥典並以中華藥典、十大醫
藥先進國家出版之藥典或其他經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採用之藥典為限，且
版本限出版日起五年內。於同一品名
下有二種以上酯或鹽類、或含結晶水
及無水物之成分者，均應明確記載申
請案件係採用何種。
二、申請查驗登記藥品之各有效成分，均
應於檢驗規格中明確記載其各項合
格範圍及檢驗方法；其鑑別及含量測
定，不得僅記載按某藥典操作代之。
三、必要時，申請人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之要求，提出檢驗紀錄，包括所有
為確定是否符合既訂規格及標準之
檢驗所得數據與下列紀錄：
（一）樣品之取樣地點、數量、批號或其
他明確之代號、取樣日期、樣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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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完成日期。
（二）所有檢驗方法之依據。
（三）每一檢驗所用樣品之重量或容量。
（四）檢驗所需之標準品，應註明係
Primary Standard 或 Working
Standard 。 如 係 Primary Standard
者 ， 應 註 明 來 源 ； 如 係 Working
Standard 者，應註明來源、批號及標
示含量（或力價）
、檢驗規格、檢驗
成績書、標定程序。
（五）每一檢驗過程中所產生數據之完整
紀錄，包括儀器輸出之圖表及光譜
等，均應明確標記，避免混淆。
（六）有關檢驗之所有運算紀錄。
（七）檢驗結果須與既訂規格相比較而作
判定。
（八）每一檢驗操作者之姓名及日期。
（九）校核者簽名認定已檢視原始紀錄之
精確性、安全性與符合既訂規格之
記載。
四、成品檢驗成績書，準用前條第二項第
五款至第七款之規定。
分段委託製造藥品成品檢驗試驗之執行，
應符合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之規
定，並以能確認藥品之品質為原則，不限
由分段委託製造製程之受託製造廠執行。
第 三 章 中藥
第 74 條
本章所稱檢驗規格，以台灣傳統藥典或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或公
告事項為準，藥典並以最新版本或前一版
本為限。但台灣傳統藥典未收載或非屬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事項者，製造及輸入
業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
國藥典或視需要自行制訂之。

第二節

藥品標準物質

第一百三十九條
中華藥典
藥品標準物質，是指供藥品標準中物理和化學測
試及生物方法試驗用，具有確定特性量值，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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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設備、評價測量方法或者給供試藥品賦值的
物質，包括標準品、對照品、對照藥材、參考品。
第一百四十條
中華藥典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負責標定國家藥品標準
物質。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可以組織有關的省、自
治區、直轄市藥品檢驗所、藥品研究機構或者藥
品生產企業協作標定國家藥品標準物質。
第一百四十一條
中華藥典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負責對標定的標準物質
從原材料選擇、製備方法、標定方法、標定結果、
定值準確性、量值溯源、穩定性及分裝與包裝條
件等資料進行全面技術審核，並作出可否作為國
家藥品標準物質的結論。
第三節

藥品名稱、說明書和標籤

第一百四十二條
藥事法第 75 條
申請註冊藥品的名稱、說明書和標籤應當符合國 藥物之標籤、仿單或包裝，應依核准，分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規定。
別刊載左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第一百四十三條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由申請人提出，國家食品藥品 二、品名及許可證字號。
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根據申報資料對其中除 三、批號。
企業資訊外的內容進行審核，在批准藥品生產時 四、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
五、主要成分含量、用量及用法。
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予以核准。
申請人應當對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的科學性、規範 六、主治效能、性能或適應症。
七、副作用、禁忌及其他注意事項。
性與準確性負責。
八、其他依規定應刊載事項。
第一百四十四條
申請人應當跟蹤藥品上市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情 前項第四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
免予刊載者，不在此限。
況，及時提出修改藥品說明書的補充申請。
第一百四十五條
申請人應當按照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的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14 條
格式和要求、根據核准的內容印製說明書和標籤。 藥品品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品名不得使用他人藥物商標或廠商名
稱。但取得所用廠商名稱之商標權者，不
在此限。
二、以藥典記載之名稱、學名、通俗名稱
或固有成方名稱為品名者，應加冠商標、
廠商名稱或其他可資辨別之名稱。但外銷
專用品名，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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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名不得與其他廠商藥品品名相同，
或涉及仿冒或影射情事。
四、品名不得涉有虛偽或誇大，或使人對
品名與效能產生不當聯想或混淆。
五、中文品名不得夾雜外文或數字。但具
直接意義者，不在此限。
六、依本法撤銷許可證之藥品，其品名不
得再使用；依本法註銷或廢止許可證之藥
品，二年內其品名不得再使用。但依第七
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重新申請查驗登
記、原有許可證變更為外銷專用許可證或
外銷專用許可證之註銷或廢止原因與藥品
之安全或療效無關者，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核准後，同一廠商得將原品名使用於同
成分、同劑型、同劑量且同療效之藥品，
不受二年內不得再使用之限制。
七、同一廠商對於不同處方之複方製劑而
使用相同品名者，應於中文品名中，以適
當字詞明顯區分其藥品之不同效能。
八、不得有其他不適合為藥品名稱之情形。
認定藥品品名是否相同或近似之標準，依
商標、廠商名稱或其他可資辨別名稱之順
位認定之。但前項第三款之認定，廠商名
稱及劑型不列入比對。
已核准上市之藥品許可證，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得依前二項規定，重新審查核定其藥
品品名。
第 20 條
藥品之標籤、仿單、包裝，應符合本法第
七十五條規定，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事項刊載。其擬製與刊載之方式及內容，
應符合下列規定，且其字體應易於辨識：
一、仿單應載明使用類別、包裝、儲藏及
其他依規定應刊載之必要事項。
二、輸入藥品外盒之標示，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應於原廠刊載品名、有效成分及含
量、製造廠或其公司之名稱及地
址。但外盒未刊載製造廠名及廠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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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另以小籤條標示之。
（二）藥商名稱及地址、許可證字號、中
文品名、類別，得以小籤條標示。
（三）如係委託製造，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核准者，其外盒之受託廠名稱、
地址，得以刊載其所在國別替代之。
三、監視藥品之學名藥仿單，應依已核准
之首家仿單核定方式記載；非監視藥
品應依原廠仿單據實翻譯。
四、貼標籤（籤條）作業，視同製程之一
部分，應依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作業
程序執行；輸入藥品應於原廠貼妥，
或依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
之規定，於輸入國內後委託國內符合
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藥廠（以下簡稱
GMP 藥廠）或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
範之醫藥物流中心執行藥品包裝及
貼籤條作業。但製造廠名及廠址之籤
條，仍應於原廠貼妥，不得於國內委
託執行。
五、藥品外包裝及最小單位包裝（直接包
材之包裝），應依本條規定，以中文
及英文標示。但如受限於最小包裝之
面積者，至少應標示中文品名及含
量。下列品項之標示，得視為符合本
款規定：
（一）單次使用之單支單盒包裝之注射
劑，其外盒已載明中文者。
（二）以原包裝給藥或販售之藥品，於給
藥或販售時不單獨將外盒拆開，其
外盒已載明中文者。
（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之藥品類
別列屬「限由醫師使用」之製劑，
其外盒已載明中文者。
六、下列品項，其外盒已載明中文者，最
小單位包裝（直接包材之包裝）得僅
標示中文品名或英文品名及含量，並
視為符合前款規定：
（一）罕見疾病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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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架儲條件特殊，須冷藏冷凍儲存之
藥品。
（三）其他特殊狀況，須申請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認定之藥品。
七、仿單記載事項以不超出主治效能及主
要成分之藥理範圍為原則，複方製劑
以各有效成分混合使用之主要藥理
作用為範圍，不得有誇大字樣。
八、仿單應詳實刊載禁忌、警語、副作用
及注意事項，並應使用紅字或加印紅
框或使用粗黑異體字，以引起使用者
特別注意。
九、中文仿單之字體大小規格不得小於電
腦字體七號字。
十、市售藥品得僅放置經審查核定之中文
仿單。但如市售藥品同時放置中、外
文仿單者，外文仿單內容須與核定本
之中文仿單內容相符，廠商得依核定
之中文仿單自行修正其外文仿單內
容。
十一、仿單、標籤、包裝不得刊印涉及猥
褻、有傷風化或誇大效能之圖案或文
字。
十二、如於仿單、標籤或包裝上刊載經銷
商名稱時，其上刊載經銷商名稱之字
體不得大於藥商（許可證持有者）名
稱之字體，並應檢附經銷商之藥商許
可執照影本供參。
十三、中文品名之字體不得小於外文字
體，並應清晰可辨，且得以單一中文
品名字體高度不小於單一外文字母
之高度為比對標準。
十四、成藥之標籤及包裝上，應依其類別，
加印明顯大號「成藥」或「乙類成
藥」，其字體並以正楷為原則。
十五、如同一張許可證藥品之有效成分、
劑型、劑量及用途均相同，其不具任
何藥理作用香料、色素、矯味劑之外
觀或形狀變更，不影響藥品品質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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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用藥安全者，得以賦形劑變更方式
增加組成。但其藥品標籤、仿單及外
盒包裝應有適當文字敘述，以明顯區
別，至其圖案、顏色得配合文字敘述
有不同組成。
十六、鋁箔盒裝之每一片鋁箔紙上，均應
刊印藥品名稱且應以中文為主；並得
刊印其廠名及許可證字號。下列品項
得視為符合本款規定：
（一）鋁箔塑膠片之最小包裝，其每片鋁
箔紙上均已刊印（含印妥或加貼）
中文藥品名稱者。
（二）以原包裝給藥或販售之藥品，於給
藥或販售時不單獨將外盒拆開，其
外盒已載明中文者。
十七、藥品之標籤或包裝，應依下列方式
之一，刊載批號、製造日期、有效期
間、保存期限：
（一）批號與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
（二）批號與保存期限。
（三）批號與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
十八、依前款規定刊載製造日期、保存期
限時，應以年、月、日標明，且製造
日期、有效期間、保存期限，並應以
消費者易於辨識或判斷之方式刊
載。但有效期間在二年以上者，其保
存期限得僅標示年、月，並推定為當
月之月底。
十九、以塑膠為包裝容器之大型輸注液，
應於容器上標示其與藥品接觸之材
質名稱。
擬製藥品仿單、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
各種標示材料圖樣，應另符合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公告之須加刊注意事項品目、藥品
再評估結果、指示藥品審查基準、藥品再
分類品項、醫療藥品仿單刊載事項標準化
之規定。
管制藥品之標籤及包裝應加刊事項，除準
用前二項之規定外，應另依管制藥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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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應黏貼或附仿
單、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標示材料之
已印妥實體或擬稿。須檢送外盒、仿單、
標籤黏貼表之變更及查驗登記案，於申請
時，得檢送包材之印刷實體或擬稿；鋁箔
實體得以彩色照片替代之。
查驗登記申請案於領證時，應檢附藥品外
觀及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核定之標籤、
仿單、包裝之電子檔。變更登記申請案如
涉及藥品外觀、標籤、仿單或包裝之變更
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核定之事
項，檢附變更後之藥品外觀、標籤、仿單、
包裝及相關電子檔。
第 81 條
中藥之標籤、仿單、包裝，應符合本法第
七十五條規定，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事項刊載。其擬製與刊載之方式及內容，
應符合下列規定，且其字體應易於辨識：
一、仿單應載明儲藏及其他依規定應刊載
之必要事項。
二、仿單記載事項以不超出效能及適應症
為原則，複方製劑以各有效成分混合
使用之主要藥理作用為範圍，不得有
誇大字樣。
三、仿單應詳實刊載禁忌、警語、副作用
及注意事項，並應使用紅字或加印紅
框或使用粗黑異體字，以引起使用者
特別注意。
四、以商品名加冠廠名、品牌或註冊商標、
與劑型名稱為品名之單方製劑，與以
商品名加冠廠名、品牌或註冊商標、
與劑型名稱為品名之複方製劑，應於
仿單之品名後加註原典成方名稱。如
無仿單者，應標示於標籤或外盒。
五、中文仿單之字體大小規格，除另有規
定外，不得小於電腦字體七號字
六、仿單、標籤、包裝不得刊印涉及猥褻、
有傷風化或誇大效能、適應症之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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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文字。
七、如於仿單、標籤、包裝上刊載經銷商
名稱時，其上刊載經銷商名稱之字體
不得大於藥商 (許可證持有者) 名稱
之字體，並應檢附經銷商之藥商許可
執照影本供參。
八、中文品名之字體不得小於外文字體，
並應清晰可辨，且得以單一中文品名
字體高度不小於單一外文字母之高
度為比對標準。
九、藥品名稱字體大小，每個字不得小於
另一個字一倍以上。但廠名 (品牌、
註冊商標) 、劑型名及商品名 (藥品
品名除廠名及劑型名之部分
) 間不列入比對。
十、成藥之標籤及包裝上，應依其類別，
加印明顯大號「成藥」或「乙類成
藥」，其字體並以正楷為原則。
十一、外用製劑之標籤及包裝上，應加印
「外用」，並使用紅字或加印紅框。
十二、鋁箔盒裝之每一片鋁箔紙上，均應
刊印藥品品名、廠名及許可證字號。
十三、藥品之標籤或包裝，應依下列方式
之一，刊載批號、製造日期、有效期
間、保存期限：
(一) 批號與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
(二) 批號與保存期限。
(三) 批號與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
十四、依前款規定刊載製造日期、保存期
限時，應以年、月、日標明，且製造
日期、有效期間、保存期限，並應以
消費者易於辨識或判斷之方式刊載。
十五、輸入藥品之藥商名稱及地址、許可
證字號、中文品名、類別，得以小籤
條標示。
十六、貼標籤 (籤條) 作業，視同製程之一
部分，應依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作業
程序執行；輸入藥品應於原廠貼妥，
或依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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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於輸入國內優良製造規範之
醫藥物流中心執行藥品包裝及貼籤
條作業。但製造廠名及廠址之籤條，
仍應於原廠貼妥，不得於國內委託執
行。
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應黏貼或附仿
單、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標示材料之
已印妥實體或擬稿。

第十二章

時限

第一百四十六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遵守《藥品管理法》、《行
政許可法》及《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的藥
品註冊時限要求。 本辦法所稱藥品註冊時限，是
藥品註冊的受理、審查、審批等工作的最長時間，
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中止審批或者申請人補充資
料等所用時間不計算在內。
藥品註冊檢驗、審評工作時間應當按照本辦法的
規定執行。 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長時間的，應當說
明理由，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並告知
申請人。
第一百四十七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收到申請後進行形式審查，並
根據下列情況分別作出處理：
（一）申請事項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許可的，應
當即時告知申請人不受理；
（二）申請事項依法不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的，
應當即時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並告知申請
人向有關行政機關申請；
（三）申報資料存在可以當場更正的錯誤的，應
當允許申請人當場更正；
（四）申報資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應噹噹場或者在 5 日內一次告知申請人需
要補正的全部內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
申報資料之日起即為受理；
（五）申請事項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申報資料
齊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請人按照要求
提交全部補正資料的，應當受理藥品註冊申
請。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藥品註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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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應當出具加蓋藥品註冊專用印章和註明日期
的書面憑證。
第一百四十八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在受
理申請後 30 日內完成對研製情況及原始資料的核
查、對申報資料的審查、抽取樣品、通知藥品檢
驗所進行註冊檢驗、將審查意見和核查報告連同
申請人的申報資料一併報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等工作，同時將審查意見通知申請人。
第一百四十九條藥品註冊檢驗的時間按照以下規
定執行：
（一）樣品檢驗：30 日；同時進行樣品檢驗和標
準復核：60 日；
（二）特殊藥品和疫苗類製品的樣品檢驗：60 日；
同時進行樣品檢驗和標準復核：90 日。
按照本辦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由藥品檢驗所進行
臨床試驗用樣品檢驗的，應當按照前款樣品檢驗
的時間完成。

第一百五十條
技術審評工作時間按照下列規定執行：
（一）新藥臨床試驗：90 日；獲准進入特殊審批
程式的品種：80 日；
（二）新藥生產：150 日；獲准進入特殊審批程式
的品種：120 日；
（三）對已上市藥品改變劑型和仿製藥的申請：
160 日；
（四）需要進行技術審評的補充申請：40 日。
進口藥品註冊申請的技術審評時間參照前款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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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送驗樣品）
本章規定之各類申請案件，除別有規定
外，其審查以書面審核與藥品送驗作業併
行。如書面審核通過者，申請人即應依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通知辦理領證手續；如檢
驗規格審核通過者，申請人即應依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通知辦理送驗手續。
下列申請案，除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有
必要送驗者外，得以書面審核而免送驗樣
品：
一、查驗登記：
（一）列屬成藥（含乙類成藥）之製劑。
（二）符合含維生素產品認定基準表之維
生素製劑。
（三）學名藥。
（四）新藥。
（五）符合指示藥品審查基準之製劑。
（六）一般原料藥。
（七）外銷專用之製劑及原料藥。
（八）核醫放射性藥品。
（九）過敏原藥品。
二、變更登記。
前項採書面審核之藥品，申請人須加送樣
品掃描檔或彩色圖片供審查。必要時，應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通知，提供對照標準
品，以利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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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一條
在技術審評過程中需要申請人補充資料的，應當
一次性發出補充資料通知，申請人對補充資料通
知內容提出異議的，可以當面聽取申請人的陳述
意見。 申請人應當在 4 個月內按照通知要求一次
性完成補充資料，進入特殊審批程式的，按照特
殊審批程式的要求辦理。
收到補充資料後，技術審評時間應當不超過原規
定時間的 1/3；進入特殊審批程式的，不得超過原
規定時間的 1/4。
藥品註冊過程中申請人自行提出撤回申請的，其
審批程式自行終止。
第一百五十二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應當在 20 日內作出審批
決定；20 日內不能作出決定的，經主管局領導批
准，可以延長 10 日，並應當將延長時限的理由告
知申請人。
第一百五十三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應當自作出藥品註冊審
批決定之日起 10 日內頒發、送達有關行政許可證
件。
第十三章

複審

第一百五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不予批准：
（一）不同申請人提交的研究資料、數據相同或
者雷同，且無正當理由的；
（二）在註冊過程中發現申報資料不真實，申請
人不能證明其申報資料真實的；
（三）研究項目設計和實施不能支持對其申請藥
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質量可控性進行評價
的；
（四）申報資料顯示其申請藥品安全性、有效性、
質量可控性等存在較大缺陷的；
（五）未能在規定的時限內補充資料的；
（六）原料藥來源不符合規定的；
（七）生產現場檢查或者樣品檢驗結果不符合規
定的；
（八）法律法規規定的不應當批准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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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25 條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一、申請人資格不合或製造設備不符，包
括其軟硬體設備及相關劑型設備不
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或未依規定
提出符合該規範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未依規定繳納費用或檢附之資料不充
足或與申請案件內容不符。
三、申請之藥品，主治效能不明確或無顯
著療效、或未通過藥品再評估。
四、申請之藥品有嚴重副作用或具安全疑
慮。
五、申請之製劑所含毒劇或管制藥品不符
規定之劑量。
六、申請之藥品含有未經核准使用之著色
劑、防腐劑、抗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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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含有禁止使用之成分。
八、申請之藥品，處方、製法或劑型不適
當。
九、口服液製劑成分非營養保健，或含有
Caffeine 類之成分。
十、激素 (包括蛋白同化荷爾蒙、類固醇
類) 、胃腸藥、驅蟲劑、鎮暈劑及具
抗睡眠、解熱、鎮痛、鎮咳、袪痰或
其他具醫療效能之製劑，以口服液登
記。
十一、胺基酸類及多種維生素類營養劑之
含醇總量超過 8%W/V。
十二、含可待因 (磷酸鹽) 之糖漿劑，含蔗
糖量未滿百分五十五 W/V 者；或可
待因糖漿製劑含量每一百毫升未滿
一公克而列屬於指示用藥，其可待因
含量不符下列規定：
(一) 一日最大配合量，感冒糖漿劑九毫
克，鎮咳、袪痰糖漿劑十八毫克。
( 二 ) 如 與 Ephedrine Hydrochloride 、
dl-Methylephedrine Hydrochloride 配合
時，應減量百分之二十。
(三) 成人每次服用量應為五毫升以上，處
方單位含量應配合調整。
十三、含有影響中樞神經及毒藥、劇藥之
中西藥混合製劑。
十四、檢送之檢驗規格或資料文獻不適當。
十五、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領證或送驗手
續，或送驗之藥品經檢驗與申請資料
不符或其他原因不合格者。
十六、未依核定事項刊載、修正或變更藥
品之包裝、標籤或仿單。
十七、其他不符本準則或有關法令規定，
或不符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事項
之情形。

第一百五十五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依法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
准的書面決定，應當說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享
有依法提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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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六條
申請人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作出的不予批
准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在收到不予批准的通知之
日起 60 日內填寫《藥品註冊複審申請表》
，向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提出複審申請並說明復審理
由。
複審的內容僅限於原申請事項及原申報資料。
第一百五十七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接到復審申請後，應當
在 50 日內作出複審決定，並通知申請人。 維持原
決定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不再受理再次
的複審申請。
第一百五十八條
複審需要進行技術審查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應當組織有關專業技術人員按照原申請時限
進行。
第十四章法律責任
第一百五十九條
有《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規定情形的，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利害關係人的請求或者
依據職權，可以撤銷有關的藥品批准證明檔。
第一百六十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法的規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級行政機關或者
監察機關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
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
分：
（一）對符合法定條件的藥品註冊申請不予受理
的；
（二）不在受理場所公示依法應當公示的材料的；
（三）在受理、審評、審批過程中，未向申請人、
利害關係人履行法定告知義務的；
（四）申請人提交的申報資料不齊全、不符合法
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請人必須補正的全部
內容的；
（五）未依法說明不受理或者不批准藥品註冊申
請理由的；
（六）依法應當舉行聽證而不舉行聽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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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一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藥品註冊過程
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或者謀取其他利益，構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
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一百六十二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藥品註冊過程中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其上級行政機關或者監察機關責令改
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責任：
（一）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作出准予註冊決
定或者超越法定職權作出准予註冊決定
的；
（二）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作出不予註冊決定
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內作出准予註冊決定
的；
（三）違反本辦法第九條的規定未履行保密義務
的。
第一百六十三條
藥品檢驗所在承擔藥品審批所需要的檢驗工作
時，出具虛假檢驗報告的，依照《藥品管理法》
第八十七條的規定處罰。
第一百六十四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擅自收費或者不按照法定項目
和標準收費的，由其上級行政機關或者監察機關
責令退還非法收取的費用；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
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一百六十五條
在藥品註冊中未按照規定實施《藥物非臨床研究
質量管理規範》或者《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
範》的，依照《藥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條的規定
處罰。
第一百六十六條
申請人在申報臨床試驗時，報送虛假藥品註冊申
報資料和樣品的，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不予受理或
者對該申報藥品的臨床試驗不予批准，對申請人
給予警告， 1 年內不受理該申請人提出的該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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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申請；已批准進行臨床試驗的，撤銷批
准該藥物臨床試驗的批件，並處 1 萬元以上 3 萬元
以下罰款，3 年內不受理該申請人提出的該藥物臨
床試驗申請。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報送虛假資料和樣品的申請
人建立不良行為記錄，並予以公佈。
第一百六十七條
申請藥品生產或者進口時，申請人報送虛假藥品
註冊申報資料和樣品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對該申請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對申請人給
予警告，1 年內不受理其申請；已批准生產或者進
口的，撤銷藥品批准證明檔，5 年內不受理其申
請，並處 1 萬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款。
第一百六十八條
根據本辦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需要進行藥物重
複試驗，申請人拒絕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對其予以警告並責令改正，申請人拒不改正
的，不予批准其申請。
第一百六十九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註銷藥品批准文號，並予以公佈：
（一）批准證明檔的有效期未滿，申請人自行提
出註銷藥品批准文號的；
（二）按照本辦法第一百二十六條的規定不予再
註冊的；
（三）《藥品生產許可證》被依法吊銷或者繳銷
的；
（四）按照《藥品管理法》第四十二條和《藥品
管理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對不
良反應大或者其他原因危害人體健康的藥
品，撤銷批准證明檔的；
（五）依法作出撤銷藥品批准證明檔的行政處罰
決定的；
（六）其他依法應當撤銷或者撤回藥品批准證明
檔的情形。
第十五章附則
第一百七十條
中藥和天然藥物、化學藥品、生物製品、補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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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再註冊的申報資料和要求分別見本辦法附件
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附件 5，監測期的規
定見附件 6。
第一百七十一條
藥品批准文號的格式為：國藥准字 H（Z、S、J）
＋4 位年號＋4 位順序號，其中 H 代表化學藥品，
Z 代表中藥，S 代表生物製品，J 代表進口藥品分
包裝。
《進口藥品註冊證》證號的格式為：H（Z、S）＋
4 位年號＋4 位順序號；
《醫藥產品註冊證》證號的
格式為：H（Z、S）C＋4 位年號＋4 位順序號，其
中 H 代表化學藥品，Z 代表中藥，S 代表生物製品。
對於境內分包裝用大包裝規格的註冊證，其證號
在原註冊證號前加字母 B。
新藥證書號的格式為：國藥證字 H（Z、S）＋4 位
年號＋4 位順序號，其中 H 代表化學藥品，Z 代表
中藥，S 代表生物製品。
第一百七十二條
本辦法規定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
部門承擔的受理、補充申請的審批、再註冊的審
批，均屬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委託事項。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還可以委託省、自治區、
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承擔藥品註冊事項的其
他技術審評或者審批工作。
第一百七十三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批准上市的藥品實行
編碼管理。 藥品編碼管理的規定另行製定。
第一百七十四條
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放射性
藥品的註冊申請，除按照本辦法的規定辦理外，
還應當符合國家的其他有關規定。
第一百七十五條
實施批准文號管理的中藥材、中藥飲片以及進口
中藥材的註冊管理規定，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另行製定。
第一百七十六條
藥品技術轉讓和委託生產的辦法另行製定。
第一百七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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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於 2005 年 2 月 28 日公佈的《藥品註
冊管理辦法》（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令第 17
號）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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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體現中醫藥特色，遵循中醫藥研究規律，繼承
傳統，鼓勵創新，扶持促進中醫藥和民族醫藥事
業發展，根據《藥品註冊管理辦法》，制定本補充
規定。
第二條
中藥新藥的研製應當符合中醫藥理論，注重臨床
實踐基礎，具有臨床應用價值，保證中藥的安全
有效和品質穩定均一，保障中藥材來源的穩定和
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並應關注對環境保護等因素
的影響。涉及瀕危野生動植物的應當符合國家有
關規定。

第 94 條
申請中藥之新藥查驗登記，應檢附查驗登
記申請書資料一套、國內臨床試驗報告及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規定之技術性資
料，送交審查。

第三條
主治病證未在國家批准的中成藥【功能主治】中
收載的新藥，屬於《藥品註冊管理辦法》第四十
五條第一款第（四）項的範圍。
第四條
第 75 條
中藥註冊申請，應當明確處方組成、藥材基原、 中藥之處方依據應符合下列規定：
藥材產地與資源狀況以及藥材前處理（包括炮
一、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準方為
製）、提取、分離、純化、製劑等工藝，明確關鍵
處方依據，其劑型、處方內容，應與
工藝參數。
基準方所載者相同。但出典不同者，
不在此限。
第五條
中藥複方製劑應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組方，其處 二、固有典籍所載之處方，得為處方依
據。本章所稱固有典籍，係指醫宗金
方組成包括中藥飲片（藥材）、提取物、有效部位
鑑、醫方集解、本草綱目、本草拾遺、
及有效成分。
本草備要、中國醫學大辭典及中國藥
如含有無法定標準的中藥材，應單獨建立品質標
學大辭典。
準；無法定標準的有效部位和有效成分，應單獨
建立品質標準，並按照相應的註冊分類提供研究 三、以內政部核發或其後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換發之非屬固有典籍收載之藥
資料；中藥提取物應建立可控的品質標準，並附
品許可證，不得為處方依據。
於製劑品質標準之後。
四、非屬前款所列之其他典籍，與其他藥
第六條
商藥品許可證之處方，得為參考依
中藥複方製劑除提供綜述資料、藥學研究資料
據。
外，應按照本規定第七條、第八條和第九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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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別的要求提供相關的藥理毒理和臨床試驗
資料。

五、申請外銷專用許可證，得以輸入國藥
典、基準方或其訂單要求為參考依
據。
第七條
來源於古代經典名方的中藥複方製劑，是指目前 六、處方依據之劑型，應與擬製造、輸入
者相符，如為湯劑或應為煎煮者 (如
仍廣泛應用、療效確切、具有明顯特色與優勢的
煮散) ，不宜作為傳統丸劑、散劑。
清代及清代以前醫籍所記載的方劑。
（一）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具體目錄由國家食品 七、含有茶葉之感冒 (咳嗽) 製劑，除別
有規定外，其一日茶葉之最大添加量
藥品監督管理局協助有關部門制定並發佈。
為三點七五公克。
（二）符合以下條件的該類中藥複方製劑，可僅
提供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資料，並直接申報生 檢附處方依據，應記載所據之參考許可證
字號或書名、版次及頁數，並應附依據影
產：
本。
1．處方中不含毒性藥材或配伍禁忌；
2．處方中藥味均有法定標準；
3．生產工藝與傳統工藝基本一致；
4．給藥途徑與古代醫籍記載一致，日用飲片
量與古代醫籍記載相當；
5．功能主治與古代醫籍記載一致；
6．適用範圍不包括危重症，不涉及孕婦、嬰
幼兒等特殊用藥人群。
（三）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藥品說明書中須注明
處方及功能主治的具體來源，說明本方劑有
長期臨床應用基礎，並經非臨床安全性評
價。
（四）該類中藥複方製劑不發給新藥證書。
第八條
主治為證候的中藥複方製劑，是指在中醫藥理論
指導下，用於治療中醫證候的中藥複方製劑，包
括治療中醫學的病或症狀的中藥複方製劑。
（一）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處方組成應當符合中
醫藥理論，並具有一定的臨床應用基礎，功
能主治須以中醫術語表述。
（二）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處方來源、組方合理
性、臨床應用情況、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
內容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
中心組織中醫藥專家審評。
（三）療效評價應以中醫證候為主。驗證證候療
效的臨床試驗可採取多種設計方法,但應充
分說明其科學性,病例數應符合生物統計學
要求，臨床試驗結果應具有生物統計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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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四）具有充分的臨床應用資料支援，且生產工
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基本一致的，
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臨床研究
可直接進行Ⅲ期臨床試驗。
（五）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不一
致的，應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和藥效
學研究資料。藥效學研究應採用中醫證候的
動物模型進行；如缺乏成熟的中醫證候動物
模型，鼓勵進行與藥物功能主治相關的主要
藥效學試驗。臨床研究應當進行Ⅱ、Ⅲ期臨
床試驗。
（六）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藥品說明書【臨床試
驗】項內容重點描述對中醫證候的療效，並
可說明對相關疾病的影響。
第九條
主治為病證結合的中藥複方製劑中的“病”是指
現代醫學的疾病，“證”是指中醫的證候，其功
能用中醫專業術語表述、主治以現代醫學疾病與
中醫證候相結合的方式表述。
（一）該類中藥複方製劑的處方組成應當符合中
醫藥理論，並具有一定的臨床應用基礎。
（二）具有充分的臨床應用資料支援，且生產工
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基本一致的，
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臨床研究
應當進行Ⅱ、Ⅲ期臨床試驗。
（三）生產工藝、用法用量與既往臨床應用不一
致的，應提供非臨床安全性試驗資料，並根
據擬定的功能主治（適應症）進行主要藥效
學試驗。藥效學研究一般應採用中醫證候的
動物模型或疾病模型；如缺乏成熟的中醫證
候動物模型或疾病模型，可進行與功能（藥
理作用）相關的主要藥效學試驗。臨床研究
應當進行Ⅱ、Ⅲ期臨床試驗。
第十條
對已上市藥品改變劑型但不改變給藥途徑的註冊
申請，應提供充分依據說明其科學合理性。應當
採用新技術以提高藥品的品質和安全性，且與原
劑型比較有明顯的臨床應用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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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藥材基原、生產工藝（包括藥材前處理、
提取、分離、純化等）及工藝參數、製劑處
方等有所改變，藥用物質基礎變化不大，劑
型改變對藥物的吸收利用影響較小，可根據
需要提供藥理毒理研究資料，並應進行病例
數不少於 100 對的臨床試驗，用於多個病證
的，每一個主要病證病例數不少於 60 對。
（二）若藥材基原、生產工藝（包括藥材前處理、
提取、分離、純化等）及工藝參數、製劑處
方等有較大改變，藥用物質基礎變化較大，
或劑型改變對藥物的吸收利用影響較大
的，應提供相關的藥理毒理研究及Ⅱ、Ⅲ期
臨床試驗資料。
（三）緩釋、控釋製劑應根據普通製劑的人體藥
代動力學參數及臨床實際需要作為其立題
依據，臨床前研究應當包括緩釋、控釋製劑
與其普通製劑在藥學、生物學的對比研究試
驗資料，臨床研究包括人體藥代動力學和臨
床有效性及安全性的對比研究試驗資料，以
說明此類製劑特殊釋放的特點及其優勢。
第十一條
仿製藥的註冊申請，應與被仿製藥品的處方組
成、藥材基原、生產工藝（包括藥材前處理、提
取、分離、純化等）及工藝參數、製劑處方保持
一致，品質可控性不得低於被仿製藥品。如不能
確定具體工藝參數、製劑處方等與被仿製藥品一
致的，應進行對比研究，以保證與被仿製藥品品
質的一致性，並進行病例數不少於 100 對的臨床試
驗或人體生物等效性研究。
第十二條 變更藥品處方中已有藥用要求的
輔料的補充申請，如處方中不含毒性藥材，輔料
的改變對藥物的吸收、利用不會產生明顯影響，
不會引起安全性、有效性的明顯改變，則可不提
供藥理毒理試驗資料及臨床試驗資料；如該輔料
的改變對藥物的吸收、利用可能產生明顯影響，
應提供相關的藥理毒理試驗資料及Ⅱ、Ⅲ期臨床
試驗資料。
第十三條
改變影響藥品品質的生產工藝的補充申請，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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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不含毒性藥材，生產工藝的改變不會引起物
質基礎的改變，對藥物的吸收、利用不會產生明
顯影響，不會引起安全性、有效性的明顯改變，
則可不提供藥理毒理試驗資料及臨床試驗資料；
如生產工藝的改變對其物質基礎有影響但變化不
大，對藥物的吸收、利用不會產生明顯影響，可
不提供藥理毒理試驗資料，進行病例數不少於 100
對的臨床試驗，用於多個病證的，每一個主要病
證病例數不少於 60 對；如生產工藝的改變會引起
物質基礎的明顯改變，或對藥物的吸收、利用可
能產生明顯影響,應提供相關的藥理毒理試驗資料
及Ⅱ、Ⅲ期臨床試驗資料。
第十四條
需進行藥理研究的改變已上市藥品劑型、改變生
產工藝以及改變給藥途徑的註冊申請，應以原劑
型、原生產工藝或原給藥途徑為對照進行藥效學
試驗（對照可僅設一個高劑量組）。
第十五條
新的有效部位製劑的註冊申請，如已有單味製劑
上市且功能主治（適應症）基本一致，應與該單
味製劑進行非臨床及臨床對比研究，以說明其優
勢與特點。
第十六條
非臨床安全性試驗所用樣品，應採用中試或中試
以上規模的樣品。臨床試驗所用樣品一般應採用
生產規模的樣品；對於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製成
的製劑，可採用中試或中試以上規模的樣品。
第十七條
處方中含有毒性藥材或無法定標準的原料，或非
臨床安全性試驗結果出現明顯毒性反應等有臨床
安全性擔憂的中藥註冊申請，應當進行Ⅰ期臨床
試驗。
第十八條
新藥的註冊申請，申請人可根據具體情況申請階
段性（Ⅰ期、Ⅱ期、Ⅲ期）臨床試驗，並可分階
段提供支援相應臨床試驗療程的非臨床安全性試
驗資料。
階段性臨床試驗完成後，可以按補充申請的
方式申請下一階段的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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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臨床試驗需根據試驗目的、科學合理性、可行性
等原則選擇對照藥物。安慰劑的選擇應符合倫理
學要求，陽性對照藥物的選擇應有充分的臨床證
據。對改變已上市藥品劑型、改變生產工藝、在
已上市藥品基礎上進行處方加減化裁而功能主治
基本一致的中藥製劑，需選擇該上市藥品作為陽
性對照藥物。
第二十條
臨床試驗期間，根據研究情況可以調整製劑工藝
和規格，若調整後對有效性、安全性可能有影響
的，應以補充申請的形式申報，並提供相關
的研究資料。
第二十一條
藏藥、維藥、蒙藥等民族藥的註冊管理參照本規
定執行。民族藥的研製應符合民族醫藥理論，其
申請生產的企業應具備相應的民族藥專業人員、
生產條件和能力，其審評應組織相關的民族藥方
面的專家進行。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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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第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規定，制定本
規範。
第二條
本規範是藥品生產和品質管制的基本準則。適用于
藥品製劑生產的全過程、原料藥生產中影響成品品
質的關鍵工序。
第二章

機構與人員

第 五 節 組織及人事

第三條
藥品生產企業應建立生產和品質管制機構。各級機
構和人員職責應明確，並配備一定數量的與藥品生
產相適應的具有專業知識、生產經驗及組織能力的
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

第七條
對從事藥品生產的各級人員應按本規範要求進行
培訓和考核。

第 56 條
中藥廠品質管制部門與製造部門，應分別
獨立設置。
第 57 條
中藥廠各部門應設負責人，並配置足夠人
力執行、督導每一產品之製造、加工、分
裝、包裝或儲存。
第 58 條
中藥廠各部門之負責人、督導人員及員
工，應具有適當之學識經驗，並接受參與
執行本章規定之實務訓練；微生物檢驗人
員，應接受相關之專業訓練。
第 59 條
中藥廠應以書面訂定員工作業衛生規
範，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配合工作性質之定期健康檢查。
二、防止罹患疾病或開放性創口之員工對
藥品安全性或品質造成不良影響之
措施。
三、進入工作場所時必須清洗或消毒雙
手，且在製造區內不得有佩戴飾物、
飲食、抽菸或其他足以妨害衛生行為
之規定。
四、配合工作性質所應穿戴之工作服、頭
罩、口罩、手套、臂套、鞋套之標準。

第三章

第 三 節 廠房及設施

第四條
企業主管藥品生產管理和品質管制的負責人應具
有醫藥或相關專業大專以上學歷，有藥品生產和品
質管制經驗，對本規範的實施和產品品質負責。
第五條
藥品生產管理部門和品質管制部門的負責人應具
有醫藥或相關專業大專以上學歷，有藥品生產和品
質管制的實踐經驗，有能力對藥品生產和品質管制
中的實際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和處理。
藥品生產管理部門和品質管制部門負責人不得互
相兼任。
第六條
從事藥品生產操作及品質檢驗的人員應經專業技
術培訓，具有基礎理論知識和實際操作技能。
對從事高生物活性、高毒性、強污染性、高致敏性
及有特殊要求的藥品生產操作和品質檢驗人員應
經相應專業的技術培訓。

廠房與設施

第八條

第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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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生產企業必須有整潔的生產環境；廠區的地
面、路面及運輸等不應對藥品的生產造成污染；生
產、行政、生活和輔助區的總體佈局應合理，不得
互相妨礙。

中藥廠廠房之建築，應堅固安全；製造、
加工、分裝之作業場所，應與事務所、會
客室、研究室、餐廳及各所屬廁所完全隔
離，並避免使用石棉之材質。
前項建築之設計，應能防鼠、防蟲、防塵；
室內天花板、牆壁及地面，應保持平滑而
無裂痕及縫隙，且應易於清潔而不發生粉
塵，必要時應採用如環氧樹脂或其他易於
消毒清洗之材料。室內導管，應選用表面
不易積存塵埃之材料，並應力求隱蔽；排
水裝置之排水口，應有防止污水回流之設
施。
第 40 條
中藥廠儲存原料、產品容器、封蓋、標示
材料與包裝材料及製造、加工、分裝、包
裝、儲存產品之場所，應有足夠之空間，
並設立於適當地點；各場所應作適當排
列，並依作業性質明確劃分，確保隔離效
果及清淨度。
前項所稱清淨度，應依製劑性質分級訂
定。清淨度相同之作業場所宜集合成一區
域；不同清淨度之區域間，應設有緩衝空
間，並得以不同顏色及工作服區分之。
各作業場所不得作為其他作業場所人員
之通路；物品之搬運與作業人員之通路，
不得有共用或交叉情事。
原料、產品容器、封蓋、標示材料、包裝
材料、半製品或中間產品及產品之儲存倉
庫應區分為待驗、准用與拒用區；其有劇
毒或有冷藏之必要者，應分開存放於適當
之場所。
半製品或中間產品宜隔離儲存，如於未能
隔離儲存時，應注意防止交叉污染。
中藥廠兼製環境衛生用藥者，其環境衛生
用藥之製造、加工、分裝作業場所及原料
倉庫，應與藥品製造、加工、分裝作業場
所距離八公尺以上。
中藥廠兼製含藥物飼料添加物者，其飼料
添加物之作業場所應獨立設置。

第九條
廠房應按生產工藝流程及所要求的空氣潔淨級別
進行合理佈局。同一廠房內以及相鄰廠房之間的生
產操作不得相互妨礙。
第十條
廠房應有防止昆蟲和其他動物進入的設施。
第十一條
在設計和建設廠房時，應考慮使用時便於進行清潔
工作。潔淨室（區）的內表面應平整光滑、無裂縫、
介面嚴密、無顆粒物脫落，並能耐受清洗和消毒，
牆壁與地面的交界處宜成弧形或採取其他措施，以
減少灰塵積聚和便於清潔。
第十二條
生產區和儲存區應有與生產規模相適應的面積和
空間用以安置設備、物料，便於生產操作，存放物
料、中間產品、待驗品和成品，應最大限度地減少
差錯和交叉污染。
第十三條
潔淨室(區)內各種管道、燈具、風口以及其他公用
設施，在設計和安裝時應考慮使用中避免出現不易
清潔的部位。
第十四條 潔淨室(區)應根據生產要求提供足夠的
照明。主要工作室的照度宜為 300 勒克斯；對照度
有特殊要求的生產部位可設置局部照明。廠房應有
應急照明設施。
第十五條
進入潔淨室(區)的空氣必須淨化，並根據生產工藝
要求劃分空氣潔淨級別。
潔淨室(區)內空氣的微生物數和塵粒數應定期監
測，監測結果應記錄存檔。
第十六條
潔淨室(區)的窗戶、天棚及進入室內的管道、風口、
燈具與牆壁或天棚的連接部位均應密封。空氣潔淨
級別不同的相鄰房間之間的靜壓差應大於 5 帕，潔
淨室(區)與室外大氣的靜壓差應大於 10 帕，並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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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壓差的裝置。
第十七條
潔淨室(區)的溫度和相對濕度應與藥品生產工藝要
求相適應。無特殊要求時，溫度應控制在 18～26
℃，相對濕度控制在 45%～65%。
第十八條
潔淨室(區)內安裝的水池、地漏不得對藥品產生污
染。
第十九條
不同空氣潔淨度級別的潔淨室(區)之間的人員及物
料出入，應有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

中藥廠利用原有設備兼製食品、化粧品或
一般商品者，應避免交叉污染並完成確
效。
第 41 條
中藥廠所有作業場所，應有良好之採光與
通風設備，必要時應有適當之溫度、濕度
調節設備。
製造、加工區域之空氣供應，應配合其清
淨度設置包括前濾器及微粒過濾器之適
當空氣過濾系統。
原料、產品、半製品或中間產品之儲存場
所及產品之製造、加工、分裝、場所，應
維持防止品質降低之適當環境條件。
第 43 條
中藥廠對於具有危險性或易燃性之原物
料、溶劑、半製品或中間產品及產品之作
業場所，應有適當之防護、急救及隔離設
施。
製造、加工、分裝作業過程中之設施，應
由進料口至出料口採一貫密閉式作業為
原則；其未採一貫密閉式作業者，如有粉
塵或有害氣體產生，應設置局部排氣裝置
及負壓操作。
產生粉塵、使用有機溶劑或涉及危險性物
品之作業場所，其有關照明、開關、插座、
馬達及其他各項電氣設施，應視工作需
要，採用防爆型、全密閉型或與作業場所
隔離。
鍋爐、壓力容器、起重機及其他具危險性
之設施，應依有關法令規定經檢查合格
者，方得使用。
第 44 條
中藥廠應於工作場所外，視需要設置供員
工使用之休息室、浴室。
製造、加工區域應具備適當之盥洗設施，
並 以 合 乎衛 生 安全 之方 式 適 時處 理 污
水、垃圾及其他廢棄物。盥洗設施，應與
工作場所隔離。
第 4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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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藥 廠 應視 作 業需 要設 置 一 般用 水 處
理、純淨水處理、鍋爐或蒸餾水製造設
施。供水設施，應避免污染產品。
第 46 條
中藥廠應設置容器洗滌設施。

第二十條
生產青黴素類等高致敏性藥品必須使用獨立的廠
房與設施，分裝室應保持相對負壓，排至室外的廢
氣應經淨化處理並符合要求，排風口應遠離其他空
氣淨化系統的進風口；生產β內醯胺結構類藥品
必須使用專用設備和獨立的空氣淨化系統，並與其
他藥品生產區域嚴格分開。

第 34 條
西藥藥品之製造、加工、分裝或包裝，依
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有關藥品優良
製 造 指 引 （ PIC/S ： Guide to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for Medicinal
Products）之規定。但原料藥、醫用氣體
於該指引之適用，得分階段施行；其分階
段施行之項目、時程，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第二十一條
避孕藥品的生產廠房應與其他藥品生產廠房分 關公告之。
開，並裝有獨立的專用的空氣淨化系統。 生產激
素類、抗腫瘤類化學藥品應避免與其他藥品使用同
一設備和空氣淨化系統；不可避免時，應採用有效
的防護措施和必要的驗證。
放射性藥品的生產、包裝和儲存應使用專用的、安
全的設備，生產區排出的空氣不應循環使用，排氣
中應避免含有放射性微粒，符合國家關於輻射防護
的要求與規定。
第二十二條
生產用菌毒種與非生產用菌毒種、生產用細胞與非
生產用細胞、強毒與弱毒、死毒與活毒、脫毒前與
脫毒後的製品和活疫苗與滅活疫苗、人血液製品、
預防製品等的加工或灌裝不得同時在同一生產廠
房內進行，其貯存要嚴格分開。 不同種類的活疫
苗的處理及灌裝應彼此分開。 強毒微生物及芽胞
菌製品的區域與相鄰區域應保持相對負壓，並有獨
立的空氣淨化系統。
第二十三條
中藥材的前處理、提取、濃縮以及動物臟器、組織
的洗滌或處理等生產操作，必須與其製劑生產嚴格
分開。
中藥材的蒸、炒、炙、煆等炮製操作應有良好的通
風、除煙、除塵、降溫設施。 篩選、切片、粉碎
等操作應有有效的除塵、排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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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廠房必要時應有防塵及捕塵設施。
第二十五條
與藥品直接接觸的乾燥用空氣、壓縮空氣和惰性氣
體應經淨化處理，符合生產要求。
第二十六條
倉儲區要保持清潔和乾燥。 照明、通風等設施及
溫度、濕度的控制應符合儲存要求並定期監測。
倉儲區可設原料取樣室，取樣環境的空氣潔淨度級
別應與生產要求一致。 如不在取樣室取樣，取樣
時應有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的措施。
第二十七條
根據藥品生產工藝要求，潔淨室(區)內設置的稱量
室和備料室，空氣潔淨度級別應與生產要求一致，
並有捕塵和防止交叉污染的設施。
第二十八條
質量管理部門根據需要設置的檢驗、中藥標本、留
樣觀察以及其他各類實驗室應與藥品生產區分開。
生物檢定、微生物限度檢定和放射性同位素檢定要
分室進行。
第二十九條
對有特殊要求的儀器、儀表，應安放在專門的儀器
室內，並有防止靜電、震動、潮濕或其他外界因素
影響的設施。
第三十條
實驗動物房應與其他區域嚴格分開，其設計建造應
符合國家有關規定。
第四章

設備

第 四 節 設備

第三十一條
設備的設計、選型、安裝應符合生產要求，易於清
洗、消毒或滅菌，便於生產操作和維修、保養，並
能防止差錯和減少污染。

第 48 條
中藥廠用於製造、加工、分裝、包裝、儲
存之設備，其設計、大小與位置應易於操
作、清潔及保養。
各劑型所需設備，應依製造流程順序配
第三十二條
與藥品直接接觸的設備表面應光潔、平整、易清洗 置。
或消毒、耐腐蝕，不與藥品發生化學變化或吸附藥 第 49 條
品。 設備所用的潤滑劑、冷卻劑等不得對藥品或 中藥廠用於直接與原料、半製品、中間產
品或產品接觸之設備表層，應以不具反應
容器造成污染。
性、釋出性及吸附性之材質構成；其任何
作業如需用潤滑劑、冷卻劑或其他類似之
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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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設備連接的主要固定管道應標明管內物料名
稱、流向。
第三十四條
純化水、注射用水的製備、儲存和分配應能防止微
生物的滋生和污染。 儲罐和輸送管道所用材料應
無毒、耐腐蝕。 管道的設計和安裝應避免死角、
盲管。 儲罐和管道要規定清洗、滅菌週期。 注射
用水儲罐的通氣口應安裝不脫落纖維的疏水性除
菌濾器。 注射用水的儲存可採用 80℃以上保溫、
65℃以上保溫循環或 4℃以下存放。
第三十五條
用於生產和檢驗的儀器、儀表、量具、衡器等，其
適用範圍和精密度應符合生產和檢驗要求，有明顯
的合格標誌，並定期校驗。
第三十六條
生產設備應有明顯的狀態標誌，並定期維修、保養
和驗證。 設備安裝、維修、保養的操作不得影響
產品的質量。 不合格的設備如有可能應搬出生產
區，未搬出前應有明顯標誌。
第三十七條
生產、檢驗設備均應有使用、維修、保養記錄，並
由專人管理。

物品時，不得與原料、產品容器、封蓋、
半製品、中間產品或產品接觸。
第 50 條
中藥廠用於製造、加工、分裝、包裝、儲
存之設備與器具，應定期清潔及保養，並
訂定書面作業程序。
第 51 條
中藥廠用於製造同一產品過程之器械設
備，其生產能量應儘可能相互配合，以利
產品品質均一。
製造過程所使用之自動機械、電子裝備及
其他有關電腦或週邊有關製造、加工、分
裝、包裝或儲存藥品之軟體及設備，應依
既定計畫予以定期校正、巡視、檢查並存
檔維護。
以電腦系統控制有關主要生產及其管理
紀錄者，應善加維護，非經有關權責人員
同意，不得變更；其所有資料之輸入及列
印，應檢查其精確性，並依電腦系統之複
雜性及可信度決定其確效週期。
用於製造過程中乾燥設備之空氣，應先經
清淨過濾裝置之處理。
製造內服與毒劇外用藥品之設備，應嚴格
區分，不得互為挪用。
中藥廠應設置符合規定之秤量設備，並定
期校正。
第 53 條
中藥廠對於製造人用藥品與動物用藥品
之場所、設備，應予分開，不得在未隔絕
之同一建築物作業。但使用符合人用藥品
規格製造動物用藥品者，不在此限。
第 54 條
中藥廠應視產品需要，具備必要之製造、
加工、分裝或包裝設備。
第 55 條
中藥廠對於各產品應依其原料、產品容
器、封蓋、半製品或中間產品及產品既定
規格檢驗之需要，設置檢驗部門及適當檢
驗設備。但依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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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規定，委託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單位檢
驗，並出具確切證明者，得免設置。
檢驗部門應設化驗室及儀器室。儀器室應
與化驗室隔離，並維持適當之溫度、濕度
及清淨度；化驗室應有足夠且適用之試驗
臺、試驗架、藥品櫃、排氣櫃、供水及洗
滌設備與電熱、恆溫、乾燥設備，並備有
相關之器皿、化學試藥、試液、標準液及
其他必要材料。
產品應視檢驗需要，設置生菌數試驗或其
他微生物檢驗所必需之場所、設施及設
備，並備有相關培養基及對照菌種。微生
物檢定所需之菌種、培養基，應妥為維
護。

第五章

物料

第 六 節 原料與產品容器及封蓋之管制

第三十八條
第 60 條
藥品生產所用物料的購入、儲存、發放、使用等應 中藥廠應以書面詳訂原料、產品容器、封
制定管理制度。
蓋之品質規格及其驗收、標識、儲存、處
理、取樣、檢驗及審核之作業程序。
第三十九條
藥品生產所用的物料，應符合藥品標準、包裝材料 盛裝原料、產品容器或封蓋之容器，應逐
標準、生物製品規程或其他有關標準，不得對藥品 批標以明確之代號及待驗、准用、拒用或
的質量產生不良影響。 進口原料藥應有口岸藥品 須隔離之狀況，並記載於各批物品之處置
紀錄。
檢驗所的藥品檢驗報告。
產品容器應視需要加裝防止兒童開啟誤
第四十條
藥品生產所用的中藥材，應按質量標准購入，其產 食之特殊裝置。
第 61 條
地應保持相對穩定。
中藥廠於原料、產品容器及封蓋進貨時，
第四十一條
藥品生產所用物料應從符合規定的單位購進，並按 應逐批抽取供檢驗之代表性樣品，並於原
裝容器上註明。
規定入庫。
前項樣品之容器應有適當標識，以追溯所
第四十二條
待驗、合格、不合格物料要嚴格管理。 不合格的 標樣品之名稱、批號、取樣之依據、原裝
物料要專區存放，有易於識別的明顯標誌，並按有 容器及取樣者姓名。
第 62 條
關規定及時處理。
前條樣品，應依下列原則檢驗之：
第四十三條
對溫度、濕度或其他條件有特殊要求的物料、中間 一、每一原料應予檢驗，確定其符合書面
規格。但除鑑別試驗外，得視供應商
產品和成品，應按規定條件儲存。 固體、液體原
所提供檢驗報告之可靠性為評估
料應分開儲存；揮發性物料應注意避免污染其他物
後，酌予減免。
料；炮製、整理加工後的淨藥材應使用清潔容器或
二、產品容器及封蓋應予檢驗，確定其符
包裝，並與未加工、炮製的藥材嚴格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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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合既定規格。
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毒性藥品(包括藥材)、放射 三、原料、產品容器或封蓋如易遭污物、
性藥品及易燃、易爆和其他危險品的驗收、儲存、
昆蟲、外來異物或微生物污染影響其
保管要嚴格執行國家有關的規定。 菌毒種的驗
預定用途者，應於品質規格中明訂其
收、儲存、保管、使用、銷毀應執行國家有關醫學
檢驗項目及方法，逐批檢查污染情
微生物菌種保管的規定。
形。
第 63 條
第四十五條
中藥廠對於原料、產品容器或封蓋經檢驗
物料應按規定的使用期限儲存，無規定使用期限
的，其儲存一般不超過三年，期滿後應複驗。 儲 合於其書面規格者，應予准用；不合格者
應予拒用。
存期內如有特殊情況應及時復驗。
經准用之原料、產品容器或封蓋，應以先
准先用為原則。但如經長期儲存，或暴露
於空氣、高溫或有其他不利條件者，應予
重行檢驗。
經拒用之原料、產品容器或封蓋，應予標
識，並於作適當處理前隔離管制。
第四十六條
藥品的標籤、使用說明書必須與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批准的內容、式樣、文字相一致。 標籤、使用說
明書須經企業質量管理部門校對無誤後印製、發
放、使用。
第四十七條
藥品的標籤、使用說明書應由專人保管、領用，其
要求如下：
1.標籤和使用說明書均應按品種、規格有專櫃或專
庫存放，憑批包裝指令發放，按實際需要量領取。
2.標籤要計數發放，領用人核對、簽名，使用數、
殘損數及剩餘數之和應與領用數相符，印有批號
的殘損或剩餘標籤應由專人負責計數銷毀。
3.標籤發放、使用、銷毀應有記錄。

170

第 八 節 包裝及標示管制
第 70 條
中藥廠對於包裝材料及標示材料之驗
收、標識、儲存、管理、取樣及檢驗，應
訂定書面管制作業程序。
生產人用成藥應有防止摻偽包裝之設
計，並在製造、運送及零售陳列中，得以
保持完整，且於有異常情形時，使消費者
能易於辨識。
標示材料或包裝材料於驗收或使用前，應
逐批抽取具代表性之樣品予以檢驗，記錄
其結果，並予保存。檢驗結果符合既定規
格者，始予准用；不符者，應予拒用。
第 71 條
中藥廠對於標籤及其他標示材料，應依產
品之種類、含量及劑型，分別儲存，並予
適當標識；其儲存區域，非經有關權責人
員同意，不得進入。
過時或拒用之包裝材料及標示材料，應予
退貨或銷毀。
標示材料之發放與使用及退回數量，應相
符合。
印有批號之標示材料，如有剩餘應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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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如有未印批號者，應予適當鑑識及儲
存。
第 72 條
中藥廠於包裝與標示作業前，應檢查包裝
材料或標示材料是否正確及適用，並將結
果登錄於批次製造紀錄。
包裝與標示設備應在使用前加以檢查，以
確定前次操作之藥品及不適合本批次操
作之包裝及標示材料已完全清除，並將結
果登錄於批次製造紀錄。
經包裝及標示作業之產品，於最後之操作
過程中，應予檢查，以確保每一容器或包
裝標示之正確性。
第 73 條
中藥廠為確保產品於使用時，其成分、含
量、品質及純度符合既定規格，除另有規
定外，應標以經既定之安定性試驗確定之
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其於供使用前需先
經調配者，並應明確標示配製方法及配製
後之使用有效期間。

第六章衛生

第 二 節 環境衛生

第四十八條
第 38 條
藥品生產企業應有防止污染的衛生措施，制定各項 中藥廠對有害廢棄物、有毒容器、有害氣
衛生管理制度，並由專人負責。
體、粉塵、廢水及其他有害成分或物質，
除應依有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處理
第四十九條
藥品生產車間、工序、崗位均應按生產和空氣潔淨 外，並應遵行下列原則：
度級別的要求制定廠房、設備、容器等清潔規程， 一、對有害廢棄物及有毒容器，應設置專
用儲存場所加以收集，並依其性質加
內容應包括：清潔方法、程式、間隔時間，使用的
以分解後，予以適當焚化或掩埋處
清潔劑或消毒劑，清潔工具的清潔方法和存放地
理。有毒容器如予利用，應經清洗，
點。
並應嚴加管制，不得作為食品容器。
第五十條
生產區不得存放非生產物品和個人雜物。 生產中 二、對有害氣體或粉塵，應設置密閉設備
與局部排氣裝置及負壓操作予以收
的廢棄物應及時處理。
集，並應依其性質予以洗滌、吸收、
第五十一條
氧化、還原、燃燒或其他有效處理。
更衣室、浴室及廁所的設置不得對潔淨室(區)產生
如廢氣中含有粉塵者，應先予離心、
不良影響。
過濾、洗滌或其他除塵處理，排氣並
第五十二條
應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法令
工作服的選材、式樣及穿戴方式應與生產操作和空
規定。
氣潔淨度級別要求相適應，並不得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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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工作服的質地應光滑、不產生靜電、不脫落纖 三、對廢水之處理，應具備足夠容積之不
維和顆粒性物質。 無菌工作服必須包蓋全部頭
滲透性貯池，並加設酸化、鹼化、中
髮、鬍鬚及腳部，並能阻留人體脫落物。
和、活性碳吸附或其他有效方法，以
不同空氣潔淨度級別使用的工作服應分別清洗、整
破壞或去除廢水中殘留有毒成分；放
理，必要時消毒或滅菌。 工作服洗滌、滅菌時不
流水並應符合有關放流水標準之法
應帶入附加的顆粒物質。 工作服應制定清洗週期。
令規定。
第五十三條潔
淨室(區)僅限於該區域生產操作人員和經批准的人
員進入。
第五十四條
進入潔淨室(區)的人員不得化妝和佩帶飾物，不得
裸手直接接觸藥品。
第五十五條
潔淨室(區)應定期消毒。 使用的消毒劑不得對設
備、物料和成品產生污染。 消毒劑品種應定期更
換，防止產生耐藥菌株。
第五十六條
藥品生產人員應有健康檔案。 直接接觸藥品的生
產人員每年至少體檢一次。 傳染病、皮膚病患者
和體表有傷口者不得從事直接接觸藥品的生產。
第七章

驗證

第五十七條
藥品生產驗證應包括廠房、設施及設備安裝確認、
運行確認、性能確認和產品驗證。
第五十八條
產品的生產工藝及關鍵設施、設備應按驗證方案進
行驗證。 當影響產品質量的主要因素，如工藝、
質量控制方法、主要原輔料、主要生產設備等發生
改變時，以及生產一定週期後，應進行再驗證。
第五十九條
應根據驗證對象提出驗證項目、制定驗證方案，並
組織實施。 驗證工作完成後應寫出驗證報告，由
驗證工作負責人審核、批准。
第六十條
驗證過程中的數據和分析內容應以檔形式歸檔保
存。 驗證檔應包括驗證方案、驗證報告、評價和
建議、批准人等。
第八章

文件

第六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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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生產企業應有生產管理、質量管理的各項製度
和記錄：
1.廠房、設施和設備的使用、維護、保養、檢修等
製度和記錄；
2.物料驗收、生產操作、檢驗、發放、成品銷售和
用戶投訴等製度和記錄；
3.不合格品管理、物料退庫和報廢、緊急情況處理
等製度和記錄；
4.環境、廠房、設備、人員等衛生管理制度和記錄；
5.本規範和專業技術培訓等製度和記錄。
第六十二條
產品生產管理檔主要有：
1.生產工藝規程、崗位操作法或標準操作規程
生產工藝規程的內容包括：品名，劑型，處方，
生產工藝的操作要求，物料、中間產品、成品的
質量標準和技術參數及儲存注意事項，物料平衡
的計算方法，成品容器、包裝材料的要求等。
崗位操作法的內容包括：生產操作方法和要點，
重點操作的複核、複查，中間產品質量標準及控
制，安全和勞動保護，設備維修、清洗，異常情
況處理和報告，工藝衛生和環境衛生等。
標準操作規程的內容包括：題目、編號、制定人
及製定日期、審核人及審核日期、批准人及批准
日期、頒發部門、生效日期、分發部門，標題及
正文。
2.批生產記錄
批生產記錄內容包括：產品名稱、生產批號、生
產日期、操作者、復核者的簽名，有關操作與設
備、相關生產階段的產品數量、物料平衡的計
算、生產過程的控制記錄及特殊問題記錄。
第六十三條
產品質量管理檔主要有：
1.藥品的申請和審批文件；
2.物料、中間產品和成品質量標準及其檢驗操作規
程；
3.產品質量穩定性考察；
4.批檢驗記錄。
第六十四條
藥品生產企業應建立檔的起草、修訂、審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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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印製及保管的管理制度。 分發、使用的檔
應為批准的現行文本。 已撤銷和過時的文件除留
檔備查外，不得在工作現場出現。
第六十五條
製定生產管理檔和質量管理檔的要求：
1.檔的標題應能清楚地說明檔的性質；
2.各類檔應有便於識別其文本、類別的系統編碼和
日期；
3.檔使用的語言應確切、易懂；
4.填寫數據時應有足夠的空格；
5.檔製定、審查和批准的責任應明確，並有責任人
簽名。
第九章生產管理

第 七 節 製程管制

第六十六條
生產工藝規程、崗位操作法和標準操作規程不得任
意更改。 如需更改時，應按制定時的程式辦理修
訂、審批手續。

第 64 條
中藥廠為求每批產品品質一致，應由專人
訂定每一產品之製造管制標準書，並由另
一人獨立核查。
前項製造管制標準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品名、含量及劑型。
二、產品單位重量、容量或劑型所含每一
有效成分之名稱及重量或容量，與單
位劑型之全重量或容量。
三、所有原料之名稱、規格，如加冠代號
者，應足以表現其特質。
四、每批產品之產量。
五、每批產品所需每一原料之重量或容
量。但製造劑型所需之原料得有合理
之增量及偏差範圍，且應在製造管制
標準書加以闡釋。
六、製造過程中適當階段之理論重量或容
量。
七、理論產量，包括理論產量百分率之
上、下限。
八、產品容器、封蓋及包裝材料之規格，
應附簽有核定人姓名日期之標籤及
其他所有標示之樣品或副本。
九、完整之製造及管制說明書、取樣及檢
驗程序、規格及注意事項。
第 65 條

第六十七條
每批產品應按產量和數量的物料平衡進行檢查。
如有顯著差異，必須查明原因，在得出合理解釋，
確認無潛在質量事故後，方可按正常產品處理。
第六十八條
批生產記錄應字跡清晰、內容真實、數據完整，並
由操作人及復核人簽名。 記錄應保持整潔，不得
撕毀和任意塗改；更改時，在更改處簽名，並使原
數據仍可辨認。
批生產記錄應按批號歸檔，保存至藥品有效期後一
年。
未規定有效期的藥品，其批生產記錄至少保存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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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藥 廠 應訂 定 製程 管制 之 書 面作 業 程
序，並經品質管制部門核定。實際管制作
業與書面程序有偏差者，應加以記錄並作
合理判定及說明。
第 66 條
中藥廠為確保每一批產品品質之均一及
完整性，應針對各產品有關之製程管制作
業，包括相關設備及設施，加以評估確認
其有效一致性，並建立各項製程確效之書
面作業程序，供日後遵行及定期確認。
所有與評估確認作業有關之驗證原始紀
錄及統計分析之處理資料，應予彙整並留
存備查。
第 67 條
中藥廠每批產品生產製造過程所用之調
製或儲藏容器，與生產線及主要製造設
備，應隨時標明其內容物及該批產品之製
造階段日期及時間，並登錄於批次製造紀
錄。
第 68 條
中藥廠製造產品之原料使用量，每批產品
之有效成分不得低於其標示量。原料之秤
量、細分或其他作業，應在指定之隔離場
所內操作，並予適當監督管制。
書面作業程序應詳訂每批半製品或中間
產品之代表性樣品所應有之檢驗管制程
序。
製造生產過程中，藥廠之品質管制部門應
依既定檢驗程序作半製品或中間產品之
各項檢驗，並決定准用或拒用；拒用之半
製品或中間產品應予標識並隔離管制。
第 69 條
中藥廠應於書面作業程序中，對於產品訂
定足以確認無有害微生物污染之適當措
施。

第六十九條
在規定限度內具有同一性質和質量，並在同一連續
生產週期中生產出來的一定數量的藥品為一批。
每批藥品均應編制生產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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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條
為防止藥品被污染和混淆，生產操作應採取以下措
施：
1.生產前應確認無上次生產遺留物；
2.應防止塵埃的產生和擴散；
3.不同產品品種、規格的生產操作不得在同一生產
操作間同時進行；有數條包裝線同時進行包裝
時，應採取隔離或其他有效防止污染或混淆的設
施；
4.生產過程中應防止物料及產品所產生的氣體、蒸
汽、噴霧物或生物體等引起的交叉污染；
5.每一生產操作間或生產用設備、容器應有所生產
的產品或物料名稱、批號、數量等狀態標誌；
6.揀選後藥材的洗滌應使用流動水，用過的水不得
用於洗滌其他藥材。 不同藥性的藥材不得在一
起洗滌。 洗滌後的藥材及切制和炮製品不宜露
天乾燥。
藥材及其中間產品的滅菌方法應以不改變藥材的
藥效、質量為原則。 直接入藥的藥材粉末，配料
前應做微生物檢查。
第七十一條
根據產品工藝規程選用工藝用水。工藝用水應符合
質量標準，並定期檢驗，檢驗有記錄。應根據驗證
結果，規定檢驗週期。
第七十二條
產品應有批包裝記錄。 批包裝記錄的內容應包括：
1.待包裝產品的名稱、批號、規格；
2.印有批號的標籤和使用說明書以及產品合格證；
3.待包裝產品和包裝材料的領取數量及發放人、領
用人、核對人簽名；
4.已包裝產品的數量；
5.前次包裝操作的清場記錄(副本)及本次包裝清場
記錄(正本)；
6.本次包裝操作完成後的檢驗核對結果、核對人簽
名；
7.生產操作負責人簽名。
第七十三條
每批藥品的每一生產階段完成後必須由生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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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清場，填寫清場記錄。 清場記錄內容包括：
工序、品名、生產批號、清場日期、檢查項目及結
果、清場負責人及復查人簽名。 清場記錄應納入
批生產記錄。
第十章

質量管理

第 十 節 品質管制

第七十四條
藥品生產企業的質量管理部門應負責藥品生產全
過程的質量管理和檢驗，受企業負責人直接領導。
質量管理部門應配備一定數量的質量管理和檢驗
人員，並有與藥品生產規模、品種、檢驗要求相適
應的場所、儀器、設備。
第七十五條
質量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
1.制定和修訂物料、中間產品和成品的內控標準和
檢驗操作規程，制定取樣和留樣制度；
2.制定檢驗用設備、儀器、試劑、試液、標準品(或
對照品)、滴定液、培養基、實驗動物等管理辦法；
3.決定物料和中間產品的使用；
4.審核成品發放前批生產記錄，決定成品發放；
5.審核不合格品處理程式；
6.對物料、中間產品和成品進行取樣、檢驗、留樣，
並出具檢驗報告；
7.監測潔淨室(區)的塵粒數和微生物數；
8.評價原料、中間產品及成品的質量穩定性，為確
定物料貯存期、藥品有效期提供數據；
9.制定質量管理和檢驗人員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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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條
中藥廠應以書面訂定品質管制部門之職
責及作業程序，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審核所有原料、產品容器、封蓋、半
製品或中間產品、包裝材料、標示材
料與產品之准用或拒用及製造紀錄。
二、審核影響產品成分、含量、品質及純
度之作業程序或規格。
三、審核原料、產品容器、封蓋、包裝材
料、半製品或中間產品及產品之檢驗
設施。
四、訂定有關儀器、裝置、儀表及記錄器
之校正書面作業程序，明確規定校正
方法、日程表、精確度界限與未能符
合精確度界限時之限制使用及補救
措施。
五、訂定與產品安定性試驗有關之取樣數
量、試驗間隔及試驗方法之書面作業
程序。
第 77 條
中藥廠各部門所訂定之規格、標準書、取
樣計劃、檢驗程序、檢驗管制措施及任何
有關之變更，應經其品質管制部門審定後
方得執行。
中藥廠應切實遵行其訂定之各項作業規
定並記錄執行過程，如有偏差發生時，應
加以記錄並作合理判定及說明。
中藥廠得由廠內各部門選派專業人員組
成品質保證小組或委員會，為品質有關事
項之諮詢、審議及監督。
第 78 條
中藥廠應檢驗每一批產品，確定其符合既
定規格；對於不得含有害微生物之產品，
必要時並應逐批作適當相關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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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產品或最終產品與其各有效成分之
原料，應抽取代表性之儲備樣品保存；其
儲備樣品之存放條件應與標示者相同，儲
備數量應為足供所有規定檢驗所需要之
兩倍以上。
儲備樣品應保存至該產品有效期間屆滿
後一年。但免於標示有效期間之儲備樣
品，應至少保存至該產品或最終產品之最
後一批出廠後三年。

第七十六條
質量管理部門應會同有關部門對主要物料供應商
質量體系進行評估。
第十一章

產品銷售與收回

第 九 節 儲存及運銷

第七十七條
每批成品均應有銷售記錄。 根據銷售記錄能追查
每批藥品的售出情況，必要時應能及時全部追回。
銷售記錄內容應包括：品名、劑型、批號、規格、
數量、收貨單位和地址、發貨日期。
第七十八條
銷售記錄應保存至藥品有效期後一年。 未規定有
效期的藥品，其銷售記錄應保存三年。
第七十九條
藥品生產企業應建立藥品退貨和收回的書面程
式，並有記錄。藥品退貨和收回記錄內容應包括：
品名、批號、規格、數量、退貨和收回單位及地址、
退貨和收回原因及日期、處理意見。
因質量原因退貨和收回的藥品製劑，應在質量管理
部門監督下銷毀，涉及其他批號時，應同時處理。
第十二章投訴與不良反應報告

第 74 條
中 藥 廠 應以 書 面訂 定產 品 倉 儲作 業 程
序，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產品在准用前之隔離措施。
二、保證產品之成分、含量、品質與純度
不受影響之適當溫度、濕度及光線之
儲存條件。
第 75 條
中藥廠應以書面訂定運銷作業程序，並包
括下列事項：
一、以先製先銷為原則。
二、防止產品之成分、含量、品質及純度
受到不良環境因素影響之運銷方式。
三、迅速回收之系統。
第 十二 節 申訴及退回產品之處理

第八十條
第 88 條
企業應建立藥品不良反應監察報告製度，指定專門 中藥廠應以書面訂定處理作業程序，辦理
機構或人員負責管理。
消費者提出之書面或口頭申訴；其品質管
制部門應對所有書面或口頭申訴進行審
第八十一條
對用戶的藥品質量投訴和藥品不良反應應詳細記 查並予確認。
錄和調查處理。 對藥品不良反應應及時向當地藥 中藥廠對於明顯嚴重且非預期之產品缺
失，應即向各相關主管機關報告，並依本
品監督管理部門報告。
法有關規定處理。
第八十二條
所有申訴之處理，應留書面紀錄，並予整
藥品生產出現重大質量問題時，應及時向當地藥品
理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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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管理部門報告。

第 89 條
中藥廠對於退回之產品，應予鑑識並分別
儲存。藥廠如因退回前或退回過程之儲
存、運送條件，或因產品、容器、包裝、
標示或其他狀況，致對產品之安全性、成
分、含量、品質或純度發生疑慮時，非經
檢驗或調查確定其安全性、成分、含量、
品質或純度符合既定之規格者，該產品應
予銷毀。但如經再製後能符合既定之規格
者，得進行再製。

第十三章

第 十一 節 紀錄及報告

自檢

第八十三條
藥品生產企業應定期組織自檢。 自檢應按預定的
程式，對人員、廠房、設備、文件、生產、質量控
制、藥品銷售、用戶投訴和產品收回的處理等項目
定期進行檢查，以證實與本規範的一致性。

第 81 條
本章所定有關製造、管制及運銷之所有紀
錄，應保存於適當場所，以供稽查，並作
為評估產品品質之依據；其保存期間，為
該批產品或最終產品有效期間後一年。但
免於標示有效期間者，應保存至該批產品
第八十四條
自檢應有記錄。 自檢完成後應形成自檢報告，內 或最終產品出廠後三年。
容包括自檢的結果、評價的結論以及改進措施和建 前項產品品質之評估，應每年至少辦理一
次。
議。
第 82 條
中藥廠之每批產品應有批次製造紀錄，詳
載與該批產品製造及品質管制有關之完
整資料。
中藥廠應製作製造管制標準書之精確複
印本，核對其精確性，並簽名及簽註日
期。
中藥廠對於各批產品製造、加工、分裝、
包裝或儲存過程之各項重要步驟，應詳實
記錄，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日期、產品批號。
二、各批原料、半製品或中間產品之標
識。
三、各主要設備與生產線之識別。
四、加工過程所用原料之重量與容量。
五、製造過程與檢驗管制之結果。
六、標示與包裝作業區域使用前後之檢
視。
七、製造過程中適當階段之實際產量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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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產量百分率。
八、完整之標示管制紀錄，包括所有標示
之樣本或副本。
九、產品容器及封蓋之標識及使用量。
十、抽樣紀錄。
十一、作業過程各重要步驟之操作日期、
時間、操作者及直接督導或校核者之
簽名、日期。
第 83 條
中藥廠所製作之檢驗紀錄，應記載所有為
確定是否符合既定規格與標準之檢驗所
得數據，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樣品之取樣地點、數量、批號或其他
明確之代號、取樣日期、樣品化驗完
成日期。
二、所有檢驗方法之依據。
三、每一檢驗所用樣品之重量或容量。
四、每一檢驗過程所產生數據之完整紀
錄，包括儀器輸出之圖表及光譜，並
明確標記所檢驗之原料、產品容器、
封蓋、半製品、中間產品或產品及其
批號。
五、有關檢驗之所有運算紀錄。
六、檢驗結果之紀錄及其與既定規格相比
較所作之判定。
七、每一檢驗操作者之姓名及日期。
八、校核者簽名認定已檢視原始紀錄之精
確性、真實性及符合既定之規格。
第 84 條
中藥廠對於所有產品之製造及品質管制
紀錄，包括包裝及標示管制紀錄，應由品
質管制部門審核，以確定所有產品在發放
或運銷前已符合所有既定之書面作業程
序。
如有理論產量百分率超出製造管制標準
書所規定之最高或最低百分率或其他未
經說明之差異，或任一批或任一原料未能
符合其規格者，無論該批產品已否運銷均
應徹底調查；其調查應延伸至與該差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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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其他批次相同產品及其他產品。
前項調查應以書面記錄，並應包括結論及
處理方式。
第 85 條
中藥廠之運銷紀錄，應包括產品之名稱、
含量、劑型、批號，受貨者之名稱、地址、
出廠日期及數量。
第 86 條
中藥廠對於每一申訴所作之書面紀錄，應
保存於產品申訴檔案中，並將檔案保存於
適當場所或其他隨時可供稽查之設施中。
前項書面紀錄，應保存至該申訴產品保存
期限或接到申訴後一年，以期間較長者為
準。但免於標示有效期間之產品，應至少
保存至該申訴產品出廠後三年。
第 87 條
中藥廠之退回產品紀錄，應包括產品名
稱、含量、批號、退回理由、數量、處置
日期及最終處置方式；其紀錄並應依第八
十一條規定保存之。

第十四章附則
第八十五條
本規範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物料：原料、輔料、包裝材料等。
批號：用於識別“批”的一組數字或字母加數字。
用以追溯和審查該批藥品的生產歷史。
待驗：物料在允許投料或出廠前所處的擱置、等待
檢驗結果的狀態。
批生產記錄：一個批次的待包裝品或成品的所有生
產記錄。 批生產記錄能提供該批產品的生產歷
史、以及與質量有關的情況。
物料平衡：產品或物料的理論產量或理論用量與實
際產量或用量之間的比較，並適當考慮可允許的正
常偏差。
標準操作規程：經批准用以指示操作的通用性檔或
管理辦法。
生產工藝規程：規定為生產一定數量成品所需起始
原料和包裝材料的數量，以及工藝、加工說明、注
意事項，包括生產過程中控制的一個或一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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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用水：藥品生產工藝中使用的水，包括：飲用
水、純化水、注射用水。
純化水：為蒸餾法、離子交換法、反滲透法或其他
適宜的方法制得供藥用的水，不含任何附加劑。
潔淨室(區)：需要對塵粒及微生物含量進行控制的
房間（區域）
。其建築結構、裝備及其使用均具有
減少該區域內污染源的介入、產生和滯留的功能。
驗證：證明任何程式、生產過程、設備、物料、活
動或系統確實能達到預期結果的有檔證明的一系
列活動。
第八十六條
不同類別藥品的生產質量管理特殊要求列入本規
範附錄。
第八十七條
本規範由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解釋。
第八十八條
本規範自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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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藥事法部分條文與藥品進口管理辦法之比較
藥品進口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

藥事法相關條文

則

第一條
為規範藥品進口備案、報關和口岸檢驗工作，保證
進口藥品的品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藥品管理
法》、《海關法》、《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及
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藥品的進口備案、報關、口岸檢驗以及進口，適用
本辦法。
第三條
藥品必須經由國務院批准的允許藥品進口的口岸進
口。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進口備案，是指進口單位向允許藥品進
口的口岸所在地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以下稱口岸藥
品監督管理局）申請辦理《進口藥品通關單》的過
程。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進口備案，是指進口單位
向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申請辦理《進口藥品口岸檢
驗通知書》的過程。本辦法所稱口岸檢驗，是指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確定的藥品檢驗機構（以下
稱口岸藥品檢驗所）對抵達口岸的進口藥品依法實
施的檢驗工作。
第五條
進口藥品必須取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核發的
《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
或者《進口藥品批件》後，方可辦理進口備案和口
岸檢驗手續。
進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還必須取得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核發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進口准
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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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規格、性能、
製法之要旨，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有關資料或
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標籤、原文和中文仿
單及樣品，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
始得製造或輸入。
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藥品試製經核准輸
入原料藥者，不適用前項規定；其申請條件
及應繳費用，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輸入藥品，應由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及
其授權者輸入。
申請第一項藥品查驗登記、依第四十六條規

藥品進口管理辦法

藥事法相關條文
定辦理藥品許可證變更、移轉登記及依第四
十七條規定辦理藥品許可證展延登記、換發
及補發，其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准基準
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以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定之。

第六條
進口單位持《進口藥品通關單》向海關申報，海關
憑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出具的《進口藥品通關單》，
辦理進口藥品的報關驗放手續。
進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海關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核發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進口准許證》
辦理報關驗放手續。

第七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會同海關總署制定、修
訂、公佈進口藥品目錄。
第二章

進口備案

第八條
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藥品的進口備案工作。口
岸藥品監督管理局承擔的進口備案工作受國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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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
申請輸入藥品查驗登記所需檢附樣品、數量
與通關作業規定如下：
一、凡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通知廠商
送驗書函通關，原則上以該送驗書函上載明
之藥物樣品及對照標準品之數量為準。但為
顧及包裝完整性，得商請海關視實際單一完
整包裝酌量放行。
二、輸出、輸入管制藥品（含試製管制藥品
原料藥輸入）之相關同意文件，應依管制藥
品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向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申請。非列屬管制藥品分級及品
項，應出產國要求應申請我國輸入許可文件
者，亦同。
申請輸入藥品變更登記如須送驗時，其樣
品、數量與通關作業，準用前項
規定。
第 84 條
申請輸入中藥查驗登記所需檢附樣品、數量
與通關作業規定為：凡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發之通知藥商送驗書函通關，原則上以該
送驗書函上載明之藥物樣品、原藥材及對照
標準品之數量為準。但為顧及包裝完整性，
得商請海關視實際單一完整包裝酌量放行。
申請輸入中藥變更登記如須送驗時，其樣
品、數量與通關作業，準用前項規定。

藥品進口管理辦法

藥事法相關條文

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領導，其具體職責包括：
（一）受理進口備案申請，審查進口備案資料；
（二）辦理進口備案或者不予進口備案的有關事
項；
（三）聯繫海關辦理與進口備案有關的事項；
（四）通知口岸藥品檢驗所對進口藥品實施口岸檢
驗；
（五）對進口備案和口岸檢驗中發現的問題進行監
督處理；
（六）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的其他事項。
第九條
報驗單位應當是持有《藥品經營許可證》的獨立法
人。藥品生產企業進口本企業所需原料藥和製劑中
間體（包括境內分包裝用製劑），應當持有《藥品
生產許可證》。

第 39 條
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規格、性能、
製法之要旨，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有關資料或
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標籤、原文和中文仿
單及樣品，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
始得製造或輸入。
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藥品試製經核准輸
入原料藥者，不適用前項規定；其申請條件
及應繳費用，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輸入藥品，應由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及
其授權者輸入。
申請第一項藥品查驗登記、依第四十六條規
定辦理藥品許可證變更、移轉登記及依第四
十七條規定辦理藥品許可證展延登記、換發
及補發，其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准基準
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以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定之。

第十條
下列情形的進口藥品，必須經口岸藥品檢驗所檢驗
符合標準規定後，方可辦理進口備案手續。檢驗不
符合標準規定的，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不予進口備
案：
（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的生物製品；
（二）首次在中國境內銷售的藥品；
（三）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藥品。

第 74 條
依據微生物學、免疫學學理製造之血清、抗
毒素、疫苗、類毒素及菌液等，非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於每批產品輸入或製造後，派員
抽取樣品，經檢驗合格，並加貼查訖封緘，
不得銷售。檢驗封緘作業辦法，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生物藥品之原液，其輸入以生物藥品製
造業者為限。

第十一條
進口單位簽訂購貨合同時，貨物到岸地應當從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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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進口的口岸選擇。其中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情形
的藥品，必須經由國家特別批准的允許藥品進口的
口岸進口。
第十二條
進口備案，應當向貨物到岸地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
提出申請，並由負責本口岸藥品檢驗的口岸藥品檢
驗所進行檢驗。
第十三條
辦理進口備案，報驗單位應當填寫《進口藥品報驗
單》，持《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
冊證》）（正本或者副本）原件，進口麻醉藥品、
精神藥品還應當持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進口准許
證》原件，向所在地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報送所進
口品種的有關資料一式兩份：
（一）《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
證》）（正本或者副本）影本；麻醉藥品、
精神藥品的《進口准許證》影本；
（二）報驗單位的《藥品經營許可證》和《企業法
人營業執照》影本；
（三）原產地證明影本；
（四）購貨合同影本；
（五）裝箱單、提運單和貨運發票影本；
（六）出廠檢驗報告書影本；
（七）藥品說明書及包裝、標籤的式樣（原料藥和
製劑中間體除外）；
（八）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批簽發的生物
製品，需要提供生產檢定記錄摘要及生產國
或者地區藥品管理機構出具的批簽發證明
原件；
（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情形以外的藥品，應當提
交最近一次《進口藥品檢驗報告書》和《進
口藥品通關單》影本。
藥品生產企業自行進口本企業生產所需原料藥和製
劑中間體的進口備案，第（二）項資料應當提交其
《藥品生產許可證》和《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影本。
經其他國家或者地區轉口的進口藥品，需要同時提
交從原產地到各轉口地的全部購貨合同、裝箱單、
提運單和貨運發票等。
上述各類影本應當加蓋進口單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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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
申請輸入藥品查驗登記所需檢附樣品、數量
與通關作業規定如下：
一、凡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通知廠商
送驗書函通關，原則上以該送驗書函上載明
之藥物樣品及對照標準品之數量為準。但為
顧及包裝完整性，得商請海關視實際單一完
整包裝酌量放行。
二、輸出、輸入管制藥品（含試製管制藥品
原料藥輸入）之相關同意文件，應依管制藥
品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向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申請。非列屬管制藥品分級及品
項，應出產國要求應申請我國輸入許可文件
者，亦同。
申請輸入藥品變更登記如須送驗時，其樣
品、數量與通關作業，準用前項規定。
第 84 條
申請輸入中藥查驗登記所需檢附樣品、數量
與通關作業規定為：凡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發之通知藥商送驗書函通關，原則上以該
送驗書函上載明之藥物樣品、原藥材及對照
標準品之數量為準。但為顧及包裝完整性，
得商請海關視實際單一完整包裝酌量放行。
申請輸入中藥變更登記如須送驗時，其樣
品、數量與通關作業，準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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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接到《進口藥品報驗單》及相
關資料後，按照下列程式的要求予以審查：
（一）逐項核查所報資料是否完整、真實；
（二）查驗《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
註冊證》）（正本或者副本）原件，或者麻
醉藥品、精神藥品的《進口准許證》原件真
實性；
（三）審查無誤後，將《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
《醫藥產品註冊證》）（正本或者副本）原
件，或者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進口准許
證》原件，交還報驗單位，並於當日辦結進
口備案的相關手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情形的藥品，口岸藥品監督管理
局審查全部資料無誤後，應當向負責檢驗的口岸藥
品檢驗所發出《進口藥品口岸檢驗通知書》，附本
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的資料一份，同時向海關發出《進
口藥品抽樣通知書》。有關口岸藥品檢驗進入海關
監管場所抽樣的管理規定，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與海關總署另行制定。
口岸藥品檢驗所按照《進口藥品口岸檢驗通知書》
規定的抽樣地點，抽取檢驗樣品，進行品質檢驗，
並將檢驗結果送交所在地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檢
驗符合標準規定的，准予進口備案，由口岸藥品監
督管理局發出《進口藥品通關單》；不符合標準規
定的，不予進口備案，由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出
《藥品不予進口備案通知書》。
第十六條
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情形以外的藥品，口岸藥品監督
管理局審查全部資料無誤後，准予進口備案，發出
《進口藥品通關單》。同時向負責檢驗的口岸藥品
檢驗所發出《進口藥品口岸檢驗通知書》，附本辦
法第十三條規定的資料一份。
對麻醉藥品、精神藥品，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
審查全部資料無誤後，應當只向負責檢驗的口岸藥
品檢驗所發出《進口藥品口岸檢驗通知書》，附本
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的資料一份，無需辦理《進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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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通關單》。
口岸藥品檢驗所應當到《進口藥品口岸檢驗通
知書》規定的抽樣地點抽取樣品，進行品質檢驗，
並將檢驗結果送交所在地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對
檢驗不符合標準規定的藥品，由口岸藥品監督管理
局依照《藥品管理法》及有關規定處理。
第十七條
下列情形之一的進口藥品，不予進口備案，由口岸
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出《藥品不予進口備案通知書》；
對麻醉藥品、精神藥品，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不予
發放《進口藥品口岸檢驗通知書》：
（一）不能提供《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
產品註冊證》）（正本或者副本）、《進口
藥品批件》或者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進
口准許證》原件的；
（二）辦理進口備案時，《進口藥品註冊證》（或
者《醫藥產品註冊證》），或者麻醉藥品、
精神藥品的《進口准許證》已超過有效期的；
（三）辦理進口備案時，藥品的有效期
限已不滿 12 個月的。(對於藥品本身有效期
不足 12 個月的，進口備案時，其有效期限應
當不低於 6 個月）；
（四）原產地證明所標示的實際生產地與《進口藥
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規
定的產地不符的，或者區域性國際組織出具
的原產地證明未標明《進口藥品註冊證》
（或
者《醫藥產品註冊證》）規定產地的；
（五）進口單位未取得《藥品經營許可證》（生產
企業應當取得《藥品生產許可證》）和《企
業法人營業執照》的；
（六）到岸品種的包裝、標籤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的規定不符的；
（七）藥品製劑無中文說明書或者中文說明書與批
准的說明書不一致的；
（八）未在國務院批准的允許藥品進口的口岸組織
進口的，或者貨物到岸地不屬於所在地口岸
藥品監督管理局管轄範圍的；
（九）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批簽發的生物
製品未提供有效的生產國或者地區藥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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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 條
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沒入銷燬之。
查獲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如係本國製
造，經檢驗後仍可改製使用者，應由直轄市
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造廠
商限期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製者，
沒入銷燬之；如係核准輸入者，應即封存，
並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責令原
進口商限期退運出口，屆期未能退貨者，沒
入銷燬之。
前項規定於經依法認定為未經核准而製造、
輸入之醫療器材，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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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出具的生物製品批簽發證明文件的；
（十）偽造、變造有關檔和票據的；
（十一）《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
冊證》）已被撤銷的；
（十二）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情形的藥品，口岸藥品
檢驗所根據本辦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不予抽
樣的；
（十三）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情形的藥品，口岸檢驗
不符合標準規定的；
（十四）其他不符合我國藥品管理有關規定的。
第十八條
對不予進口備案的進口藥品，進口單位應當予以退
運。無法退運的，由海關移交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
監督處理。

第 79 條
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沒入銷燬之。
查獲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如係本國製
造，經檢驗後仍可改製使用者，應由直轄市
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造廠
商限期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製者，
沒入銷燬之；如係核准輸入者，應即封存，
並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責令原
進口商限期退運出口，屆期未能退貨者，沒
入銷燬之。
前項規定於經依法認定為未經核准而製造、
輸入之醫療器材，準用之。

第十九條
進口臨床急需藥品、捐贈藥品、新藥研究和藥品註
冊所需樣品或者對照藥品等，必須經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批准，並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核
發的《進口藥品批件》，按照本辦法第十六條的規
定，辦理進口備案手續。

第 55 條
經核准製造或輸入之藥物樣品或贈品，不得
出售。
前項樣品贈品管理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
第 4 條
藥物樣品或贈品應由申請者填具申請書，詳
列品名、製造廠名、產地、規格或包裝形態
及數量，敘明申請理由與用途，並檢附申請
者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及第七條至第十五條規
定資料，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
核准後始可製造、輸入或提取。
前項申請者資格證明文件，指病患身分證或
護照、藥商許可執照或機構、團體登記證照
等。但機關或醫院以蓋印信公文提出申請者
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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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檢驗

第二十條
口岸藥品檢驗所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進
口藥品口岸檢驗工作的需要確定。口岸
藥品檢驗所的職責包括：
（一）對到岸貨物實施現場核驗；
（二）核查出廠檢驗報告書和原產地證明原件；
（三）按照規定進行抽樣；
（四）對進口藥品實施口岸檢驗；
（五）對有異議的檢驗結果進行複驗；
（六）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的其他事項。
第二十一條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負責進口藥品口岸檢驗工
作的指導和協調。口岸檢驗所需標準品、對照品由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負責審核、標定。
第二十二條
口岸藥品檢驗所應當按照《進口藥品註冊證》（或
者《醫藥產品註冊證》）載明的註冊標準對進口藥
品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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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本章所稱成品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
書，係指藥品製劑之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
成績書。
成品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書，規定如
下：
一、申請查驗登記之藥品如屬藥典藥品者，
應於申請書及所附檢驗規格中記明所依
據藥典之名稱、年次、版次及頁數；其藥
典並以中華藥典、十大醫藥先進國家出版
之藥典或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採用
之藥典為限，且版本限出版日起五年內。
於同一品名下有二種以上酯或鹽類、或含
結晶水及無水物之成分者，均應明確記載
申請案件係採用何種。
二、申請查驗登記藥品之各有效成分，均應
於檢驗規格中明確記載其各項合格範圍
及檢驗方法；其鑑別及含量測定，不得僅
記載按某藥典操作代之。
三、必要時，申請人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之要求，提出檢驗紀錄，包括所有為確定
是否符合既訂規格及標準之檢驗所得數
據與下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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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品之取樣地點、數量、批號或其他
明確之代號、取樣日期、樣品化驗完
成日期。
（二）所有檢驗方法之依據。
（三）每一檢驗所用樣品之重量或容量。
（四）檢驗所需之標準品，應註明係 Primary
Standard 或 Working Standard 。 如 係
Primary Standard 者，應註明來源；如
係 Working Standard 者，應註明來源、
批號及標示含量（或力價）、檢驗規
格、檢驗成績書、標定程序。
（五）每一檢驗過程中所產生數據之完整紀
錄，包括儀器輸出之圖表及光譜等，
均應明確標記，避免混淆。
（六）有關檢驗之所有運算紀錄。
（七）檢驗結果須與既訂規格相比較而作判
定。
（八）每一檢驗操作者之姓名及日期。
（九）校核者簽名認定已檢視原始紀錄之精
確性、安全性與符合既訂規格之記載。
四、成品檢驗成績書，準用前條第二項第五
款至第七款之規定。
分段委託製造藥品成品檢驗試驗之執行，應
符合藥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之規定，
並以能確認藥品之品質為原則，不限由分段
委託製造製程之受託製造廠執行。
第 74 條
本章所稱檢驗規格，以台灣傳統藥典或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或公告事
項為準，藥典並以最新版本或前一版本為
限。但台灣傳統藥典未收載或非屬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公告事項者，製造及輸入業者應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或視
需要自行制訂之。

第二十三條
口岸藥品檢驗所接到《進口藥品口岸檢驗通知書》
後，應當在 2 日內與進口單位聯繫，到規定的存貨
地點按照《進口藥品抽樣規定》進行現場抽樣。
進口單位應當在抽樣前，提供出廠檢驗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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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產地證明原件。
對需進入海關監管區抽樣的，口岸藥品檢驗所
應當同時與海關聯繫抽樣事宜，並征得海關同意。
抽樣時，進口單位和海關的人員應當同時在場。
第二十四條
口岸藥品檢驗所現場抽樣時，應當注意核查進口品
種的實際到貨情況，做好抽樣記錄並填寫《進口藥
品抽樣記錄單》。
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情形以外的藥品，抽樣完成
後，口岸藥品檢驗所應當在進口單位持有的《進口
藥品通關單》原件上注明“已抽樣”的字樣，並加
蓋抽樣單位的公章。
對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抽樣完成後，應當在
《進口准許證》原件上注明“已抽樣”的字樣，並
加蓋抽樣單位的公章。
第二十五條
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進口藥品，口岸藥品檢驗所不
予抽樣：
（一）未提供出廠檢驗報告書和原產地證明原件，
或者所提供的原件與申報進口備案時的影本
不符的；
（二）裝運嘜頭與單證不符的；
（三）進口藥品批號或者數量與單證不符的；
（四）進口藥品包裝及標籤與單證不符的；
（五）其他不符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法律、法規和
規章規定的。
對不予抽樣的藥品，口岸藥品檢驗所應當在 2 日
內，將《進口藥品抽樣記錄單》送交所在地口岸藥
品監督管理局。
第二十六條
口岸藥品檢驗所應當及時對所抽取的樣品進行檢
驗，並在抽樣後 20 日內，完成檢驗工作，出具《進
口藥品檢驗報告書》。特殊品種或者特殊情況不能
按時完成檢驗時，可以適當延長檢驗期限，並通知
進口單位和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
《進口藥品檢驗報告書》應當明確標有“符合
標準規定”或者“不符合標準規定”的檢驗結論。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批簽發的生物製
品，口岸檢驗符合標準規定，審核符合要求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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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時發放生物製品批簽發證明。
第二十七條
對檢驗符合標準規定的進口藥品，口岸藥品檢驗所
應當將《進口藥品檢驗報告書》送交所在地口岸藥
品監督管理局和進口單位。
對檢驗不符合標準規定的進口藥品，口岸藥品
檢驗所應當將《進口藥品檢驗報告書》及時發送口
岸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其他口岸藥品檢驗所，同時報
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
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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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條
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對於涉嫌之
偽藥、劣藥、禁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就偽藥、
禁藥部分，應先行就地封存，並抽取樣品予
以檢驗後，再行處理；就劣藥、不良醫療器
材部分，得先行就地封存，並抽取樣品予以
檢驗後，再行處理。其對衛生有重大危害者，
應於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後，沒入銷
燬之。
前項規定於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之醫療器
材，準用之。
第 78 條
經稽查或檢驗為偽藥、劣藥、禁藥及不良醫
療器材，除依本法有關規定處理外，並應為
左列處分：
一、製造或輸入偽藥、禁藥及頂替使用許可
證者，應由原發證照機關，廢止其全部製
造、輸入許可證、工廠登記證及營業許可
執照。
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偽藥、禁藥者，
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登報
公告其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藥品名
稱及所犯情節；再次違反者，得停止其營
業。
三、製造、輸入、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劣
藥、不良醫療器材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登報公告其商號、地址、
負責人姓名、藥物名稱及所犯情節；其情
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各該許可
證及停止其營業。
前項規定於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之醫療器
材，準用之。
第 79 條
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沒入銷燬之。
查獲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如係本國製
造，經檢驗後仍可改製使用者，應由直轄市
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造廠
商限期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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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入銷燬之；如係核准輸入者，應即封存，
並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責令原
進口商限期退運出口，屆期未能退貨者，沒
入銷燬之。
前項規定於經依法認定為未經核准而製造、
輸入之醫療器材，準用之。
第 80 條
藥物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製造或輸入之業
者，應即通知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並依
規定期限收回市售品，連同庫存品一併依本
法有關規定處理：
一、原領有許可證，經公告禁止製造或輸入
者。
二、經依法認定為偽藥、劣藥或禁藥者。
三、經依法認定為不良醫療器材或未經核准
而製造、輸入之醫療器材者。
四、製造、輸入藥物許可證未申請展延或不
准展延者。
五、包裝、標籤、仿單經核准變更登記者。
六、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應收回者。
製造、輸入業者收回前項各款藥物時，醫療
機構及藥商應予配合。

第二十八條
進口藥品的檢驗樣品應當保存至有效期滿。不易貯
存的留樣，可根據實際情況掌握保存時間。索賠或
者退貨檢品的留樣應當保存至該案完結時。超過保
存期的留樣，由口岸藥品檢驗所予以處理並記錄備
案。
第二十九條
進口單位對檢驗結果有異議的，可以自收到檢驗結
果之日起 7 日內向原口岸藥品檢驗所申請複驗，也
可以直接向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申請複驗。生
物製品的複驗直接向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申
請。
口岸藥品檢驗所在受理複驗申請後，應當及時
通知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並自受理複驗之日起 10
日內，作出複驗結論，通知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
其他口岸藥品檢驗所，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和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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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管理

第三十條
口岸藥品檢驗所根據本辦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不予
抽樣但已辦結海關驗放手續的藥品，口岸藥品監督
管理局應當對已進口的全部藥品採取查封、扣押的
行政強制措施。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情形以外的藥品，經口岸藥品檢
驗所檢驗不符合標準規定的，進口單位應當在收到
《進口藥品檢驗報告書》後 2 日內，將全部進口藥
品流通、使用的詳細情況，報告所在地口岸藥品監
督管理局。
所在地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收到《進口藥品檢
驗報告書》後，應當及時採取對全部藥品予以查封、
扣押的行政強制措施,並在 7 日內作出行政處理決
定。對申請複驗的，必須自檢驗報告書發出之日起
15 日內作出行政處理決定。有關情況應當及時報告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同時通告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其他口岸藥品監督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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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條
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對於涉嫌之
偽藥、劣藥、禁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就偽藥、
禁藥部分，應先行就地封存，並抽取樣品予
以檢驗後，再行處理；就劣藥、不良醫療器
材部分，得先行就地封存，並抽取樣品予以
檢驗後，再行處理。其對衛生有重大危害者，
應於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後，沒入銷
燬之。
前項規定於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之醫療器
材，準用之。
第 78 條
經稽查或檢驗為偽藥、劣藥、禁藥及不良醫
療器材，除依本法有關規定處理外，並應為
左列處分：
一、製造或輸入偽藥、禁藥及頂替使用許可
證者，應由原發證照機關，廢止其全部製造、
輸入許可證、工廠登記證及營業許可執照。
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偽藥、禁藥者，
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登報公告
其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藥品名稱及所
犯情節；再次違反者，得停止其營業。
三、製造、輸入、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劣
藥、不良醫療器材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
生主管機關，登報公告其商號、地址、負責
人姓名、藥物名稱及所犯情節；其情節重大
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各該許可證及停止
其營業。
前項規定於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之醫療器
材，準用之。
第 79 條
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沒入銷燬之。
查獲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如係本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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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經檢驗後仍可改製使用者，應由直轄市
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造廠
商限期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製者，
沒入銷燬之；如係核准輸入者，應即封存，
並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責令原
進口商限期退運出口，屆期未能退貨者，沒
入銷燬之。
前項規定於經依法認定為未經核准而製造、
輸入之醫療器材，準用之。
第 80 條
藥物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製造或輸入之業
者，應即通知醫療機構、藥局及藥商，並依
規定期限收回市售品，連同庫存品一併依本
法有關規定處理：
一、原領有許可證，經公告禁止製造或輸入
者。
二、經依法認定為偽藥、劣藥或禁藥者。
三、經依法認定為不良醫療器材或未經核准
而製造、輸入之醫療器材者。
四、製造、輸入藥物許可證未申請展延或不
准展延者。
五、包裝、標籤、仿單經核准變更登記者。
六、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應收回者。
製造、輸入業者收回前項各款藥物時，醫療
機構及藥商應予配合。

第三十二條
未在規定時間內提出複驗或者經複驗仍不符合標準
規定的，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應當按照《藥品管理
法》以及有關規定作出行政處理決定。有關情況應
當及時報告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同時通告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其他口岸藥
品監督管理局。
經複驗符合標準規定的，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
應當解除查封、扣押的行政強制措施，並將處理情
況報告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同時通告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其他口岸藥品監
督管理局。
第三十三條
藥品進口備案中發現的其他問題，由口岸藥品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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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1 條
依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及醫療器材查驗登
記審查準則提出申請之案件，其送驗藥物經
檢驗與申請資料不符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自檢驗結果確定日起六個月內，不予受理其
製造廠其他藥物之新申請案件。
前項情形於申復期間申請重新檢驗仍未通過
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自重新檢驗結果確定
日起一年內，不予受理其製造廠其他藥物之
新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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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按照《藥品管理法》以及有關規定予以處理。
第三十四條
第 49 條
國內藥品生產企業、經營企業以及醫療機構採購進 藥商不得買賣來源不明或無藥商許可執照者
口藥品時，供貨單位應當同時提供以下資料：
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一）《進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
註冊證》）影本、《進口藥品批件》影本；
（二）《進口藥品檢驗報告書》影本或者注明
“已抽樣”並加蓋公章的《進口藥品通關單》影本；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批簽發的生物製
品，需要同時提供口岸藥品檢驗所核發的批簽發證
明影本。
進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應當同時提供其《進
口藥品註冊證》（或者《醫藥產品註冊證》）影本、
《進口准許證》影本和《進口藥品檢驗報告書》影
本。
上述各類影本均需加蓋供貨單位公章。
第三十五條
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口岸藥品檢驗所應當建立嚴
格的進口備案資料和口岸檢驗資料的管理制度，並
對進口單位的呈報資料承擔保密責任。

第 40-1 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維護公益之目的，於必
要時，得公開所持有及保管藥商申請製造或
輸入藥物所檢附之藥物成分、仿單等相關資
料。但對於藥商申請新藥查驗登記屬於營業
秘密之資料，應保密之。
前項得公開事項之範圍及方式，其辦法由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六條
對於違反本辦法進口備案和口岸檢驗有關規定的口
岸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口岸藥品檢驗所，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將根據情節給予批評、通報批評，情
節嚴重的停止其進口備案和口岸檢驗資格。

第 78 條
經稽查或檢驗為偽藥、劣藥、禁藥及不良醫
療器材，除依本法有關規定處
理外，並應為左列處分：
一、製造或輸入偽藥、禁藥及頂替使用許可
證者，應由原發證照機關，廢止其全部製
造、輸入許可證、工廠登記證及營業許可
執照。
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偽藥、禁藥者，
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登報
公告其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藥品名
稱及所犯情節；再次違反者，得停止其營
業。
三、製造、輸入、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劣
藥、不良醫療器材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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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主管機關，登報公告其商號、地址、
負責人姓名、藥物名稱及所犯情節；其情
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各該許可
證及停止其營業。
前項規定於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之醫療器
材，準用之。

第三十七條
違反本辦法涉及海關有關規定的，海關按照《海關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行政處罰實施細則》
的規定處理。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八條
本辦法所稱進口單位，包括經營單位、收貨單位元
和報驗單位。
經營單位，是指對外簽訂並執行進出口貿易合
同的中國境內企業或單位。
收貨單位，是指購貨合同和貨運發票中載明的
收貨人或者貨主。
報驗單位，是指該批進口藥品的實際貨主或者
境內經銷商，並具體負責辦理進口備案和口岸檢驗
手續。
收貨單位元和報驗單位可以為同一單位。
第三十九條
從境外進入保稅倉庫、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的藥品，
免予辦理進口備案和口岸檢驗等進口手續，海關按
有關規定實施監管；從保稅倉庫、出口監管倉庫、
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出庫或出區進入國內的藥品，
按本辦法有關規定辦理進口備案和口岸檢驗等手
續。
經批准以加工貿易方式進口的原料藥、藥材，
免予辦理進口備案和口岸檢驗等進口手續，其原料
藥及製成品禁止轉為內銷。確因特殊情況無法出口
的，移交地方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按規定處理，海關
予以核銷。
進出境人員隨身攜帶的個人自用的少量藥品，
應當以自用、合理數量為限，並接受海關監管。
第四十條
進口暫未列入進口藥品目錄的原料藥，應當遵照本
辦法的規定，到口岸藥品監督管理局辦理進口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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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本法所稱禁藥，係指藥品有左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禁止製
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
藥品。
二、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但旅客或隨
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自用藥品進口者，不
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自用藥品之限量，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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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
第四十一條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藥材進口備案和口岸檢驗的規定，由國家食品藥品 第 30 條
監督管理局另行制定。
申請輸入藥品查驗登記所需檢附樣品、數量
與通關作業規定如下：
一、凡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通知廠商
送驗書函通關，原則上以該送驗書函上載
明之藥物樣品及對照標準品之 數 量 為
準。但為顧及包裝完整性，得商請海關視
實際單一完整包裝酌量放行。
二、輸出、輸入管制藥品（含試製管制藥品
原料藥輸入）之相關同意文件，應依管制
藥品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向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非列屬管制藥品分
級及品項，應出產國要求應申請我國輸入
許可文件者，亦同。
申請輸入藥品變更登記如須送驗時，其樣
品、數量與通關作業，準用前項規定。
第 84 條
申請輸入中藥查驗登記所需檢附樣品、數量
與通關作業規定為：凡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發之通知藥商送驗書函通關，原則上以該
送驗書函上載明之藥物樣品、原藥材及對照
標準品之數量為準。但為顧及包裝完整性，
得商請海關視實際單一完整包裝酌量放行。
申請輸入中藥變更登記如須送驗時，其樣
品、數量與通關作業，準用前項規定。
第四十二條
進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憑《進口藥品註冊證》（或
者《醫藥產品註冊證》），按照國務院麻醉藥品、
精神藥品管理的有關法規辦理《進口准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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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第 30 條
申請輸入藥品查驗登記所需檢附樣品、數量
與通關作業規定如下：
一、凡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通知廠商
送驗書函通關，原則上以該送驗書函上載明
之藥物樣品及對照標準品之數量為準。但為
顧及包裝完整性，得商請海關視實際單一完
整包裝酌量放行。
二、輸出、輸入管制藥品（含試製管制藥品
原料藥輸入）之相關同意文件，應依管制藥
品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向中央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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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管機關申請。非列屬管制藥品分級及品
項，應出產國要求應申請我國輸入許可文件
者，亦同。
申請輸入藥品變更登記如須送驗時，其樣
品、數量與通關作業，準用前項規定。

第四十三條
本辦法規定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是指供臨床使用
的品種，科研、教學、獸用等麻醉藥品、精神藥品
的進口，按照國務院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管理的有
關法規執行。
第四十四條
本辦法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海關總署負責
解釋。
第四十五條
本辦法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1999 年 5 月 1 日
實施的《進口藥品管理辦法》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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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與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之比較
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
第一章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總則

第一條
第 1 條
為保證藥物臨床試驗過程規範，結果科學可靠，保護 本準則依藥事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
受試者的權益並保障其安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定之。
藥品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
例》，參照國際公認原則，制定本規範。
第二條
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是臨床試驗全過程的標
準規定，包括方案設計、組織實施、監查、稽查、記
錄、分析總結和報告。
第三條
凡進行各期臨床試驗、人體生物利用度或生物等效性
試驗，均須按本規範執行。
第四條
所有以人為物件的研究必須符合《世界醫學大會赫爾
辛基宣言》
（附錄 1）
，即公正、尊重人格、力求使受
試者最大程度受益和盡可能避免傷害。

第二章

第 4 條
執行臨床試驗應符合赫爾辛基宣言之倫理
原則。
臨床試驗進行前，應權衡對個別受試者及
整體社會之可能風險、不便及預期利益。
預期利益應超過可能風險及不便，始得進
行試驗。
受試者之權利、安全及福祉為藥品臨床試
驗之最重要考量，且應勝於科學及社會之
利益。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確保受試者之權利、安
全，以及福祉受到保護，且對於易受傷害
受試者之臨床試驗，應特別留意。

臨床試驗前的準備與必要條件

第五條
第 12 條
進行藥物臨床試驗必須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在進行人 臨床試驗應有科學根據，試驗計畫書之內
體試驗前，必須周密考慮該試驗的目的及要解決的問 容，應清楚詳盡。
題，應權衡對受試者和公眾健康預期的受益及風險，
預期的受益應超過可能出現的損害。選擇臨床試驗方
法必須符合科學和倫理要求。
第六條
臨床試驗用藥品由申辦者準備和提供。進行臨床試驗
前，申辦者必須提供試驗藥物的臨床前研究資料，包
括處方組成、製造工藝和品質檢驗結果。所提供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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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條
籌畫試驗計畫時，試驗委託者應有充分之
非臨床或臨床研究之安全性及有效性資
料，以支持受試者於試驗期間內能承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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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資料必須符合進行相應各期臨床試驗的要求，同
時還應提供試驗藥物已完成和其他地區正在進行與
臨床試驗有關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資料。臨床試驗藥物
的製備，應當符合《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範》。

給藥方式及劑量。
第 64 條
處理及儲存，應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其代碼及標籤，應得以保護盲性設計。
第 65 條
試驗委託者應決定試驗藥品之儲存溫度、
儲存條件、儲存時間、溶劑及注射器材，
並通知監測者、試驗主持人、藥師、倉儲
及其他相關人員。

第七條
藥物臨床試驗機構的設施與條件應滿足安全有效地
進行臨床試驗的需要。所有研究者都應具備承擔該項
臨床試驗的專業特長、資格和能力，並經過培訓。臨
床試驗開始前，研究者和申辦者應就試驗方案、試驗
的監查、稽查和標準操作規程以及試驗中的職責分工
等達成書面協定。

第 14 條
所有參與試驗執行之人員，應有符合工作
資格之教育、訓練及經驗。
第 30 條
試驗主持人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格及
能力，並具備適當執行臨床試驗之經驗。
第 33 條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接受試驗委託者
之監測與稽核，並接受主管機關或其指定
機構之查核。
第 37 條
試驗主持人應有充分之合格試驗相關人員
及設施，以適當並安全的執行試驗。

第三章

受試者的權益保障

第八條
在藥物臨床試驗的過程中，必須對受試者的個人權益
給予充分的保障，並確保試驗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受
試者的權益、安全和健康必須高於對科學和社會利益
的考慮。倫理委員會與知情同意書是保障受試者權益
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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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試驗主持人應於臨床試驗進行前，取得受
試者自願給予之受試者同意書。
試驗主持人或由其指定之人員，應充分告
知受試者臨床試驗進行之資訊、受試者同
意書之內容及所有由人體試驗委員會所核
准與臨床試驗相關之書面意見，並使其充
分瞭解後親筆簽名，並載明日期。
前二項之行為，受試者為無行為能力人
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之；受試者為限制
行為能力人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受試者雖非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者，但因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無法自行為之
時，由有同意權之人為之。
前項有同意權人為配偶及同居之親屬。
第 13 條

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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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核准，不得進行藥
品臨床試驗。
人體試驗委員會於審查受試者同意書、試
驗計畫書及其他相關文件後，得核准試驗
機構進行臨床試驗。

第九條
為確保臨床試驗中受試者的權益，須成立獨立的倫理
委員會，並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備案。倫理委
員會應有從事醫藥相關專業人員、非醫藥專業人員、
法律專家及來自其他單位的人員，至少五人組成，並
有不同性別的委員。倫理委員會的組成和工作不應受
任何參與試驗者的影響。

第 25 條
試驗機構為審查藥品臨床試驗，應設人體
試驗委員會，組成人員應具備審查及評估
藥品臨床試驗之科學、醫學或倫理資格及
經驗。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委員至少五人，其中至
少一位為非科學背景者，且至少一位為非
試驗機構成員。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建立並遵守書面作業程
式，且應保存活動之書面紀錄及會議紀錄。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應符合主
管機關公告之規定。

第十條
試驗方案需經倫理委員會審議同意並簽署批准意見
後方可實施。在試驗進行期間，試驗方案的任何修改
均應經倫理委員會批准；試驗中發生嚴重不良事件，
應及時向倫理委員會報告。

第 13 條
非經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核准，不得進行藥
品臨床試驗。
人體試驗委員會於審查受試者同意書、試
驗計畫書及其他相關文件後，得核准試驗
機構進行臨床試驗。
第 17 條
若具有重要性之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之
同意時，應修訂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
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並應立即告知受
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
修訂後之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
何其他書面資料，應先得到人體試驗委員
會之核准；經主管機關核准進行之臨床試
驗，並應得到主管機關之核准。
第一項之告知及第二項之核准，皆應以書
面為之。

第十一條
倫理委員會對臨床試驗方案的審查意見應在討論後
以投票方式作出決定，參與該臨床試驗的委員應當回
避。因工作需要可邀請非委員的專家出席會議，但不
投票。倫理委員會應建立工作程式，所有會議及其決

第 26 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之決議，應依前條第四項
之規定。
第 28 條
試驗主持人得提供任何有關試驗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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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均應有書面記錄，記錄保存至臨床試驗結束後五 但不得參與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審議、決議
年。
或提出意見。
人體試驗委員會得邀請非委員之專家給予
特定專業上之協助。
第 29 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保存書面作業程式、委
員名單、委員職業及聯繫名單、送審文件、
會議紀錄、信件、及其他臨床試驗相關資
料至試驗結束後三年，且可供主管機關隨
時調閱。
試驗主持人、試驗委託者或主管機關得向
人體試驗委員會索取書面作業程式及全體
委員名單，人體試驗委員會不得拒絕。
第十二條
倫理委員會應從保障受試者權益的角度嚴格按下列
各項審議試驗方案：
（一）研究者的資格、經驗、是否有充分的時間參加
臨床試驗，人員配備及設備條件等是否符合試
驗要求；
（二）試驗方案是否充分考慮了倫理原則，包括研究
目的、受試者及其他人員可能遭受的風險和受
益及試驗設計的科學性；
（三）受試者入選的方法，向受試者（或其家屬、監
護人、法定代理人）提供有關本試驗的資訊資
料是否完整易懂，獲取知情同意書的方法是否
適當；
（四）受試者因參加臨床試驗而受到損害甚至發生死
亡時，給予的治療和/或保險措施；
（五）對試驗方案提出的修正意見是否可接受；
（六）定期審查臨床試驗進行中受試者的風險程度。

第 86 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審查試驗主持人之資
格、學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
第 87 條
人體試驗委員會應根據受試者所承受之風
險，定期評估進行中之臨床試驗。
前項評估每年至少應進行一次。
第 88 條
依受試者以外具有同意權之人同意，而進
行臨床試驗時，人體試驗委員會應確定試
驗計畫書及其他文件資料充分提及相關之
倫理考量。
第 90 條
試驗主持人未取得試驗委託者同意及人體
試驗委員會核准前，不應偏離或變更試驗
計畫書之執行。但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
傷害或僅為行政事務之改變者，不在此限。
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傷害所為之偏離或
變更，試驗主持人應於七日內將偏離或變
更之內容及其原因，或試驗計畫書修正
案，提交人體試驗委員會、試驗委託者；
經主管機關核准進行之臨床試驗，應同時
提交主管機關。

第十三條
第 84 條
倫理委員會接到申請後應及時召開會議，審閱討論， 人體試驗委員會宜於一個月內完成臨床試
簽發書面意見，並附出席會議的委員名單、專業情況 驗之審查，就以下四項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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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人簽名。倫理委員會的意見可以是：
（一）同意；
（二）作必要的修正後同意；
（三）不同意；
（四）終止或暫停已批准的試驗。

之一做成審查決定。
一、核准。
二、修正後複審。
三、不核准。
四、中止或終止原核准之計畫。

第十四條
研究者或其指定的代表必須向受試者說明有關臨床
試驗的詳細情況：
（一）受試者參加試驗應是自願的，而且有權在試驗
的任何階段隨時退出試驗而不會遭到歧視或報
復，其醫療待遇與權益不會受到影響；
（二）必須使受試者瞭解，參加試驗及在試驗中的個
人資料均屬保密。必要時，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倫理委員會或申辦者，按規定可以查閱參加試
驗的受試者資料；
（三）試驗目的、試驗的過程與期限、檢查操作、受
試者預期可能的受益和風險，告知受試者可能
被分配到試驗的不同組別；
（四）必須給受試者充分的時間以便考慮是否願意參
加試驗，對無能力表達同意的受試者，應向其
法定代理人提供上述介紹與說明。知情同意過
程應採用受試者或法定代理人能理解的語言和
文字，試驗期間，受試者可隨時瞭解與其有關
的資訊資料；
（五）如發生與試驗相關的損害時，受試者可以獲得
治療和相應的補償。

第 22 條
受試者同意書或提供受試者之其他書面資
料應說明以下內容：
一、臨床試驗為一種研究。
二、試驗之目的。
三、試驗治療及每個治療之隨機分配機率。
四、治療程式，包含所有侵入性行為。
五、受試者之責任。
六、臨床試驗中尚在試驗之部分。
七、對受試者或對胚胎、嬰兒或哺乳中幼
兒之可預期危險或不便處。
八、可合理預期之臨床利益。
九、其他治療方式或療程，及其可能之重
要好處及風險。
十、試驗相關損害發生時，受試者可得到
之補償或治療。
十一、如有可獲得之補助，應告知參與臨
床試驗之受試者。
十二、如有應支付之費用，應告知參與臨
床試驗之受試者。
十三、受試者為自願性參與試驗，可不同
意參與試驗或隨時退出試 驗 ， 而
不受到處罰或損及其應得之利益。
十四、經由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即
同意其原始醫療紀錄可直接受監測
者、稽核者、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
管機關檢閱，以確保臨床試驗過程
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
並承諾絕不違反受試者身分之機密
性。
十五、辨認受試者身分之紀錄應保密，且
在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下 將 不 公
開。如果發表試驗結果，受試者之
身分仍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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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若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繼續參與
臨床試驗之意願，受試者、法定代
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會被 立 即 告
知。
十七、進一步獲知有關試驗之資訊和受試
者權利之聯絡人，及與試驗相關之
傷害發生時之聯絡人。
十八、受試者終止參與試驗之可預期情況
及理由。
十九、受試者預計參與臨床試驗之時間。
二十、大約受試者人數。

第十五條
經充分和詳細解釋試驗的情況後獲得知情同意書：
（一）由受試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
並注明日期，執行知情同意過程的研究者也需
在知情同意書上簽署姓名和日期；
（二）對無行為能力的受試者，如果倫理委員會原則
上同意、研究者認為受試者參加試驗符合其本
身利益時，則這些病人也可以進入試驗，同時
應經其法定監護人同意並簽名及注明日期；
（三）兒童作為受試者，必須征得其法定監護人的知
情同意並簽署知情同意書，當兒童能做出同意
參加研究的決定時，還必須征得其本人同意；
（四）在緊急情況下，無法取得本人及其合法代表人
的知情同意書，如缺乏已被證實有效的治療方
法，而試驗藥物有望挽救生命，恢復健康，或
減輕病痛，可考慮作為受試者，但需要在試驗
方案和有關文件中清楚說明接受這些受試者的
方法，並事先取得倫理委員會同意；
（五）如發現涉及試驗藥物的重要新資料則必須將知
情同意書作書面修改送倫理委員會批准後，再
次取得受試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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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試驗主持人應於臨床試驗進行前，取得受
試者自願給予之受試者同意書。
試驗主持人或由其指定之人員，應充分告
知受試者臨床試驗進行之資訊、受試者同
意書之內容及所有由人體試驗委員會所核
准與臨床試驗相關之書面意見，並使其充
分瞭解後親筆簽名，並載明日期。
前二項之行為，受試者為無行為能力人
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之；受試者為限制
行為能力人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受試者雖非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者，但因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無法自行為之
時，由有同意權之人為之。
前項有同意權人為配偶及同居之親屬。
第 17 條
若具有重要性之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之
同意時，應修訂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
者之任何其他書面資料，並應立即告知受
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
修訂後之受試者同意書及提供受試者之任
何其他書面資料，應先得到人體試驗委員
會之核准；經主管機關核准進行之臨床試
驗，並應得到主管機關之核准。
第一項之告知及第二項之核准，皆應以書
面為之。
第 20 條
受試者同意書，應由受試者、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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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同意權之人於參加試驗前，親筆簽名
並載明日期。
取得受試者同意書前，試驗主持人或其指
定之人員，應給予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
有同意權之人充分時間與機會，以詢問臨
床試驗之細節。
關於臨床試驗計畫之所有問題，應給予受
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滿意之
回答。
第二項之人員應於受試者同意書簽名。
用以治療或處置緊急病況之臨床試驗，預
期無法預先取得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
同意權之人同意，若於試驗計畫書中詳列
緊急事件處理程式，得於取得受試者、法
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書面同意前，先
進行試驗。但若能取得受試者、法定代理
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書面同意時，應立即為
之。

第四章

試驗方案

第十六條
臨床試驗開始前應制定試驗方案，該方案應由研究者
與申辦者共同商定並簽字，報倫理委員會審批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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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
試驗委託者應獲得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
對於以下事項之同意：
一、遵守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並依
據試驗委託者及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
之試驗計畫書，進行試驗。
二、遵守數據紀錄及報告之程式。
三、接受監測，稽核及查核。
四、依試驗委託者指定之期間保存試驗主
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建檔之必要文件。
試驗委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
在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檔上共同簽章，以確
認此協議。
第 89 條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依經試驗委託
者、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同意之試
驗計畫書執行臨床試驗。試驗主持人及試
驗機構應與試驗委託者共同簽署試驗計畫
書或另行簽訂書面契約，以確認雙方之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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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臨床試驗方案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試驗題目；
（二）試驗目的，試驗背景，臨床前研究中有臨床意
義的發現和與該試驗有關的臨床試驗結果、已
知對人體的可能危險與受益，及試驗藥物存在
人種差異的可能；
（三）申辦者的名稱和地址，進行試驗的場所，研究
者的姓名、資格和地址；
（四）試驗設計的類型，隨機化分組方法及設盲的水
準；
（五）受試者的入選標準，排除標準和剔除標準，選
擇受試者的步驟，受試者分配的方法；
（六）根據統計學原理計算要達到試驗預期目的所需
的病例數；
（七）試驗用藥品的劑型、劑量、給藥途徑、給藥方
法、給藥次數、療程和有關合併用藥的規定，
以及對包裝和標籤的說明；
（八）擬進行臨床和實驗室檢查的項目、測定的次數
和藥代動力學分析等；
（九）試驗用藥品的登記與使用記錄、遞送、分發方
式及儲藏條件；
（十）臨床觀察、隨訪和保證受試者依從性的措施；
（十一）中止臨床試驗的標準，結束臨床試驗的規定；
（十二）療效評定標準，包括評定參數的方法、觀察
時間、記錄與分析；
（十三）受試者的編碼、亂數字表及病例報告表的保
存手續；
（十四）不良事件的記錄要求和嚴重不良事件的報告
方法、處理措施、隨訪的方式、時間和轉
歸；
（十五）試驗用藥品編碼的建立和保存，揭盲方法和
緊急情況下破盲的規定；
（十六）統計分析計畫，統計分析資料集的定義和選
擇；
（十七）資料管理和資料可溯源性的規定；
（十八）臨床試驗的品質控制與品質保證；
（十九）試驗相關的倫理學；
（二十）臨床試驗預期的進度和完成日期；

第 3 條
本準則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臨床試驗：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
藥理或其他藥學上之作用為目的，而
於人體執行之研究。
二、非臨床試驗：非於人體執行之生物醫
學研究。
三、受試者：參加臨床試驗而接受試驗藥
品或對照藥品之個人。
四、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於受告知並瞭
解將參與之臨床試驗之相關訊息，且
參酌是否參與試驗之所有因素後，自
願簽署願意參加試驗之文件。
五、人體試驗委員會：由具醫學背景之專
業人員與非醫學背景之社會公正人士
所共同組成之委員會，其責任在保護
受試者之權利、安全與福祉。
六、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之醫療機構。
七、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
之負責人。
八、試驗委託者：臨床試驗之發起及管理
者。
九、受託研究機構：和試驗委託者締約以
承擔臨床試驗一部或全部工作之個人
或機構。
十、試驗藥品：臨床試驗中用來試驗之藥
品，或當做參考之活性成分製劑或安
慰劑。包括已上巿藥品使用於與其核
准內容不同之用途、配方、包裝、適
應症，或用於獲得有關核准用途之進
一步資料。
十一、試驗計畫書：記載臨床試驗之目的、
設計、方法、統計考量與編制等事
項之文件，並得載明試驗之相關背
景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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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主持人手冊：有關試驗藥品之臨床
及非臨床數據之編輯物。
十三、藥品不良反應：使用藥品後所發生
之有害且未預期之反應。此項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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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試驗結束後的隨訪和醫療措施；
（二十二）各方承擔的職責及其他有關規定；
（二十三）參考文獻。

與試驗藥品間，應具有合理之因果
關係。
十四、不良事件：受試者參加試驗後所發
生之任何不良情況。此項不良情況
與試驗藥品間不以具有因果關係為
必要。
十五、盲性：使參與試驗之一方或多方不
知試驗治療分配之方式。單盲係指
受試者不知治療分配之方式，雙盲
是指受試者、試驗主持人、監測者，
及在某些情況下，數據分析者亦不
清楚治療分配之方式。

第十八條
第 90 條
臨床試驗中，若確有需要，可以按規定程式對試驗方 試驗主持人未取得試驗委託者同意及人體
案作修正。
試驗委員會核准前，不應偏離或變更試驗
計畫書之執行。但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
傷害或僅為行政事務之改變者，不在此限。
為及時避免受試者遭受傷害所為之偏離或
變更，試驗主持人應於七日內將偏離或變
更之內容及其原因，或試驗計畫書修正
案，提交人體試驗委員會、試驗委託者；
經主管機關核准進行之臨床試驗，應同時
提交主管機關。
第五章

研究者的職責

第十九條
負責臨床試驗的研究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在醫療機構中具有相應專業技術職務任職和行
醫資格；
（二）具有試驗方案中所要求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三）對臨床試驗方法具有豐富經驗或者能得到本單
位有經驗的研究者在學術上的指導；
（四）熟悉申辦者所提供的與臨床試驗有關的資料與
文獻；
（五）有權支配參與該項試驗的人員和使用該項試驗
所需的設備。

第 30 條
試驗主持人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格及
能力，並具備適當執行臨床試驗之經驗。
第 31 條
試驗主持人應完全熟悉試驗藥品於試驗計
畫書、最新版主持人手冊、藥品資訊，及
其他由試驗委託者提供之藥品資訊中描述
之使用方法。
第 37 條
試驗主持人應有充分之合格試驗相關人員
及設施，以適當並安全的執行試驗。

第二十條
第 31 條
研究者必須詳細閱讀和瞭解試驗方案的內容，並嚴格 試驗主持人應完全熟悉試驗藥品於試驗計
按照方案執行。
畫書、最新版主持人手冊、藥品資訊，及
其他由試驗委託者提供之藥品資訊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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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方法。

第二十一條
研究者應瞭解並熟悉試驗藥物的性質、作用、療效及
安全性(包括該藥物臨床前研究的有關資料)，同時也
應掌握臨床試驗進行期間發現的所有與該藥物有關
的新資訊。

第 31 條
試驗主持人應完全熟悉試驗藥品於試驗計
畫書、最新版主持人手冊、藥品資訊，及
其他由試驗委託者提供之藥品資訊中描述
之使用方法。

第二十二條
研究者必須在有良好醫療設施、實驗室設備、人員配
備的醫療機構進行臨床試驗，該機構應具備處理緊急
情況的一切設施，以確保受試者的安全。實驗室檢查
結果應準確可靠。

第 6 條
在受試者參加試驗與後續追蹤期間，試驗
主持人及試驗機構就受試者任何與試驗相
關之不良反應，應提供受試者充分醫療照
護。試驗主持人發現試驗期間受試者有疾
病需要醫療照護時，應告知受試者。

第二十三條
研究者應獲得所在醫療機構或主管單位的同意，保證
有充分的時間在方案規定的期限內負責和完成臨床
試驗。研究者須向參加臨床試驗的所有工作人員說明
有關試驗的資料、規定和職責，確保有足夠數量並符
合試驗方案的受試者進入臨床試驗。

第 35 條
試驗主持人應證明其能在試驗計畫書規定
之時間內募集足夠之受試者。
第 36 條
試驗主持人在試驗期間內，應有充分時間
以執行與完成試驗。
第 38 條
試驗主持人應確保所有試驗相關人員對試
驗計畫書及研究藥品充分瞭解，以及其於
臨床試驗中之責任與工作。

第二十四條
第 5 條
研究者應向受試者說明經倫理委員會同意的有關試 試驗主持人應於臨床試驗進行前，取得受
驗的詳細情況，並取得知情同意書。
試者自願給予之受試者同意書。
試驗主持人或由其指定之人員，應充分告
知受試者臨床試驗進行之資訊、受試者同
意書之內容及所有由人體試驗委員會所核
准與臨床試驗相關之書面意見，並使其充
分瞭解後親筆簽名，並載明日期。
前二項之行為，受試者為無行為能力人
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之；受試者為限制
行為能力人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受試者雖非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者，但因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無法自行為之
時，由有同意權之人為之。
前項有同意權人為配偶及同居之親屬。

210

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第二十五條
第 6 條
研究者負責作出與臨床試驗相關的醫療決定，保證受 在受試者參加試驗與後續追蹤期間，試驗
試者在試驗期間出現不良事件時得到適當的治療。
主持人及試驗機構就受試者任何與試驗相
關之不良反應，應提供受試者充分醫療照
護。試驗主持人發現試驗期間受試者有疾
病需要醫療照護時，應告知受試者。
第二十六條
研究者有義務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受試者的安
全，並記錄在案。在臨床試驗過程中如發生嚴重不良
事件，研究者應立即對受試者採取適當的治療措施，
同時報告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衛生行政部門、申辦者
和倫理委員會，並在報告上簽名及注明日期。

第 6 條
在受試者參加試驗與後續追蹤期間，試驗
主持人及試驗機構就受試者任何與試驗相
關之不良反應，應提供受試者充分醫療照
護。試驗主持人發現試驗期間受試者有疾
病需要醫療照護時，應告知受試者。
第 106 條
受試者發生任何嚴重不良事件，試驗主持
人應立即通知試驗委託者，並儘快提供詳
細書面報告。發生未預期之嚴重藥品不良
反應，試驗主持人應立即通知人體試驗委
員會。但若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文件明確排
除者，不在此限。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或危及生命
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應於獲知日起七日
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在獲知
日起十五日內提供詳細書面資料。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或危及生命
以外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應於獲知日起
十五日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
提供詳細書面資料。
第一項之口頭及書面報告，應以受試者代
碼代表受試者之身分，不得顯示受試者之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其他可辨
認受試者身分之資訊。
嚴重不良事件與嚴重藥品不良反應之項目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107 條
發生與試驗藥品安全性評估相關之不良反
應或異常實驗室檢查值時，試驗主持人應
於試驗計畫書規定之時間內向試驗委託者
提出書面報告。

第二十七條

第 98 條
211

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研究者應保證將資料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合法 試驗主持人應確保個案報告表和所有需要
地載入病歷和病例報告表。
向試驗委託者報告資料之精確度、完整
性、易讀性及時間性。
第 99 條
個案報告表中之資料，應與原始資料相
同。如有差異，應解釋其原因。
第 100 條
個案報告表之任何修正，應記錄其修正日
期及修正原因，且不得覆蓋原先
之紀錄。
前項規定，適用於書面資料與電子資料之
修正。
試驗主持人應指定代表記錄個案報告表之
修正，且修正內容應經試驗主持人同意。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修正紀錄。
第二十八條
研究者應接受申辦者派遣的監查員或稽查員的監查
和稽查及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的稽查和視察，確保臨床
試驗的品質。

第 33 條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接受試驗委託者
之監測與稽核，並接受主管機關或其指定
機構之查核。

第二十九條
第 102 條
研究者應與申辦者商定有關臨床試驗的費用，並在合 臨床試驗之財務計畫，應由試驗委託者和
同中寫明。研究者在臨床試驗過程中，不得向受試者 試驗機構或試驗主持人訂定書面契約。
收取試驗用藥所需的費用。
第三十條
第 111 條
臨床試驗完成後，研究者必須寫出總結報告，簽名並 試驗完成或提早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
注明日期後送申辦者。
驗機構應提供試驗委託者及主管機關其所
要求之任何報告，並提供人體試驗委員會
試驗結果摘要。
前項情形，試驗委託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
完整詳盡之臨床試驗報告。
前項報告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公告。
第三十一條
第 112 條
研究者中止一項臨床試驗必須通知受試者、申辦者、 試驗中止或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
倫理委員會和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並闡明理由。
構應立即通知受試者，並確保受試者有適
當之治療及追蹤。
前項情形，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將試
驗中止或終止之事由，以書面通知主管機
關。
第 1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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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未事先獲得試驗委
託者之同意，而中止或終止臨床試驗者，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立即通知試驗委
託者與人體試驗委員會，並提出詳細書面
報告。

第六章

申辦者的職責

第三十二條
申辦者負責發起、申請、組織、監查和稽查一項臨床
試驗，並提供試驗經費。申辦者按國家法律、法規等
有關規定，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遞交臨床試驗
的申請，也可委託合同研究組織執行臨床試驗中的某
些工作和任務。

第 42 條
試驗委託者應獲得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
對於以下事項之同意：
一、遵守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並依
據試驗委託者及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
之試驗計畫書，進行試驗。
二、遵守數據紀錄及報告之程式。
三、接受監測，稽核及查核。
四、依試驗委託者指定之期間保存試驗主
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建檔之必要文件。
試驗委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
在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檔上共同簽章，以確
認此協議。
第 43 條
試驗委託者得移轉部分或全部與試驗相關
的權利與義務於受託研究機構。
但關於維護試驗數據的品質與完整性之最
終責任，仍應由試驗委託者負責。
前項委託，應以書面為之。
於第一項移轉之權利義務範圍內，受託研
究機構準用本準則有關試驗委託者之規
定。

第三十三條
第 40 條
申辦者選擇臨床試驗的機構和研究者，認可其資格及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甄選試驗主持人。
條件以保證試驗的完成。
第三十四條
申辦者提供研究者手冊，其內容包括試驗藥物的化
學、藥學、毒理學、藥理學和臨床的（包括以前的和
正在進行的試驗）資料和資料。

第 41 條
試驗委託者與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達成
協議執行試驗前，試驗委託者應提供試驗
計畫書與最新版主持人手冊予試驗主持人
及試驗機構，且應給予試驗主持人充分之
時間檢閱試驗計畫書及相關資訊。

第三十五條

第 4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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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者在獲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並取得 試驗委託者應獲得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
倫理委員會批准件後方可按方案組織臨床試驗。
對於以下事項之同意：
一、遵守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並依
第三十六條
據試驗委託者及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
申辦者、研究者共同設計臨床試驗方案，述明在方案
之試驗計畫書，進行試驗。
實施、資料管理、統計分析、結果報告、發表論文方
式等方面職責及分工。簽署雙方同意的試驗方案及合 二、遵守數據紀錄及報告之程式。
三、接受監測，稽核及查核。
同。
四、依試驗委託者指定之期間保存試驗主
持人及試驗機構應建檔之必要文件。
試驗委託者、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
在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檔上共同簽章，以確
認此協議。
第三十七條
申辦者向研究者提供具有易於識別、正確編碼並貼有
特殊標籤的試驗藥物、標準品、對照藥品或安慰劑，
並保證品質合格。試驗用藥品應按試驗方案的需要進
行適當包裝、保存。申辦者應建立試驗用藥品的管理
制度和記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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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條
試驗藥品、對照藥品及安慰劑之特性應合
於藥品發展之階段，且其製造、處理及儲
存，應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其代碼及
標籤，應得以保護盲性設計。
第 66 條
試驗藥品應以適當包裝，避免運送與儲存
期間之污染與變質。
第 70 條
試驗委託者所訂定之書面程式中，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試驗主持人與試驗機構應遵守試驗藥
品處理及保存程式之文字。
二、藥品之處理、貯存、發藥、自受試者
處取回餘藥、將餘藥歸還試驗委託者之程
式。
第 71 條
試驗委託者對於試驗藥品之處理，應執行
下列事項：
一、準時交付試驗藥品予試驗主持人。
二、保留運送、接收、配置、回收及銷毀
試驗藥品之文件紀錄。
三、遵循並保存試驗藥品之回收系統及其
紀錄。
四、遵循並保存餘藥配置系統及其證明文
件。
五、確保試驗藥品於使用期間之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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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存足夠之試驗藥品樣品，必要時得
再詳細確認其特性。
七、保存各批次樣品分析及特性之紀錄。
為取得延長藥品儲存時間之許可而保留前
項第六款及第七款之樣品者，其樣品應保
留至安定性試驗數據分析完成時。但法規
規定較長期間者，從其規定。

第三十八條
申辦者任命合格的監查員，並為研究者所接受。

第 75 條
監測者之選擇及其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監測者應由試驗委託者指派。
二、監測者應有適當之訓練，且應有足以
適當監測試驗的科學及臨床知識。
三、監測者之資格應有書面證明。
四、監測者應熟知試驗藥品、試驗計畫書、
受試者同意書及其他給與受試者之書
面資料、試驗委託者之標準 作 業 程
式、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第 49 條
申辦者應建立對臨床試驗的品質控制和品質保證系 試驗委託者應以書面標準作業程式規定並
統，可組織對臨床試驗的稽查以保證品質。
持續執行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系統，以確
保試驗進行及數據之產生、紀錄與報告皆
遵守試驗計畫書與本準則之要求。
第四十條
申辦者應與研究者迅速研究所發生的嚴重不良事
件，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證受試者的安全和權益，並
及時向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和衛生行政部門報告，同時
向涉及同一藥物的臨床試驗的其他研究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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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6 條
受試者發生任何嚴重不良事件，試驗主持
人應立即通知試驗委託者，並儘快提供詳
細書面報告。發生未預期之嚴重藥品不良
反應，試驗主持人應立即通知人體試驗委
員會。但若試驗計畫書或其他文件明確排
除者，不在此限。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或危及生命
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應於獲知日起七日
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在獲知
日起十五日內提供詳細書面資料。
試驗委託者獲知未預期之死亡或危及生命
以外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應於獲知日起
十五日內通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並
提供詳細書面資料。
第一項之口頭及書面報告，應以受試者代
碼代表受試者之身分，不得顯示受試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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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其他可辨
認受試者身分之資訊。
嚴重不良事件與嚴重藥品不良反應之項目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十一條
第 114 條
申辦者中止一項臨床試驗前，須通知研究者、倫理委 試驗委託者中止或終止臨床試驗者，試驗
員會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並述明理由。
委託者應立即通知試驗主持人、
試驗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
並提出詳細書面報告。
第四十二條
第 111 條
申辦者負責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遞交試驗的 試驗完成或提早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
總結報告。
驗機構應提供試驗委託者及主管機關其所
要求之任何報告，並提供人體試驗委員會
試驗結果摘要。
前項情形，試驗委託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
完整詳盡之臨床試驗報告。
前項報告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公告。
第四十三條
申辦者應對參加臨床試驗的受試者提供保險，對於發
生與試驗相關的損害或死亡的受試者承擔治療的費
用及相應的經濟補償。申辦者應向研究者提供法律上
與經濟上的擔保，但由醫療事故所致者除外。

第 47 條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
因試驗所生之賠償責任或投保責
任保險。但因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之醫
療疏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四條
研究者不遵從已批准的方案或有關法規進行臨床試
驗時，申辦者應指出以求糾正，如情況嚴重或堅持不
改，則應終止研究者參加臨床試驗並向藥品監督管理
部門報告。

第 116 條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重大或持續違反試
驗計畫書，試驗委託者應終止其繼續參與
臨床試驗，並立即通知主管機關。

第七章

監查員的職責

第四十五條
監查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臨床試驗中受試者的權益受
到保障，試驗記錄與報告的資料準確、完整無誤，保
證試驗遵循已批准的方案和有關法規。

第 74 條
監測之目的如下：
一、確保受試者之權利及福祉受到保護。
二、確保所報告之試驗數據準確、完整，
且可自原始資料中查證。
三、確保試驗之執行符合已核准試驗計畫
書及其修正書、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四十六條
監查員是申辦者與研究者之間的主要聯繫人。其人數
及訪視的次數取決於臨床試驗的複雜程度和參與試
驗的醫療機構的數目。監查員應有適當的醫學、藥學

第 75 條
監測者之選擇及其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監測者應由試驗委託者指派。
二、監測者應有適當之訓練，且應有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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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關專業學歷，並經過必要的訓練，熟悉藥品管理
適當監測試驗的科學及臨床知識。
有關法規，熟悉有關試驗藥物的臨床前和臨床方面的 三、監測者之資格應有書面證明。
資訊以及臨床試驗方案及其相關的檔。
四、監測者應熟知試驗藥品、試驗計畫書、
受試者同意書及其他給與受試者之書
面資料、試驗委託者之標準 作 業 程
式、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四十七條
監查員應遵循標準操作規程，督促臨床試驗的進行，
以保證臨床試驗按方案執行。具體內容包括：
（一）在試驗前確認試驗承擔單位已具有適當的條
件，包括人員配備與培訓情況，實驗室設備齊全、運
轉良好，具備各種與試驗有關的檢查條件，估計有足
夠數量的受試者，參與研究人員熟悉試驗方案中的要
求；
（二）在試驗過程中監查研究者對試驗方案的執行情
況，確認在試驗前取得所有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書，瞭
解受試者的入選率及試驗的進展狀況，確認入選的受
試者合格；
（三）確認所有資料的記錄與報告正確完整，所有病
例報告表填寫正確，並與原始資料一致。所有錯誤或
遺漏均已改正或注明，經研究者簽名並注明日期。每
一受試者的劑量改變、治療變更、合併用藥、間發疾
病、失訪、檢查遺漏等均應確認並記錄。核實入選受
試者的退出與失訪已在病例報告表中予以說明；
（四）確認所有不良事件均記錄在案，嚴重不良事件
在規定時間內作出報告並記錄在案；
（五）核實試驗用藥品按照有關法規進行供應、儲
藏、分發、收回，並做相應的記錄；
（六）協助研究者進行必要的通知及申請事宜，向申
辦者報告試驗資料和結果；
（七）應清楚如實記錄研究者未能做到的隨訪、未進
行的試驗、未做的檢查，以及是否對錯誤、遺漏作出
糾正；
（八）每次訪視後作一書面報告遞送申辦者，報告應
述明監查日期、時間、監查員姓名、監查的發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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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條
監測者應依試驗委託者之要求，進行下列
措施，以確保試驗正確執行及紀
錄：
一、監測者應擔任試驗委託者及試驗主持
人間之主要溝通聯繫者。
二、監測者應確認試驗主持人有適當之資
格與資源，並且在試驗過程中仍維持
其適當性。
三、監測者應確認試驗相關人員及實驗
室、儀器等試驗相關設備，可適當、
安全及正確地執行試驗，並且在試驗
過程仍維持其適當性。
四、監測者應確認試驗藥品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合儲藏時間與條件之要求，且試驗
過程中有充分試驗藥品之供給。
(二) 試驗藥品僅提供於符合資格之受試
者，且其使用劑量符合試驗計畫書之
規定。
(三) 提供受試者正確使用、處理、儲藏及
歸還試驗藥品之必要說明。
(四) 試驗場所試驗藥品之接收、使用及歸
還，應有管制且有適當紀錄。
(五) 試驗場所未使用試驗藥品之處理，應
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且符合試驗委
託者授權之步驟。
五、確認試驗主持人遵守經審查核准之試
驗計畫書及其修正書。
六、確認受試者於參與試驗前皆已簽署受
試者同意書。
七、確認試驗主持人收到最新版主持人手
冊，及正確執行試驗所需之試驗資料
與試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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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確認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已被
充分告知試驗計畫之各項細節。
九、確認試驗主持人與試驗相關人員依照
試驗計畫書及試驗委託者與試驗主持
人及試驗機構間之書面協議，執行其
被指定之職務，且未將職務指派未授
權人員。
十、確認試驗主持人僅收納符合資格之受
試者。
十一、報告受試者之收納速度。
十二、確認正確、完整保存原始數據、檔
案與其他試驗紀錄。
十三、確認試驗主持人提供所有必要之報
告、通報資料、申請書與送審資料，
且以上檔皆為正確、完整、即時、
字跡清晰、載明日期並可認證此試
驗。
十四、核對個案報告表之登錄、原始資料、
檔案與其他試驗相關紀錄之正確性
與完整性。監測者應確認以下事項：
(一) 試驗計畫書所需之數據已正確登錄
於個案報告表，且與原始資料一致。
(二) 每位受試者有任何治療劑量或治療
方式之變更者，應適當地記錄。
(三) 不良事件、併用藥品與併發症，均依
照試驗計畫書登錄於個案報告表。
(四) 受試者未回診、未做之檢驗與檢查，
均已清楚登錄於個案報告表。
(五) 所有退出試驗之受試者已登錄於個
案報告表，並載明其原因。
十五、通知試驗主持人個案報告表登錄上
之錯誤、遺漏或不清楚處，並確定
試驗主持人已為更正、新增或刪
除，且在更改處註明日期、說明原
因及簽名，或由經授權之試驗相關
人員代試驗主持人簽名。簽署授權
名單應建檔。
十六、核對是否所有不良事件均已依第一
百零六條之規定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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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確認試驗主持人保存試驗之必要資
料。
十八、與試驗主持人溝通不符合試驗計畫
書、標準作業程式、本準則與相關
法規規定之處，並採取適當措施避
免其再發生。
第 78 條
監測者應遵守試驗委託者建立之書面標準
作業程式，及試驗委託者為監測特定試驗
而指定之程式。
第 79 條
監測報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監測者應於每次試驗場所之訪視或試
驗相關之溝通後，向試驗委託者提
出書面報告。
二、報告應包含日期、地點、監測者姓名、
及試驗主持人或其他聯絡人之姓
名。
三、報告應摘要描述監測者檢閱之部分、
重大發現、偏離及缺失、結論、採
取或將採取之措施，及為確保遵守
試驗而建議之措施。
四、試驗委託者應指定代表記錄、檢閱及追蹤監測
報告。

第八章

記錄與報告

第四十八條
病歷作為臨床試驗的原始檔，應完整保存。病例報告
表中的資料來自原始檔並與原始檔一致，試驗中的任
何觀察、檢查結果均應及時、準確、完整、規範、真
實地記錄於病歷和正確地填寫至病例報告表中，不得
隨意更改，確因填寫錯誤，作任何更正時應保持原記
錄清晰可辯，由更正者簽署姓名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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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條
試驗主持人應確保個案報告表和所有需要
向試驗委託者報告資料之精確度、完整
性、易讀性及時間性。
第 99 條
個案報告表中之資料，應與原始資料相
同。如有差異，應解釋其原因。
第 100 條
個案報告表之任何修正，應記錄其修正日
期及修正原因，且不得覆蓋原先
之紀錄。
前項規定，適用於書面資料與電子資料之
修正。
試驗主持人應指定代表記錄個案報告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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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且修正內容應經試驗主持人同意。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修正紀錄。

第四十九條
臨床試驗中各種實驗室資料均應記錄或將原始報告
影本粘貼在病例報告表上，在正常範圍內的資料也應
具體記錄。對顯著偏離或在臨床可接受範圍以外的資
料須加以核實。檢測專案必須注明所採用的計量單
位。

第 53 條
數據處理之所有步驟應執行品質管制，以
確保所有數據之可信度及其處理之正確
性。

第五十條
第 57 條
為保護受試者隱私，病例報告表上不應出現受試者的 試驗委託者應建立清楚之身分代碼，以確
姓名。研究者應按受試者的代碼確認其身份並記錄。 認每位受試者 之試驗數據。
第五十一條
臨床試驗總結報告內容應與試驗方案要求一致，包
括：
（一）隨機進入各組的實際病例數，脫落和剔除的病
例及其理由；
（二）不同組間的基線特徵比較，以確定可比性；
（三）對所有療效評價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和臨床意義
分析。統計結果的解釋應著重考慮其臨床意
義；
（四）安全性評價應有臨床不良事件和實驗室指標合
理的統計分析，對嚴重不良事件應詳細描述和
評價；
（五）多中心試驗評價療效，應考慮中心間存在的差
異及其影響；
（六）對試驗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以及風險和受益之
間的關係作出簡要概述和討論。

第 111 條
試驗完成或提早終止時，試驗主持人及試
驗機構應提供試驗委託者及主管機關其所
要求之任何報告，並提供人體試驗委員會
試驗結果摘要。
前項情形，試驗委託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出
完整詳盡之臨床試驗報告。
前項報告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公告。

第五十二條
臨床試驗中的資料均須按規定保存（附錄 2）及管理。
研究者應保存臨床試驗資料至臨床試驗終止後五
年。申辦者應保存臨床試驗資料至試驗藥物被批准上
市後五年。

第 58 條
試驗委託者或其他數據所有者，應保存所
有試驗委託者應負責與試驗相關之必要文
件，至試驗藥品於我國核准上市後至少二
年。但其他法規規定之保存期間長於二年
者，從其規定。
第 101 條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妥善保管所有臨床試驗相關重要文
件，並防止遭受意外之破壞或提早銷毀。
前項檔，應保存至試驗藥品於我國獲准上
市後至少二年。但其他法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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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保存期間長於二年者，從其規定。

第九章

資料管理與統計分析

第五十三條
資料管理的目的在於把試驗資料迅速、完整、無誤地
納入報告，所有涉及資料管理的各種步驟均需記錄在
案，以便對資料品質及試驗實施進行檢查。用適當的
程式保證資料庫的保密性，應具有電腦資料庫的維護
和支援程式。

第 53 條
數據處理之所有步驟應執行品質管制，以
確保所有數據之可信度及其處理之正確
性。
第 54 條
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當之人員，負責
以下工作：
一、監督試驗之執行。
二、處理與驗證試驗數據。
三、統計分析。

第五十四條
臨床試驗中受試者分配必須按試驗設計確定的隨機
分配方案進行，每名受試者的處理分組編碼應作為盲
底由申辦者和研究者分別保存。設盲試驗應在方案中
規定揭盲的條件和執行揭盲的程式，並配有相應處理
編碼的應急信件。在緊急情況下，允許對個別受試者
緊急破盲而瞭解其所接受的治療，但必須在病例報告
表上述明理由。

第 97 條
試驗主持人應遵從臨床試驗之隨機分配程
式。
前項隨機分配程式若可解碼，應僅依據試
驗計畫書規定解碼。
若臨床試驗採盲性設計，而試驗藥品有任
何提早解碼之情況，試驗主持人
應立即對試驗委託者解釋，並作書面紀錄。

第五十五條
臨床試驗資料的統計分析過程及其結果的表達必須
採用規範的統計學方法。臨床試驗各階段均需有生物
統計學專業人員參與。臨床試驗方案中需有統計分析
計畫，並在正式統計分析前加以確認和細化。若需作
中期分析，應說明理由及操作規程。對治療作用的評
價應將可信區間與假設檢驗的結果一併考慮。所選用
統計分析資料集需加以說明。對於遺漏、未用或多餘
的資料須加以說明，臨床試驗的統計報告必須與臨床
試驗總結報告相符。

第 54 條
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當之人員，負責
以下工作：
一、監督試驗之執行。
二、處理與驗證試驗數據。
三、統計分析。

第十章

試驗用藥品的管理

第五十六條
臨床試驗用藥品不得銷售。

第 95 條
試驗藥品僅得使用於經核准之臨床試驗計
畫。

第五十七條
申辦者負責對臨床試驗用藥品作適當的包裝與標
籤，並標明為臨床試驗專用。在雙盲臨床試驗中，試
驗藥物與對照藥品或安慰劑在外形、氣味、包裝、標
籤和其他特徵上均應一致。

第 64 條
試驗藥品、對照藥品及安慰劑之特性應合
於藥品發展之階段，且其製造、
處理及儲存，應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其代碼及標籤，應得以保護盲性

221

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制規範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設計。

第五十八條
試驗用藥品的使用記錄應包括數量、裝運、遞送、接
受、分配、應用後剩餘藥物的回收與銷毀等方面的資
訊。

第 70 條
試驗委託者所訂定之書面程式中，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試驗主持人與試驗機構應遵守試驗藥
品處理及保存程式之文字。
二、藥品之處理、貯存、發藥、自受試者
處取回餘藥、將餘藥歸還試驗委託者
之程式。
第 71 條
試驗委託者對於試驗藥品之處理，應執行
下列事項：
一、準時交付試驗藥品予試驗主持人。
二、保留運送、接收、配置、回收及銷毀
試驗藥品之文件紀錄。
三、遵循並保存試驗藥品之回收系統及其
紀錄。
四、遵循並保存餘藥配置系統及其證明文
件。
五、確保試驗藥品於使用期間之安定性。
六、保存足夠之試驗藥品樣品，必要時得
再詳細確認其特性。
七、保存各批次樣品分析及特性之紀錄。
為取得延長藥品儲存時間之許可而保留前
項第六款及第七款之樣品者，其樣品應保
留至安定性試驗數據分析完成時。但法規
規定較長期間者，從其規定。

第五十九條
試驗用藥品的使用由研究者負責，研究者必須保證所
有試驗用藥品僅用於該臨床試驗的受試者，其劑量與
用法應遵照試驗方案，剩餘的試驗用藥品退回申辦
者，上述過程需由專人負責並記錄在案，試驗用藥品
須有專人管理。研究者不得把試驗用藥品轉交任何非
臨床試驗參加者。

第 70 條
試驗委託者所訂定之書面程式中，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試驗主持人與試驗機構應遵守試驗藥
品處理及保存程式之文字。
二、藥品之處理、貯存、發藥、自受試者
處取回餘藥、將餘藥歸還試驗委託者
之程式。
第 92 條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應負責試驗藥品之
點收及保存。
試驗主持人或試驗機構得指派專責藥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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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人員負責部分或全部試驗藥品之點收
及保存。

第六十條
第 71 條
試驗用藥品的供給、使用、儲藏及剩餘藥物的處理過 試驗委託者對於試驗藥品之處理，應執行
程應接受相關人員的檢查。
下列事項：
一、準時交付試驗藥品予試驗主持人。
二、保留運送、接收、配置、回收及銷毀
試驗藥品之文件紀錄。
三、遵循並保存試驗藥品之回收系統及其
紀錄。
四、遵循並保存餘藥配置系統及其證明文
件。
五、確保試驗藥品於使用期間之安定性。
六、保存足夠之試驗藥品樣品，必要時得
再詳細確認其特性。
七、保存各批次樣品分析及特性之紀錄。
為取得延長藥品儲存時間之許可而保留前
項第六款及第七款之樣品者，其樣品應保
留至安定性試驗數據分析完成時。但法規
規定較長期間者，從其規定。
第 93 條
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被指定之專責藥
師或適當人員，應保留下列紀錄：
一、試驗藥品運送至臨床試驗機構之點收。
二、試驗藥品之存貨。
三、受試者使用之試驗藥品。
四、未使用試驗藥品歸還試驗委託者或另
外處置之方式。
前項資料應載明日期、數量、批序號、有
效日期，及試驗藥品和受試者之代碼。
試驗主持人應保留檔紀錄，說明其提供受
試者之劑量和試驗計畫書規定相符，且使
用之試驗藥品數量與由試驗委託者收到之
數量相吻合。
第十一章

品質保證

第六十一條
申辦者及研究者均應履行各自職責，並嚴格遵循臨床
試驗方案，採用標準操作規程，以保證臨床試驗的品
質控制和品質保證系統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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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
試驗委託者應以書面標準作業程式規定並
持續執行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系統，以確
保試驗進行及數據之產生、紀錄與報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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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試驗計畫書與本準則之要求。

第六十二條
臨床試驗中有關所有觀察結果和發現都應加以核
實，在資料處理的每一階段必須進行品質控制，以保
證資料完整、準確、真實、可靠。

第 53 條
數據處理之所有步驟應執行品質管制，以
確保所有數據之可信度及其處理之正確
性。

第六十三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申辦者可委託稽查人員對臨床試
驗相關活動和檔進行系統性檢查，以評價試驗是否按
照試驗方案、標準操作規程以及相關法規要求進行，
試驗資料是否及時、真實、準確、完整地記錄。稽查
應由不直接涉及該臨床試驗的人員執行。

第 80 條
試驗委託者之稽核為獨立之制度，且不在
監測及品質管制功能內，其目的
為評估試驗之執行且確保其遵守試驗計畫
書、標準作業程式、本準則及相關法規之
要求。
第 81 條
稽核者之任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試驗委託者應任用臨床試驗及數據收
集系統以外之人員進行稽核。
二、稽核者所受訓練應足以適任執行稽
核，並以書面證明稽核者之資歷。

第六十四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對研究者與申辦者在實施試驗
中各自的任務與執行狀況進行視察。參加臨床試驗的
醫療機構和實驗室的有關資料及檔(包括病歷)均應
接受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的視察。

第 50 條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取得試驗機構之同意，
直接監測和稽核試驗相關場所、原始資
料、檔及報告，並可接受主管機關查核。

第十二章

多中心試驗

第六十五條
多中心試驗是由多位研究者按同一試驗方案在不同
地點和單位同時進行的臨床試驗。各中心同期開始與
結束試驗。多中心試驗由一位主要研究者總負責，並
作為臨床試驗各中心間的協調研究者。
第六十六條
多中心試驗的計畫和組織實施要考慮以下各點：
（一）試驗方案由各中心的主要研究者與申辦者共同
討論認定，倫理委員會批准後執行；
（二）在臨床試驗開始時及進行的中期應組織研究者
會議；
（三）各中心同期進行臨床試驗；
（四）各中心臨床試驗樣本大小及中心間的分配應符
合統計分析的要求；
（五）保證在不同中心以相同程式管理試驗用藥品，
包括分發和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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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7 條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所有試驗主
持人應遵守經試驗委託者所同意，並經人
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所核准之試驗計
畫書。
第 118 條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對於依試驗
計畫書收集額外數據之試驗主持人，試驗
委託者應提供能獲得額外數據之補充個案
報告表。
第 119 條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進行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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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據同一試驗方案培訓參加該試驗的研究者；
（七）建立標準化的評價方法，試驗中所採用的實驗
室和臨床評價方法均應有統一的品質控制，實
驗室檢查也可由中心實驗室進行；
（八）資料資料應集中管理與分析，應建立資料傳
遞、管理、核查與查詢程式；
（九）保證各試驗中心研究者遵從試驗方案，包括在
違背方案時終止其參加試驗。

以書面記載試驗主持人及其他參與之試驗
主持人之責任分配及協調方式。
第 120 條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所有試驗主
持人應遵從一致之標準評估臨床結果、實
驗室結果及填寫個案報告表。

第六十七條
第 121 條
多中心試驗應當根據參加試驗的中心數目和試驗的 進行多機構合作臨床試驗時，試驗委託者
要求，以及對試驗用藥品的瞭解程度建立管理系統， 應加強試驗主持人間之溝通。
協調研究者負責整個試驗的實施。
第十三章

附

則

第六十八條
本規範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臨床試驗（ClinicalTrial），指任何在人體（病人
或健康志願者）進行藥物的系統性研究，以證實或揭
示試驗藥物的作用、不良反應及/或試驗藥物的吸
收、分佈、代謝和排泄，目的是確定試驗藥物的療效
與安全性。
試驗方案（Protocol）
， 敍述試驗的背景、理論基
礎和目的，試驗設計、方法和組織，包括統計學考慮、
試驗執行和完成的條件。方案必須由參加試驗的主要
研究者、研究機構和申辦者簽章並注明日期。
研究者手冊（Investigator ，sBrochure），是有
關試驗藥物在進行人體研究時已有的臨床與非臨床
研究資料。
知情同意（InformedConsent）
，指向受試者告知一
項試驗的各方面情況後，受試者自願確認其同意參加
該項臨床試驗的過程，須以簽名和注明日期的知情同
意書作為檔證明。
知情同意書（InformedConsentForm），是每位受
試者表示自願參加某一試驗的檔證明。研究者需向受
試者說明試驗性質、試驗目的、可能的受益和風險、
可供選用的其他治療方法以及符合《赫爾辛基宣言》
規定的受試者的權利和義務等，使受試者充分瞭解後
表達其同意。
倫理委員會（EthicsCommittee），由醫學專業人
員、法律專家及非醫務人員組成的獨立組織，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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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本準則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臨床試驗：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
藥理或其他藥學上之作用為目的，而
於人體執行之研究。
二、非臨床試驗：非於人體執行之生物醫
學研究。
三、受試者：參加臨床試驗而接受試驗藥
品或對照藥品之個人。
四、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於受告知並瞭
解將參與之臨床試驗之相關訊息，且
參酌是否參與試驗之所有因素後，自
願簽署願意參加試驗之文件。
五、人體試驗委員會：由具醫學背景之專
業人員與非醫學背景之社會公正人士
所共同組成之委員會，其責任在保護
受試者之權利、安全與福祉。
六、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之醫療機構。
七、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
之負責人。
八、試驗委託者：臨床試驗之發起及管理
者。
九、受託研究機構：和試驗委託者締約以
承擔臨床試驗一部或全部工作之個人
或機構。
十、試驗藥品：臨床試驗中用來試驗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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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查臨床試驗方案及附件是否合乎道德，並為之提
供公眾保證，確保受試者的安全、健康和權益受到保
護。該委員會的組成和一切活動不應受臨床試驗組織
和實施者的干擾或影響。
研究者（Investigator）
，實施臨床試驗並對臨床試
驗的品質及受試者安全和權益的負責者。研究者必須
經過資格審查，具有臨床試驗的專業特長、資格和能
力。
協調研究者（CoordinatingInvestigator）
，在多中心
臨床試驗中負責協調參加各中心研究者工作的一名
研究者。
申辦者（Sponsor），發起一項臨床試驗，並對該
試驗的啟動、管理、財務和監查負責的公司、機構或
組織。
監查員（Monitor），由申辦者任命並對申辦者負
責的具備相關知識的人員，其任務是監查和報告試驗
的進行情況和核實資料。
稽查（Audit）
，指由不直接涉及試驗的人員所進
行的一種系統性檢查，以評價試驗的實施、資料的記
錄和分析是否與試驗方案、標準操作規程以及藥物臨
床試驗相關法規要求相符。
視察（Inspection），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一項臨
床試驗的有關檔、設施、記錄和其他方面進行官方審
閱，視察可以在試驗單位、申辦者所在地或合同研究
組織所在地進行。
病例報告表（CaseReportForm,CRF）
，指按試驗方
案所規定設計的一種檔，用以記錄每一名受試者在試
驗過程中的資料。
試驗用藥品（InvestigationalProduct）
，用於臨床試
驗中的試驗藥物、對照藥品或安慰劑。
不良事件（AdverseEvent）
，病人或臨床試驗受試
者接受一種藥品後出現的不良醫學事件，但並不一定
與治療有因果關係。
嚴重不良事件（SeriousAdverseEvent）
，臨床試驗
過程中發生需住院治療、延長住院時間、傷殘、影響

品，或當做參考之活性成分製劑或安
慰劑。包括已上巿藥品使用於與其核
准內容不同之用途、配方、包裝、適
應症，或用於獲得有關核准用途之進
一步資料。
十一、試驗計畫書：記載臨床試驗之目的、
設計、方法、統計考量與編制等事
項之文件，並得載明試驗之相關背
景及理論。
十二、主持人手冊：有關試驗藥品之臨床
及非臨床數據之編輯物。
十三、藥品不良反應：使用藥品後所發生
之有害且未預期之反應。此項反應
與試驗藥品間，應具有合理之因果
關係。
十四、不良事件：受試者參加試驗後所發
生之任何不良情況。此項不良情況
與試驗藥品間不以具有因果關係為
必要。
十五、盲性：使參與試驗之一方或多方不
知試驗治療分配之方式。單盲係指
受試者不知治療分配之方式，雙盲
是指受試者、試驗主持人、監測者，
及在某些情況下，數據分析者亦不
清楚治療分配之方式。

工作能力、危及生命或死亡、導致先天畸形等事件。
標準操作規程(StandardOperatingProcedure,SOP)，
為有效地實施和完成某一臨床試驗中每項工作所擬
定的標準和詳細的書面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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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盲（Blinding/Masking），臨床試驗中使一方或
多方不知道受試者治療分配的程式。單盲指受試者不
知，雙盲指受試者、研究者、監查員或資料分析者均
不知治療分配。
合 同研 究組 織（Contrac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一種學術性或商業性的科學機構。申辦者可
委託其執行臨床試驗中的某些工作和任務，此種委託
必須作出書面規定。
第六十九條
本規範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解釋。
第七十條
本規範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國家藥品監督
管理局 1999 年 9 月 1 日發佈的《藥品臨床試驗管理
規範》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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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 條
本準則施行前已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進行藥品臨床試驗者，於本準則施行後，
應依本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 123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六、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與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管理規定之比較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管理規定
第一章

總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則

第一條
為規範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的管理，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上市銷售的藥品，其
說明書和標籤應當符合本規定的要求。
第三條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予以核准。
藥品的標籤應當以說明書為依據，其內
容不得超出說明書的範圍，不得印有暗示療
效、誤導使用和不適當宣傳產品的文字和標
識。
第四條
藥品包裝必須按照規定印有或者貼有標籤，
不得夾帶其他任何介紹或者宣傳產品、企業
的文字、音像及其他資料。
藥品生產企業生產供上市銷售的最小包
裝必須附有說明書。

第 48-1 條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製造、輸入藥品，應標示中
文標籤、仿單或包裝，始得買賣、批發、零售。
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有窒礙難行者，不
在此限。

第五條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的文字表述應當科學、規
範、準確。非處方藥說明書還應當使用容易
理解的文字表述，以便患者自行判斷、選擇
和使用。

第 3 條
申請前條各類登記，應繳納費用，並填具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申請書表格式及檢附應
備資料，送交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
前項所稱之申請書表格式，包括藥品查驗登記
申請書、變更登記申請書、許可證有效期間展
延申請書、切結書、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證
照黏貼表及其他與申請程序有關之書表格式。
本準則所稱中文，係指繁體中文。填寫申請書
表或檢附之資料如係中文者，應使用繁體中文
或附繁體中文譯本。
第 20 條
藥品之標籤、仿單、包裝，應符合本法第七十
五條規定，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事項刊
載。其擬製與刊載之方式及內容，應符合下列
規定，且其字體應易於辨識：

第六條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中的文字應當清晰易辨，
標識應當清楚醒目，不得有印字脫落或者粘
貼不牢等現象，不得以粘貼、剪切、塗改等
方式進行修改或者補充。
第七條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應當使用國家語言文字工
作委員會公佈的規範化漢字，增加其他文字
對照的，應當以漢字表述為准。
第八條
出於保護公眾健康和指導正確合理用藥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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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品生產企業可以主動提出在藥品說明 一、仿單應載明使用類別、包裝、儲藏及其他
書或者標籤上加注警示語，國家食品藥品監
依規定應刊載之必要事項。
督管理局也可以要求藥品生產企業在說明書 二、輸入藥品外盒之標示，應符合下列規定：
或者標籤上加注警示語。
（一）應於原廠刊載品名、有效成分及含量、
製造廠或其公司之名稱及地址。但外盒
第二章 藥品說明書
未刊載製造廠名及廠址者，應另以小籤
第九條
條標示之。
藥品說明書應當包含藥品安全性、有效性的
重要科學資料、結論和資訊，用以指導安全、 （二）藥商名稱及地址、許可證字號、中文品
名、類別，得以小籤條標示。
合理使用藥品。藥品說明書的具體格式、內
容和書寫要求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制 （三）如係委託製造，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者，其外盒之受託廠名稱、地址，得
定並發佈。
以刊載其所在國別替代之。
第十條
藥品說明書對疾病名稱、藥學專業名詞、藥 三、監視藥品之學名藥仿單，應依已核准之首
家仿單核定方式記載；非監視藥品應依原
品名稱、臨床檢驗名稱和結果的表述，應當
廠仿單據實翻譯。
採用國家統一頒佈或規範的專用辭彙，度量
四、貼標籤（籤條）作業，視同製程之一部分，
衡單位應當符合國家標準的規定。
應依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作業程序執
第十一條
行；輸入藥品應於原廠貼妥，或依藥物委
藥品說明書應當列出全部活性成份或者組方
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之規定，於輸入國
中的全部中藥藥味。注射劑和非處方藥還應
內後委託國內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
當列出所用的全部輔料名稱。
藥廠（以下簡稱 GMP 藥廠）或符合藥
藥品處方中含有可能引起嚴重不良反應的成
品優良製造規範之醫藥物流中心執行藥
份或者輔料的，應當予以說明。
品包裝及貼籤條作業。但製造廠名及廠址
之籤條，仍應於原廠貼妥，不得於國內委
第十二條
託執行。
藥品生產企業應當主動跟蹤藥品上市後的安
全性、有效性情況，需要對藥品說明書進行 五、藥品外包裝及最小單位包裝（直接包材之
包裝），應依本條規定，以中文及英文標
修改的，應當及時提出申請。
示。但如受限於最小包裝之面積者，至少
根據藥品不良反應監測、藥品再評價結果等
應標示中文品名及含量。下列品項之標
資訊，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可以要求
示，得視為符合本款規定：
藥品生產企業修改藥品說明書。
（一）單次使用之單支單盒包裝之注射劑，其
第十三條
外盒已載明中文者。
藥品說明書獲准修改後，藥品生產企業應當
將修改的內容立即通知相關藥品經營企業、 （二）以原包裝給藥或販售之藥品，於給藥或
販售時不單獨將外盒拆開，其外盒已載
使用單位及其他部門，並按要求及時使用修
明中文者。
改後的說明書和標籤。
（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之藥品類別列
屬「限由醫師使用」之製劑，其外盒已
載明中文者。
六、下列品項，其外盒已載明中文者，最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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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包裝（直接包材之包裝）得僅標示中文
品名或英文品名及含量，並視為符合前款
規定：
（一）罕見疾病用藥。
（二）架儲條件特殊，須冷藏冷凍儲存之藥
品。
（三）其他特殊狀況，須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認定之藥品。
七、仿單記載事項以不超出主治效能及主要成
分之藥理範圍為原則，複方製劑以各有效
成分混合使用之主要藥理作用為範圍，不
得有誇大字樣。
八、仿單應詳實刊載禁忌、警語、副作用及注
意事項，並應使用紅字或加印紅框或使用
粗黑異體字，以引起使用者特別注意。
九、中文仿單之字體大小規格不得小於電腦字
體七號字。
十、市售藥品得僅放置經審查核定之中文仿
單。但如市售藥品同時放置中、外文仿單
者，外文仿單內容須與核定本之中文仿單
內容相符，廠商得依核定之中文仿單自行
修正其外文仿單內容。
十一、仿單、標籤、包裝不得刊印涉及猥褻、
有傷風化或誇大效能之圖案或文字。
十二、如於仿單、標籤或包裝上刊載經銷商名
稱時，其上刊載經銷商名稱之字體不得
大於藥商（許可證持有者）名稱之字
體，並應檢附經銷商之藥商許可執照影
本供參。
十三、中文品名之字體不得小於外文字體，並
應清晰可辨，且得以單一中文品名字體
高度不小於單一外文字母之高度為比
對標準。
十四、成藥之標籤及包裝上，應依其類別，加
印明顯大號「成藥」或「乙類成藥」，
其字體並以正楷為原則。
十五、如同一張許可證藥品之有效成分、劑
型、劑量及用途均相同，其不具任何藥
理作用香料、色素、矯味劑之外觀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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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變更，不影響藥品品質及民眾用藥安
全者，得以賦形劑變更方式增加組成。
但其藥品標籤、仿單及外盒包裝應有適
當文字敘述，以明顯區別，至其圖案、
顏色得配合文字敘述有不同組成。
十六、鋁箔盒裝之每一片鋁箔紙上，均應刊印
藥品名稱且應以中文為主；並得刊印其
廠名及許可證字號。下列品項得視為符
合本款規定：
（一）鋁箔塑膠片之最小包裝，其每片鋁箔紙
上均已刊印（含印妥或加貼）中文藥品
名稱者。
（二）以原包裝給藥或販售之藥品，於給藥或
販售時不單獨將外盒拆開，其外盒已載
明中文者。
十七、藥品之標籤或包裝，應依下列方式之
一，刊載批號、製造日期、有效期間、
保存期限：
（一）批號與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
（二）批號與保存期限。
（三）批號與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
十八、依前款規定刊載製造日期、保存期限
時，應以年、月、日標明，且製造日期、
有效期間、保存期限，並應以消費者易
於辨識或判斷之方式刊載。但有效期間
在二年以上者，其保存期限得僅標示
年、月，並推定為當月之月底。
十九、以塑膠為包裝容器之大型輸注液，應於
容器上標示其與藥品接觸之材質名稱。
擬製藥品仿單、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各種
標示材料圖樣，應另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
告之須加刊注意事項品目、藥品再評估結果、
指示藥品審查基準、藥品再分類品項、醫療藥
品仿單刊載事項標準化之規定。
管制藥品之標籤及包裝應加刊事項，除準用前
二項之規定外，應另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及其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應黏貼或附仿單、
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標示材料之已印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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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擬稿。須檢送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之
變更及查驗登記案，於申請時，得檢送包材之
印刷實體或擬稿；鋁箔實體得以彩色照片替代
之。
查驗登記申請案於領證時，應檢附藥品外觀及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核定之標籤、仿單、包
裝之電子檔。變更登記申請案如涉及藥品外
觀、標籤、仿單或包裝之變更者，應依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所核定之事項，檢附變更後之藥品
外觀、標籤、仿單、包裝及相關電子檔。
第 81 條
中藥之標籤、仿單、包裝，應符合本法第七十
五條規定，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事項刊
載。其擬製與刊載之方式及內容，應符合下列
規定，且其字體應易於辨識：
一、仿單應載明儲藏及其他依規定應刊載之必
要事項。
二、仿單記載事項以不超出效能及適應症為原
則，複方製劑以各有效成分混合使用之主
要藥理作用為範圍，不得有誇大字樣。
三、仿單應詳實刊載禁忌、警語、副作用及注
意事項，並應使用紅字或加印紅框或使用
粗黑異體字，以引起使用者特別注意。
四、以商品名加冠廠名、品牌或註冊商標、與
劑型名稱為品名之單方製劑，與以商品名
加冠廠名、品牌或註冊商標、與劑型名稱
為品名之複方製劑，應於仿單之品名後加
註原典成方名稱。如無仿單者，應標示於
標籤或外盒。
五、中文仿單之字體大小規格，除另有規定
外，不得小於電腦字體七號字。
六、仿單、標籤、包裝不得刊印涉及猥褻、有
傷風化或誇大效能、適應症之圖案或文
字。
七、如於仿單、標籤、包裝上刊載經銷商名稱
時，其上刊載經銷商名稱之字體不得大於
藥商 (許可證持有者) 名稱之字體，並應
檢附經銷商之藥商許可執照影本供參。
八、中文品名之字體不得小於外文字體，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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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可辨，且得以單一中文品名字體高度
不小於單一外文字母之高度為比對標準。
九、藥品名稱字體大小，每個字不得小於另一
個字一倍以上。但廠名 (品牌、註冊商
標) 、劑型名及商品名 (藥品品名除廠名
及劑型名之部分) 間不列入比對。
十、成藥之標籤及包裝上，應依其類別，加印
明顯大號「成藥」或「乙類成藥」，其字
體並以正楷為原則。
十一、外用製劑之標籤及包裝上，應加印「外
用」，並使用紅字或加印紅框。
十二、鋁箔盒裝之每一片鋁箔紙上，均應刊印
藥品品名、廠名及許可證字號。
十三、藥品之標籤或包裝，應依下列方式之
一，刊載批號、製造日期、有效期間、
保存期限：
（一）批號與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
（二）批號與保存期限。
（三）批號與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
十四、依前款規定刊載製造日期、保存期限
時，應以年、月、日標明，且製造日期、
有效期間、保存期限，並應以消費者易
於辨識或判斷之方式刊載。
十五、輸入藥品之藥商名稱及地址、許可證字
號、中文品名、類別，得以小籤條標示。
十六、貼標籤 (籤條) 作業，視同製程之一部
分，應依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作業程序
執行；輸入藥品應於原廠貼妥，或依藥
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之規定，於
輸入國內後委託國內 GMP 藥廠或符合
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醫藥物流中心執
行藥品包裝及貼籤條作業。但製造廠名
及廠址之籤條，仍應於原廠貼妥，不得
於國內委託執行。
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應黏貼或附仿單、
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標
示材料之已印妥實體或擬稿。

第十四條
藥品說明書應當充分包含藥品不良反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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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詳細注明藥品不良反應。藥品生產企業
未根據藥品上市後的安全性、有效性情況及
時修改說明書或者未將藥品不良反應在說明
書中充分說明的，由此引起的不良後果由該
生產企業承擔。
第十五條
藥品說明書核准日期和修改日期應當在說明
書中醒目標示。
第三章

藥品的標籤

第十六條
藥品的標籤是指藥品包裝上印有或者貼有的
內容，分為內標籤和外標籤。藥品內標籤指
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的標籤，外標籤指內標
籤以外的其他包裝的標籤。

藥事法第 25 條
本法所稱標籤，係指藥品或醫療器材之容器上
或包裝上，用以記載文字、圖畫或記號之標示
物。

第十七條
藥品的內標籤應當包含藥品通用名稱、適應
症或者功能主治、規格、用法用量、生產日
期、產品批號、有效期、生產企業等內容。
包裝尺寸過小無法全部標明上述內容的，至
少應當標注藥品通用名稱、規格、產品批號、
有效期等內容。

第 20 條
藥品之標籤、仿單、包裝，應符合本法第七十
五條規定，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事項刊
載。其擬製與刊載之方式及內容，應符合下列
規定，且其字體應易於辨識：
一、仿單應載明使用類別、包裝、儲藏及其他
依規定應刊載之必要事項。
二、輸入藥品外盒之標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於原廠刊載品名、有效成分及含量、
製造廠或其公司之名稱及地址。但外盒
未刊載製造廠名及廠址者，應另以小籤
條標示之。
（二）藥商名稱及地址、許可證字號、中文品
名、類別，得以小籤條標示。
（三）如係委託製造，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者，其外盒之受託廠名稱、地址，得
以刊載其所在國別替代之。
三、監視藥品之學名藥仿單，應依已核准之首
家仿單核定方式記載；非監視藥品應依原
廠仿單據實翻譯。
四、貼標籤（籤條）作業，視同製程之一部分，
應依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作業程序執
行；輸入藥品應於原廠貼妥，或依藥物委
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之規定，於輸入國
內後委託國內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

第十八條
藥品外標籤應當注明藥品通用名稱、成份、
性狀、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規格、用法用
量、不良反應、禁忌、注意事項、貯藏、生
產日期、產品批號、有效期、批准文號、生
產企業等內容。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
用量、不良反應、禁忌、注意事項不能全部
注明的，應當標出主要內容並注明“詳見說
明書”字樣。
第十九條
用於運輸、儲藏的包裝的標籤，至少應當注
明藥品通用名稱、規格、貯藏、生產日期、
產品批號、有效期、批准文號、生產企業，
也可以根據需要注明包裝數量、運輸注意事
項或者其他標記等必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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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以下簡稱 GMP 藥廠）或符合藥
品優良製造規範之醫藥物流中心執行藥
品包裝及貼籤條作業。但製造廠名及廠址
之籤條，仍應於原廠貼妥，不得於國內委
託執行。
五、藥品外包裝及最小單位包裝（直接包材之
包裝），應依本條規定，以中文及英文標
示。但如受限於最小包裝之面積者，至少
應標示中文品名及含量。下列品項之標
示，得視為符合本款規定：
（一）單次使用之單支單盒包裝之注射劑，其
外盒已載明中文者。
（二）以原包裝給藥或販售之藥品，於給藥或
販售時不單獨將外盒拆開，其外盒已載
明中文者。
（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之藥品類別列
屬「限由醫師使用」之製劑，其外盒已
載明中文者。
六、下列品項，其外盒已載明中文者，最小單
位包裝（直接包材之包裝）得僅標示中文
品名或英文品名及含量，並視為符合前款
規定：
（一）罕見疾病用藥。
（二）架儲條件特殊，須冷藏冷凍儲存之藥
品。
（三）其他特殊狀況，須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認定之藥品。
七、仿單記載事項以不超出主治效能及主要成
分之藥理範圍為原則，複方製劑以各有效
成分混合使用之主要藥理作用為範圍，不
得有誇大字樣。
八、仿單應詳實刊載禁忌、警語、副作用及注
意事項，並應使用紅字或加印紅框或使用
粗黑異體字，以引起使用者特別注意。
九、中文仿單之字體大小規格不得小於電腦字
體七號字。
十、市售藥品得僅放置經審查核定之中文仿
單。但如市售藥品同時放置中、外文仿單
者，外文仿單內容須與核定本之中文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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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相符，廠商得依核定之中文仿單自行
修正其外文仿單內容。
十一、仿單、標籤、包裝不得刊印涉及猥褻、
有傷風化或誇大效能之圖案或文字。
十二、如於仿單、標籤或包裝上刊載經銷商名
稱時，其上刊載經銷商名稱之字體不得
大於藥商（許可證持有者）名稱之字
體，並應檢附經銷商之藥商許可執照影
本供參。
十三、中文品名之字體不得小於外文字體，並
應清晰可辨，且得以單一中文品名字體
高度不小於單一外文字母之高度為比
對標準。
十四、成藥之標籤及包裝上，應依其類別，加
印明顯大號「成藥」或「乙類成藥」，
其字體並以正楷為原則。
十五、如同一張許可證藥品之有效成分、劑
型、劑量及用途均相同，其不具任何藥
理作用香料、色素、矯味劑之外觀或形
狀變更，不影響藥品品質及民眾用藥安
全者，得以賦形劑變更方式增加組成。
但其藥品標籤、仿單及外盒包裝應有適
當文字敘述，以明顯區別，至其圖案、
顏色得配合文字敘述有不同組成。
十六、鋁箔盒裝之每一片鋁箔紙上，均應刊印
藥品名稱且應以中文為主；並得刊印其
廠名及許可證字號。下列品項得視為符
合本款規定：
（一）鋁箔塑膠片之最小包裝，其每片鋁箔紙
上均已刊印（含印妥或加貼）中文藥品
名稱者。
（二）以原包裝給藥或販售之藥品，於給藥或
販售時不單獨將外盒拆開，其外盒已載
明中文者。
十七、藥品之標籤或包裝，應依下列方式之
一，刊載批號、製造日期、有效期間、
保存期限：
（一）批號與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
（二）批號與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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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號與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
十八、依前款規定刊載製造日期、保存期限
時，應以年、月、日標明，且製造日期、
有效期間、保存期限，並應以消費者易
於辨識或判斷之方式刊載。但有效期間
在二年以上者，其保存期限得僅標示
年、月，並推定為當月之月底。
十九、以塑膠為包裝容器之大型輸注液，應於
容器上標示其與藥品接觸之材質名稱。
擬製藥品仿單、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各種
標示材料圖樣，應另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
告之須加刊注意事項品目、藥品再評估結果、
指示藥品審查基準、藥品再分類品項、醫療藥
品仿單刊載事項標準化之規定。
管制藥品之標籤及包裝應加刊事項，除準用前
二項之規定外，應另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及其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應黏貼或附仿單、
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標示材料之已印妥實
體或擬稿。須檢送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之
變更及查驗登記案，於申請時，得檢送包材之
印刷實體或擬稿；鋁箔實體得以彩色照片替代
之。
查驗登記申請案於領證時，應檢附藥品外觀及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核定之標籤、仿單、包
裝之電子檔。變更登記申請案如涉及藥品外
觀、標籤、仿單或包裝之變更者，應依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所核定之事項，檢附變更後之藥品
外觀、標籤、仿單、包裝及相關電子檔。
第 81 條
中藥之標籤、仿單、包裝，應符合本法第七十
五條規定，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事項刊
載。其擬製與刊載之方式及內容，應符合下列
規定，且其字體應易於辨識：
一、仿單應載明儲藏及其他依規定應刊載之必
要事項。
二、仿單記載事項以不超出效能及適應症為原
則，複方製劑以各有效成分混合使用之主
要藥理作用為範圍，不得有誇大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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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仿單應詳實刊載禁忌、警語、副作用及注
意事項，並應使用紅字或加印紅框或使用
粗黑異體字，以引起使用者特別注意。
四、以商品名加冠廠名、品牌或註冊商標、與
劑型名稱為品名之單方製劑，與以商品名
加冠廠名、品牌或註冊商標、與劑型名稱
為品名之複方製劑，應於仿單之品名後加
註原典成方名稱。如無仿單者，應標示於
標籤或外盒。
五、中文仿單之字體大小規格，除另有規定
外，不得小於電腦字體七號字。
六、仿單、標籤、包裝不得刊印涉及猥褻、有
傷風化或誇大效能、適應症之圖案或文
字。
七、如於仿單、標籤、包裝上刊載經銷商名稱
時，其上刊載經銷商名稱之字體不得大於
藥商 (許可證持有者) 名稱之字體，並應
檢附經銷商之藥商許可執照影本供參。
八、中文品名之字體不得小於外文字體，並應
清晰可辨，且得以單一中文品名字體高度
不小於單一外文字母之高度為比對標準。
九、藥品名稱字體大小，每個字不得小於另一
個字一倍以上。但廠名 (品牌、註冊商
標) 、劑型名及商品名 (藥品品名除廠名
及劑型名之部分) 間不列入比對。
十、成藥之標籤及包裝上，應依其類別，加印
明顯大號「成藥」或「乙類成藥」，其字
體並以正楷為原則。
十一、外用製劑之標籤及包裝上，應加印「外
用」，並使用紅字或加印紅框。
十二、鋁箔盒裝之每一片鋁箔紙上，均應刊印
藥品品名、廠名及許可證字號。
十三、藥品之標籤或包裝，應依下列方式之
一，刊載批號、製造日期、有效期間、
保存期限：
（一）批號與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
（二）批號與保存期限。
（三）批號與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
十四、依前款規定刊載製造日期、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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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以年、月、日標明，且製造日期、
有效期間、保存期限，並應以消費者易
於辨識或判斷之方式刊載。
十五、輸入藥品之藥商名稱及地址、許可證字
號、中文品名、類別，得以小籤條標示。
十六、貼標籤 (籤條) 作業，視同製程之一部
分，應依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作業程序
執行；輸入藥品應於原廠貼妥，或依藥
物委託製造及檢驗作業準則之規定，於
輸入國內後委託國內 GMP 藥廠或符合
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醫藥物流中心執
行藥品包裝及貼籤條作業。但製造廠名
及廠址之籤條，仍應於原廠貼妥，不得
於國內委託執行。
外盒、仿單、標籤黏貼表，應黏貼或附仿單、
標籤、外盒、鋁箔及其他標示材料之已印妥實
體或擬稿。

第二十條
原料藥的標籤應當注明藥品名稱、貯藏、生
產日期、產品批號、有效期、執行標準、批
准文號、生產企業，同時還需注明包裝數量
以及運輸注意事項等必要內容。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
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為輸入原料藥之分
裝，應由輸入之藥商於符合優良藥品製造規範
之藥廠分裝後，填具申請書，連同藥品許可證
影本、海關核發之進口報單副本、原廠檢驗成
績書、檢驗方法及其他指定文件，申請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備查。
經分裝之原料藥，以銷售藥品製造業者為限；
所使用之標籤應分別刊載左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及地址。
二、品名及許可證字號。
三、效能或適應症。
四、批號。
五、分裝藥商名稱及地址。
六、分裝日期。
七、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
八、其他依規定應刊載事項。
前項第七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免
刊載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同一藥品生產企業生產的同一藥品，藥品規
格和包裝規格均相同的，其標籤的內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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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顏色必須一致；藥品規格或者包裝規格
不同的，其標籤應當明顯區別或者規格項明
顯標注。
同一藥品生產企業生產的同一藥品，分
別按處方藥與非處方藥管理的，兩者的包裝
顏色應當明顯區別。
第二十二條
對貯藏有特殊要求的藥品，應當在標籤的醒
目位置注明。
第二十三條
藥品標籤中的有效期應當按照年、月、日的
順序標注，年份用四位元數字表示，月、日
用兩位數表示。其具體標注格式為“有效期
至 XXXX 年 XX 月”或者“有效期至 XXXX
年 XX 月 XX 日”；也可以用數位和其他符號
表示為“有效期至 XXXX.XX.”或者“有效
期至 XXXX/XX/XX”等。
預防用生物製品有效期的標注按照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註冊標準執行，
治療用生物製品有效期的標注自分裝日期計
算，其他藥品有效期的標注自生產日期計算。
有效期若標注到日，應當為起算日期對
應年月日的前一天，若標注到月，應當為起
算月份對應年月的前一月。
第四章

藥品名稱和注冊商標的使用

第二十四條
第 14 條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中標注的藥品名稱必須符 藥品品名，應符合下列規定：
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佈的藥品通用 一、品名不得使用他人藥物商標或廠商名稱。
名稱和商品名稱的命名原則，並與藥品批准
但取得所用廠商名稱之商標權者，不在
證明檔的相應內容一致。
此限。
二、以藥典記載之名稱、學名、通俗名稱或固
第二十五條
有成方名稱為品名者，應加冠商標、廠
藥品通用名稱應當顯著、突出，其字體、字
商名稱或其他可資辨別之名稱。但外銷
型大小和顏色必須一致，並符合以下要求：
專用品名，不在此限。
（一）對於橫版標籤，必須在上三分之一範
圍內顯著位置標出；對於豎版標籤， 三、品名不得與其他廠商藥品品名相同，或涉
及仿冒或影射情事。
必須在右三分之一範圍內顯著位置標
四、品名不得涉有虛偽或誇大，或使人對品名
出；
與效能產生不當聯想或混淆。
（二）不得選用草書、篆書等不易識別的字
體，不得使用斜體、中空、陰影等形 五、中文品名不得夾雜外文或數字。但具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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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字體進行修飾；
意義者，不在此限。
（三）字體顏色應當使用黑色或者白色，與 六、依本法撤銷許可證之藥品，其品名不得再
相應的淺色或者深色背景形成強烈反
使用；依本法註銷或廢止許可證之藥
差；
品，二年內其品名不得再使用。但依第
（四）除因包裝尺寸的限制而無法同行書寫
七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重新申請查驗
的，不得分行書寫。
登記、原有許可證變更為外銷專用許可
證或外銷專用許可證之註銷或廢止原因
第二十六條
與藥品之安全或療效無關者，經中央衛
藥品商品名稱不得與通用名稱同行書寫，其
生主管機關核准後，同一廠商得將原品
字體和顏色不得比通用名稱更突出和顯著，
名使用於同成分、同劑型、同劑量且同
其字體以單字面積計不得大於通用名稱所用
療效之藥品，不受二年內不得再使用之
字體的二分之一。
限制。
第二十七條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中禁止使用未經註冊的商 七、同一廠商對於不同處方之複方製劑而使用
相同品名者，應於中文品名中，以適當
標以及其他未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
字詞明顯區分其藥品之不同效能。
准的藥品名稱。
藥品標籤使用注冊商標的，應當印刷在 八、不得有其他不適合為藥品名稱之情形。
藥品標籤的邊角，含文字的，其字體以單字 認定藥品品名是否相同或近似之標準，依商
面積計不得大於通用名稱所用字體的四分之 標、廠商名稱或其他可資辨別名稱之順位認定
之。但前項第三款之認定，廠商名稱及劑型不
一。
列入比對。
第五章 其他規定
已核准上市之藥品許可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第二十八條
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放 得依前二項規定，重新審查核定其藥品品名。
射性藥品、外用藥品和非處方藥品等國家規 第 76 條
定有專用標識的，其說明書和標籤必須印有 中藥品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單方製劑，以中藥材名加冠廠名、品牌或
規定的標識。
註冊商標、與劑型名稱為原則。但如需以
國家對藥品說明書和標籤有特殊規定
商品名加冠廠名、品牌或註冊商標、與劑
的，從其規定。
型名稱者，應於品名末處以括號加註中藥
材名稱。
二、複方製劑，以使用原典成方名稱加冠廠
名、品牌或註冊商標、與劑型名稱為原
則。如需以商品名加冠廠名、品牌或註冊
商標、與劑型名稱者，應於品名末處以括
號加註原典成方名稱。
三、藥品品名應含廠名。但如已取得商標註冊
證，於申請查驗登記時，檢附商標註冊證
影本者，得免含廠名；如係商標授權使用
者，並應檢附商標使用授權書。
四、品名不得使用他人藥物商標或廠名。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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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製造，其品名加冠廠名者，應檢附受
託廠出具之廠名同意使用書。
五、商品名 (藥品品名除廠名及劑型名稱之部
分) 不得與其他藥商藥品之商品名相同或
近似，且不得涉及仿冒或影射情事。
六、品名分中文、外文二項，每項應擬定一至
三種，供審核取捨。外文品名，以中文音
譯為原則。
七、品名不得涉有虛偽或誇大藥品效能及安
全，或使人對品名與效能產生不當聯想、
混淆或助長藥物濫用之虞。
八、品名如涉及療效者，應與效能及適應症配
合，必要時，並應提供臨床療效評估結果
佐證之。
九、中文品名不得夾雜外文、數字。但具直接
意義者，不在此限。
十、如新申請案擬使用申請人原有藥品許可證
之品名加註其他字樣者，所加註之字樣，
不得使人對原品名與加註字樣之品名有
不當聯想或混淆。
十一、同一處方依據作成大小丸、大小錠或大
小膠囊者，其所用品名應相同，惟應於
品名末處以括號加註可資辨別之名
稱；含相同處方成分之不同劑型藥品許
可證，其品名得不相同。
十二、同藥商之不同處方不得使用相同商品
名。
十三、不得有其他不適合為藥品品名之情形。
申請許可證移轉登記或品名變更者，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得依前項規定，重新審查核定其藥品
品名。

第二十九條
中藥材、中藥飲片的標籤管理規定由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另行制定。
第三十條
藥品說明書和標籤不符合本規定的，按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的相關規定進行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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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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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第三十一條
本規定自 200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國家藥品
監督管理局於 2000 年 10 月 15 日發佈的《藥
品包裝、標籤和說明書管理規定（暫行）》同
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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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藥事法相關條文與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之比較
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

藥事法相關條文

則

第一條
為加強藥品監督管理，規範藥品流通秩序，保證
藥品品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
（以下簡稱《藥品管理法》）
、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
品管理法實施條例》
（以下簡稱《藥品管理法實施
條例》）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藥品購銷及監督管理
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遵守本辦法。
第三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醫療機構應當對其生產、
經營、使用的藥品品質負責。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在確保藥品品質安全的前提
下，應當適應現代藥品流通發展方向，進行改革
和創新。
第四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鼓勵個人和組織對藥品流通實
施社會監督。對違反本辦法的行為，任何個人和
組織都有權向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舉報和控告。
第二章
理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購銷藥品的監督管

第五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對其藥品購銷行為負責，對
其銷售人員或設立的辦事機構以本企業名義從事
的藥品購銷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第六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應當對其購銷人員進行藥品
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專業知識培訓，建立培訓檔
案，培訓檔案中應當記錄培訓時間、地點、內容
及接受培訓的人員。
第七條
第 33 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應當加強對藥品銷售人員的 藥商僱用之推銷員，應由該業者向當地之
管理，並對其銷售行為作出具體規定。
直轄市、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登記後，
方准執行推銷工作。
前項推銷員，以向藥局、藥商、衛生醫療
機構、醫學研究機構及經衛生主管機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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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登記為兼售藥物者推銷其受僱藥商所製
售或經銷之藥物為限，並不得有沿途推
銷、設攤出售或擅將藥物拆封、改裝或非
法廣告之行為。

第八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不得在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核准的位址以外的場所儲存或者現貨銷售藥品。
第九條
第 16 條
藥品生產企業只能銷售本企業生產的藥品，不得 本法所稱藥品製造業者，係指經營藥品之
銷售本企業受委託生產的或者他人生產的藥品。 製造、加工與其產品批發、輸出及自用原
料輸入之業者。
前項藥品製造業者輸入自用原料，應於每
次進口前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後，始得進口；已進口之自用原料，非經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轉售或轉讓。
藥品製造業者，得兼營自製產品之零售業
務。
第十條
藥品生產企業、藥品批發企業銷售藥品時，應當
提供下列資料：
（一）加蓋本企業原印章的《藥品生產許可證》
或《藥品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的影本；
（二）加蓋本企業原印章的所銷售藥品的批准證
明檔影本；
（三）銷售進口藥品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供
相關證明文件。
藥品生產企業、藥品批發企業派出銷售人員
銷售藥品的，除本條前款規定的資料外，還應當
提供加蓋本企業原印章的授權書影本。授權書原
件應當載明授權銷售的品種、地域、期限，注明
銷售人員的身份證號碼，並加蓋本企業原印章和
企業法定代表人印章（或者簽名）
。銷售人員應當
出示授權書原件及本人身份證原件，供藥品採購
方核實。
第十一條
藥品生產企業、藥品批發企業銷售藥品時，應當
開具標明供貨單位名稱、藥品名稱、生產廠商、
批號、數量、價格等內容的銷售憑證。
藥品零售企業銷售藥品時，應當開具標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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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稱、生產廠商、數量、價格、批號等內容的
銷售憑證。
第十二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採購藥品時，應按本辦法第
十條規定索取、查驗、留存供貨企業有關證件、
資料，按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索取、留存銷售憑
證。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按照本條前款規定留存
的資料和銷售憑證，應當保存至超過藥品有效期
1 年，但不得少於 3 年。
第十三條
第 49 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從事 藥商不得買賣來源不明或無藥商許可執照
無證生產、經營藥品行為的，不得為其提供藥品。 者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第十四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不得為他人以本企業的名義
經營藥品提供場所，或者資質證明檔，或者票據
等便利條件。
第十五條
第 68 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不得以展示會、博覽會、交 藥物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
易會、訂貨會、產品宣傳會等方式現貨銷售藥品。 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者。
二、利用書刊資料保證其效能或性能。
三、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四、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第十六條
藥品經營企業不得購進和銷售醫療機構配製的製
劑。
第十七條
未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審核同意，藥品經營企業
不得改變經營方式。
藥品經營企業應當按照《藥品經營許可證》許可
的經營範圍經營藥品。
第十八條
藥品零售企業應當按照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藥品分類管理規定的要求，憑處方銷售處方藥。
經營處方藥和甲類非處方藥的藥品零售企
業，執業藥師或者其他依法經資格認定的藥學技
術人員不在崗時，應當掛牌告知，並停止銷售處
方藥和甲類非處方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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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醫師處方之藥品，非經醫師處方，不
得調劑供應。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
一、同業藥商之批發、販賣。
二、醫院、診所及機關、團體、學校之醫
療機構或檢驗及學術研究機構之購
買。
三、依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處方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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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
前項須經醫師處方之藥品，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就中、西藥品分別定之。

第十九條
藥品說明書要求低溫、冷藏儲存的藥品，藥品生
產、經營企業應當按照有關規定，使用低溫、冷
藏設施設備運輸和儲存。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發現藥品生產、經營企業
違反本條前款規定的，應當立即查封、扣押所涉
藥品，並依法進行處理。
第二十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不得以搭售、買藥品贈藥品、
買商品贈藥品等方式向公眾贈送處方藥或者甲類
非處方藥。

第 50 條
須由醫師處方之藥品，非經醫師處方，不
得調劑供應。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
一、同業藥商之批發、販賣。
二、醫院、診所及機關、團體、學校之醫
第二十一條
療機構或檢驗及學術研究機構之購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不得採用郵售、互聯網交易
買。
等方式直接向公眾銷售處方藥。
三、依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處方之調
劑。
前項須經醫師處方之藥品，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就中、西藥品分別定之。
第 67 條
須由醫師處方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
指定之藥物，其廣告以登載於學術性醫療
刊物為限。
第 68 條
藥物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
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者。
二、利用書刊資料保證其效能或性能。
三、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四、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第二十二條
禁止非法收購藥品。
第三章

第 49 條
藥商不得買賣來源不明或無藥商許可執照
者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醫療機構購進、儲存藥品的監督管理

第二十三條
醫療機構設置的藥房，應當具有與所使用藥品相
適應的場所、設備、倉儲設施和衛生環境，配備
相應的藥學技術人員，並設立藥品品質管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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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作業準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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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配備品質管制人員，建立藥品保管制度。

前項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不含麻醉藥品
者，得由藥劑生為之。
醫院中之藥品之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
本法八十二年二月五日修正施行前已在醫
院中服務之藥劑生，適用前項規定，並得
繼續或轉院任職。
中藥之調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由中
醫師監督為之。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購進藥品時，應當按照本辦法第十二條
規定，索取、查驗、保存供貨企業有關證件、資
料、票據。
第二十五條
醫療機構購進藥品，必須建立並執行進貨檢查驗
收制度，並建有真實完整的藥品購進記錄。藥品
購進記錄必須注明藥品的通用名稱、生產廠商（中
藥材標明產地）
、劑型、規格、批號、生產日期、
有效期、批准文號、供貨單位、數量、價格、購
進日期。
藥品購進記錄必須保存至超過藥品有效期 1 年，
但不得少於 3 年。
第二十六條
醫療機構儲存藥品，應當制訂和執行有關藥品保
管、養護的制度，並採取必要的冷藏、防凍、防
潮、避光、通風、防火、防蟲、防鼠等措施，保
證藥品品質。
醫療機構應當將藥品與非藥品分開存放；中藥
材、中藥飲片、化學藥品、中成藥應分別儲存、
分類存放。

第二十七條
醫療機構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機構不得未經診療
直接向患者提供藥品。
第二十八條
醫療機構不得採用郵售、互聯網交易等方式直接
向公眾銷售處方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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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藥品之調劑，非依一定作業程序，不得為
之；其作業準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前項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不含麻醉藥品
者，得由藥劑生為之。
醫院中之藥品之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
本法八十二年二月五日修正施行前已在醫
院中服務之藥劑生，適用前項規定，並得
繼續或轉院任職。
中藥之調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由中
醫師監督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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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醫療機構以集中招標方式採購藥品的，應當遵守
《藥品管理法》、《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及本辦
法的有關規定。
第四章

法律責任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責令限期改正，給予警告；
逾期不改正的，處以五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的罰
款：
（一）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六條規
定的；
（二）藥品生產、批發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
第一款規定的；
（三）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二條，
未按照規定留存有關資料、銷售憑證的。
第三十一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七條規定的，
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藥品管理法》第七十
三條規定，沒收違法銷售的藥品和違法所得，並
處違法銷售的藥品貨值金額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罰款：
（一）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八條規
定，在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核准的地址以
外的場所現貨銷售藥品的；
（二）藥品生產企業違反本辦法第九條規定的；
（三）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五條
規定的；
（四）藥品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的。
第三十三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八條規定，在
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核准的位址以外的場所儲存
藥品的，按照《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七十四
條的規定予以處罰。
第三十四條
藥品零售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
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處以
五百元以下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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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違反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藥品生產、經營企業
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從事無證生產、經營藥品
行為而為其提供藥品的，給予警告，責令改正，
並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一萬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三十六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的，按照《藥品管理法》第八十二條的規定予以
處罰。
第三十七條
違反本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藥品經營企業購進或
者銷售醫療機構配製的製劑的，按照《藥品管理
法》第八十條規定予以處罰。
第三十八條
藥品零售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
的，責令限期改正，給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
情節嚴重的，處以一千元以下的罰款。
違反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藥品零售企業
在執業藥師或者其他依法經過資格認定的藥學技
術人員不在崗時銷售處方藥或者甲類非處方藥
的，責令限期改正，給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
處以一千元以下的罰款。
第三十九條
藥品生產、批發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
未在藥品說明書規定的低溫、冷藏條件下運輸藥
品的，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處以五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關藥品經
依法確認屬於假劣藥品的，按照《藥品管理法》
有關規定予以處罰。
藥品生產、批發企業違反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
未在藥品說明書規定的低溫、冷藏條件下儲存藥
品的，按照《藥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條的規定予
以處罰；有關藥品經依法確認屬於假劣藥品的，
按照《藥品管理法》有關規定予以處罰。
第四十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二十條規定
的，限期改正，給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情節
嚴重的，處以贈送藥品貨值金額二倍以下的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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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但是最高不超過三萬元。
第四十一條
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的，責令限
期改正，情節嚴重的，給予通報。
第四十二條
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一條、醫
療機構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以郵售、互
聯網交易等方式直接向公眾銷售處方藥的，責令
改正，給予警告，並處銷售藥品貨值金額二倍以
下的罰款，但是最高不超過三萬元。
第四十三條
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非法收購藥品的，按
照《藥品管理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予以處罰。
第四十四條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怠忽職守，對應
當予以制止和處罰的違法行為不予制止、處罰
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
責任人員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
第五章

附

則

第四十五條
本辦法所稱藥品現貨銷售，是指藥品生產、經營
企業或其委派的銷售人員，在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核准的地址以外的其他場所，攜帶藥品現貨向不
特定物件現場銷售藥品的行為。
第四十六條
實行特殊管理的藥品、疫苗、軍隊用藥品的流通
監督管理，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另有規定的，
從其規定。
第四十七條
本辦法自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自本辦法施行
之日起，1999 年 8 月 1 日實施的國家藥品監督管
理局《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暫行）》（國家藥
品監督管理局第 7 號令）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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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第一條
為加強藥品經營許可工作的監督管理，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
理法實施條例》
（以下簡稱《藥品管理法》
、
《藥品管
理法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第 27 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發證、換證、變更及監督管理 凡申請為藥商者，應申請直轄市或縣
適用本辦法。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繳納執照
費，領得許可執照後，方准營業；其登
第三條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主管全國藥品經營許可的 記事項如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登記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監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區、直轄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負 之。
責本轄區內藥品批發企業《藥品經營許可證》發證、 藥商分設營業處所或分廠，仍應依第一
換證、變更和日常監督管理工作，並指導和監督下 項規定，各別辦理藥商登記。
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開展《藥品經營許可 第 27-1 條
藥商申請停業，應將藥商許可執照及藥
證》的監督管理工作。
設區的市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或省、自治 物許可證隨繳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於執
區、直轄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直接設置的 照上記明停業理由及期限，俟核准復業
縣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負責本轄區內藥品 時發還之。每次停業期間不得超過一
零售企業《藥品經營許可證》發證、換證、變更和 年，停業期滿未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繼續停業者，應於停業期滿前三十日
日常監督管理等工作。
內申請復業。
藥商申請歇業時，應將其所領藥商許可
執照及藥物許可證一併繳銷；其不繳銷
者，由原發證照之衛生主管機關註銷。
藥商屆期不申請停業、歇業或復業登
記，經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
查核發現原址已無營業事實者，應由原
發證照之衛生主管機關，將其有關證照
註銷。
違反本法規定，經衛生主管機關處分停
止其營業者，其證照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二章

申領《藥品經營許可證》的條件

第四條
第 28 條
按照《藥品管理法》第 14 條規定，開辦藥品批發企 西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應由專
業，應符合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批發企業合理 任藥師駐店管理。但不售賣麻醉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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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的要求，並符合以下設置標準：
（一）具有保證所經營藥品品質的規章制度；
（二）企業、企業法定代表人或企業負責人、品質
管制負責人無《藥品管理法》第 76 條、第 83
條規定的情形；
（三）具有與經營規模相適應的一定數量的執業藥
師。品質管制負責人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且
必須是執業藥師；
（四）具有能夠保證藥品儲存品質要求的、與其經
營品種和規模相適應的常溫庫、陰涼庫、冷
庫。倉庫中具有適合藥品儲存的專用貨架和
實現藥品入庫、傳送、分檢、上架、出庫現
代物流系統的裝置和設備；
（五）具有獨立的電腦管理資訊系統，能覆蓋企業
內藥品的購進、儲存、銷售以及經營和品質
控制的全過程；能全面記錄企業經營管理及
實施《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方面的資訊；
符合《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對藥品經營
各環節的要求，並具有可以實現接受當地（食
品）藥品監管部門（機構）監管的條件；
（六）具有符合《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對藥品
營業場所及輔助、辦公用房以及倉庫管理、
倉庫內藥品品質安全保障和進出庫、在庫儲
存與養護方面的條件。
國家對經營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
預防性生物製品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者，得由專任藥劑生為之。
中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應由專
任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
藥師或藥劑生駐店管理。
西藥、中藥販賣業者，分設營業處所，
仍應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
第 30 條
藥商聘用之藥師、藥劑生或中醫師，如
有解聘或辭聘，應即另聘。

第五條
開辦藥品零售企業，應符合當地常住人口數量、地
域、交通狀況和實際需要的要求，符合方便群眾購
藥的原則，並符合以下設置規定：
（一）具有保證所經營藥品品質的規章制度；
（二）具有依法經過資格認定的藥學技術人員；
經營處方藥、甲類非處方藥的藥品零售企業，
必須配有執業藥師或者其他依法經過資格認定的藥
學技術人員。品質負責人應有一年以上（含一年）
藥品經營品質管制工作經驗。
經營乙類非處方藥的藥品零售企業，以及農村
鄉鎮以下地區設立藥品零售企業的，應當按照《藥
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第 15 條的規定配備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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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的應當配備執業藥師。
企業營業時間，以上人員應當在崗。
（三）企業、企業法定代表人、企業負責人、品質
負責人無《藥品管理法》第 76 條、第 83 條
規定情形的；
（四）具有與所經營藥品相適應的營業場所、設備、
倉儲設施以及衛生環境。在超市等其他商業
企業內設立零售藥店的，必須具有獨立的區
域；
（五）具有能夠配備滿足當地消費者所需藥品的能
力，並能保證 24 小時供應。藥品零售企業應
備有的國家基本藥物品種數量由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結合
當地具體情況確定。
國家對經營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
預防性生物製品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六條
開辦藥品批發企業驗收實施標準由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制定。開辦藥品零售企業驗收實施標準，
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
門依據本辦法和《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的有關
內容組織制定，並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備案。
第七條
藥品經營企業經營範圍的核定。
藥品經營企業經營範圍：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
療用毒性藥品；生物製品；中藥材、中藥飲片、中
成藥、化學原料藥及其製劑、抗生素原料藥及其製
劑、生化藥品。
從事藥品零售的，應先核定經營類別，確定申辦人
經營處方藥或非處方藥、乙類非處方藥的資格，並
在經營範圍中予以明確，再核定具體經營範圍。
醫療用毒性藥品、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放射性藥
品和預防性生物製品的核定按照國家特殊藥品管理
和預防性生物製品管理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三章

申領《藥品經營許可證》的程式

第八條
開辦藥品批發企業按照以下程式辦理《藥品經營許
可證》:
（一）申辦人向擬辦企業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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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提出籌建申
請，並提交以下材料：
1．擬辦企業法定代表人、企業負責人、品質
負責人學歷證明原件、影本及個人簡歷；
2．執業藥師執業證書原件、影本；
3．擬經營藥品的範圍；
4．擬設營業場所、設備、倉儲設施及周邊衛
生環境等情況。
（二）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對申辦人提出的申
請，應當根據下列情況分別作出處理：
1．申請事項不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的，應當
即時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發給《不予受理
通知書》，並告知申辦人向有關（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部門申請；
2．申請材料存在可以當場更正錯誤的，應當
允許申辦人當場更正；
3．申請材料不齊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應
當當場或者在 5 日內發給申辦人《補正材料
通知書》，一次性告知需要補正的全部內
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請材料之日起
即為受理；
4．申請事項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材料齊全、
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辦人按要求提交全部
補正材料的，發給申辦人《受理通知書》
。
《受
理通知書》中注明的日期為受理日期。
（三）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30 個工作日內，依據本辦法第四條規定對申
報材料進行審查，作出是否同意籌建的決
定，並書面通知申辦人。不同意籌建的，應
當說明理由，並告知申辦人享有依法申請行
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四）申辦人完成籌建後，向受理申請的（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提出驗收申請，並提交以
下材料：
1．藥品經營許可證申請表；
2．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出具的擬辦企業核准證
明檔；
3．擬辦企業組織機構情況；
4．營業場所、倉庫平面佈置圖及房屋產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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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證明；
5．依法經過資格認定的藥學專業技術人員資
格證書及聘書；
6、擬辦企業品質管制檔及倉儲設施、設備目
錄。
（五）受理申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收
到驗收申請之日起 30 個工作日內，依據開辦
藥品批發企業驗收實施標準組織驗收，作出
是否發給《藥品經營許可證》的決定。符合
條件的，發給《藥品經營許可證》
；不符合條
件的，應當書面通知申辦人並說明理由，同
時告知申辦人享有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
行政訴訟的權利。
第九條
開辦藥品零售企業按照以下程式辦理《藥品經營許
可證》：
（一）申辦人向擬辦企業所在地設區的市級（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機構或省、自治區、直轄市（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直接設置的縣級（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提出籌建申請，並提
交以下材料：
1．擬辦企業法定代表人、企業負責人、品質
負責人的學歷、執業資格或職稱證明原件、
影 本 及個人簡歷及專 業技術人員資格證
書、聘書；
2．擬經營藥品的範圍；
3．擬設營業場所、倉儲設施、設備情況。
（二）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對申辦人提出的申
請，應當根據下列情況分別作出處理：
1．申請事項不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的，應當
即時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發給《不予受理
通知書》，並告知申辦人向有關（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部門申請；
2．申請材料存在可以當場更正的錯誤的，應
當允許申辦人當場更正；
3．申請材料不齊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應
當當場或者在 5 日內發給申辦人《補正材料
通知書》，一次性告知需要補正的全部內
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請材料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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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受理；
4．申請事項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材料齊全、
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辦人按要求提交全部
補正材料的，發給申辦人《受理通知書》
。
《受
理通知書》中注明的日期為受理日期。
（三）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自受理申請之日起
30 個工作日內，依據本辦法第五條規定對申報
材料進行審查，作出是否同意籌建的決定，並
書面通知申辦人。不同意籌建的，應當
說明理由，並告知申辦人依法享有申請行政復議或
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四）申辦人完成籌建後，向受理申請的（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機構提出驗收申請，並提交以下
材料：
1．藥品經營許可證申請表；
2．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出具的擬辦企業核准證
明檔；
3．營業場所、倉庫平面佈置圖及房屋產權或
使用權證明；
4．依法經過資格認定的藥學專業技術人員資
格證書及聘書；
5．擬辦企業品質管制檔及主要設施、設備目
錄。
（五）受理申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在收
到驗收申請之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依據開辦
藥品零售企業驗收實施標準組織驗收，作出是
否發給《藥品經營許可證》的決定。不符合條
件的，應當書面通知申辦人並說明理由，同
時，告知申辦人享有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
行政訴訟的權利。
第十條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機構）對申辦人的申
請進行審查時，發現行政許可事項直接關係到他人
重大利益的，應當告知該利害關係人。受理部門應
當聽取申辦人、利害關係人的陳述和申辯。依法應
當聽證的，按照法律規定舉行聽證。
第十一條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機構）應當將已經頒
發的《藥品經營許可證》的有關資訊予以公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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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有權進行查閱。
對公開信息後發現企業在申領《藥品經營許可
證》過程中，有提供虛假檔、資料或其他欺騙行為
的，應依法予以處理。
第十二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是企業從事藥品經營活動的法
定憑證，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偽造、變造、買賣、
出租和出借。
第四章

《藥品經營許可證》的變更與換發

第十三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變更分為許可事項變更和登記
事項變更。
許可事項變更是指經營方式、經營範圍、註冊位址、
倉庫位址（包括增減倉庫）
、企業法定代表人或負責
人以及品質負責人的變更。
登記事項變更是指上述事項以外的其他事項的變
更。
第十四條
藥品經營企業變更《藥品經營許可證》許可事項的，
應當在原許可事項發生變更 30 日前，向原發證機關
申請《藥品經營許可證》變更登記。未經批准，不
得變更許可事項。
原發證機關應當自收到企業變更申請和變更申請資
料之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作出准予變更或不予變更
的決定。
申請許可事項變更的，由原發證部門按照本辦法規
定的條件驗收合格後，方可辦理變更手續。
藥品經營企業依法變更《藥品經營許可證》的許可
事項後，應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企業註冊
登記的有關變更手續。
企業分立、合併、改變經營方式、跨原管轄地遷移，
按照本辦法的規定重新辦理《藥品經營許可證》。
第十五條
企業法人的非法人分支機搆變更《藥品經營許可證》
許可事項的，必須出具上級法人簽署意見的變更申
請書。
第十六條
企業因違法經營已被（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機
構）立案調查，尚未結案的；或已經作出行政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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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尚未履行處罰的，發證機關應暫停受理其《藥
品經營許可證》的變更申請。
第十七條
藥品經營企業變更《藥品經營許可證》的登記事項
的，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准變更後 30 日內，向
原發證機關申請《藥品經營許可證》變更登記。原
發證機關應當自收到企業變更申請和變更申請資料
之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為其辦理變更手續。

第 27 條
凡申請為藥商者，應申請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繳納執照
費，領得許可執照後，方准營業；其登
記事項如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登記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八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登記事項變更後，應由原發證 藥商分設營業處所或分廠，仍應依第一
機關在《藥品經營許可證》副本上記錄變更的內容 項規定，各別辦理藥商登記。
和時間，並按變更後的內容重新核發《藥品經營許
可證》正本，收回原《藥品經營許可證》正本。變
更後的《藥品經營許可證》有效期不變。
第十九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有效期為 5 年。有效期屆滿，
需要繼續經營藥品的，持證企業應在有效期屆滿前
6 個月內，向原發證機關申請換發《藥品經營許可
證》。原發證機關按本辦法規定的申辦條件進行審
查，符合條件的，收回原證，換發新證。不符合條
件的，可限期 3 個月進行整改，整改後仍不符合條
件的，註銷原《藥品經營許可證》。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機構）根據藥品經營
企業的申請，應當在《藥品經營許可證》有效期屆
滿前作出是否准予其換證的決定。逾期未作出決定
的，視為准予換證。
第五章

監督檢查

第二十條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機構）應加強對《藥
品經營許可證》持證企業的監督檢查，持證企業應
當按本辦法規定接受監督檢查。

第 71 條
衛生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藥物製造業
者，販賣業者之處所設施及有關業務，
並得出具單據抽驗其藥物，業者不得無
故拒絕。但抽驗數量以足供檢驗之用者
第二十一條
為限。
監督檢查的內容主要包括：
（一）企業名稱、經營地址、倉庫地址、企業法定 藥物製造業者之檢查，必要時得會同工
代表人（企業負責人）
、品質負責人、經營方 業主管機關為之。
式、經營範圍、分支機搆等重要事項的執行 本條所列實施檢查辦法，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定之。
和變動情況；
第 73 條
（二）企業經營設施設備及倉儲條件變動情況；
（三）企業實施《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情況； 直轄市、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應每年
259

藥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

對應我國藥事法相關條文

（四）發證機關需要審查的其他有關事項。

定期辦理藥商及藥局普查。
藥商或藥局對於前項普查，不得拒絕、
規避或妨礙。

第二十二條
監督檢查可以採取書面檢查、現場檢查或者書面與
現場檢查相結合的方式。
（一）發證機關可以要求持證企業報送《藥品經營
許可證》相關材料，通過核查有關材料，履
行監督職責；
（二）發證機關可以對持證企業進行現場檢查。
有下列情況之一的企業，必須進行現場檢查：
1．上一年度新開辦的企業；
2．上一年度檢查中存在問題的企業；
3．因違反有關法律、法規，受到行政處罰的
企業；
4．發證機關認為需要進行現場檢查的企業。
《藥品經營許可證》換證工作當年，監督檢查和換
證審查工作可一併進行。
第二十三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現場檢查標準，由發證機關按
照開辦藥品批發企業驗收實施標準、開辦藥品零售
企業驗收實施標準和《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認
證檢查標準及其現場檢查專案制定，並報上一級（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機構）備案。
第二十四條
對監督檢查中發現有違反《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
要求的經營企業，由發證機關責令限期進行整改。
對違反《藥品管理法》第 16 條規定，整改後仍不符
合要求從事藥品經營活動的，按《藥品管理法》第
79 條規定處理。
第二十五條
發證機關依法對藥品經營企業進行監督檢查時，應
當將監督檢查的情況和處理結果予以記錄，由監督
檢查人員簽字後歸檔。公眾有權查閱有關監督檢查
記錄。現場檢查的結果，發證機關應當在《藥品經
營許可證》副本上記錄並予以公告。
第二十六條
第 27-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藥品經營許可證》由原發證機 藥商申請停業，應將藥商許可執照及藥
關註銷：
物許可證隨繳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於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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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品經營許可證》有效期屆滿未換證的；
（二）藥品經營企業終止經營藥品或者關閉的；
（三）
《藥品經營許可證》被依法撤銷、撤回、吊銷、
收回、繳銷或者宣佈無效的；
（四）不可抗力導致《藥品經營許可證》的許可事
項無法實施的；
（五）法律、法規規定的應當註銷行政許可的其他
情形。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機構）註銷《藥
品經營許可證》的，應當自註銷之日起 5 個工作日
內通知有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

照上記明停業理由及期限，俟核准復業
時發還之。每次停業期間不得超過一
年，停業期滿未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繼續停業者，應於停業期滿前三十日
內申請復業。
藥商申請歇業時，應將其所領藥商許可
執照及藥物許可證一併繳銷；其不繳銷
者，由原發證照之衛生主管機關註銷。
藥商屆期不申請停業、歇業或復業登
記，經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
查核發現原址已無營業事實者，應由原
發證照之衛生主管機關，將其有關證照
註銷。
違反本法規定，經衛生主管機關處分停
止其營業者，其證照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包括正本和副本。正本、副本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八條
發證機關應建立《藥品經營許可證》發證、換證、
監督檢查、變更等方面的工作檔案，並在每季度上
旬將《藥品經營許可證》的發證、變更等情況報上
一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機構）
。對因變更、
換證、吊銷、繳銷等原因收回、作廢的《藥品經營
許可證》，應建檔保存 5 年。
第二十九條
企業遺失《藥品經營許可證》
，應立即向發證機關報
告，並在發證機關指定的媒體上登載遺失聲明。發
證機關在企業登載遺失聲明之日起滿 1 個月後，按
原核准事項補發《藥品經營許可證》。
第三十條
企業終止經營藥品或者關閉的，《藥品經營許可證》
由原發證機關繳銷。
發證機關吊銷或者註銷、繳銷《藥品經營許可證》
的，應當及時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並向社會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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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1 條
藥商申請停業，應將藥商許可執照及藥
物許可證隨繳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於執
照上記明停業理由及期限，俟核准復業
時發還之。每次停業期間不得超過一
年，停業期滿未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繼續停業者，應於停業期滿前三十日
內申請復業。
藥商申請歇業時，應將其所領藥商許可

藥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

對應我國藥事法相關條文
執照及藥物許可證一併繳銷；其不繳銷
者，由原發證照之衛生主管機關註銷。
藥商屆期不申請停業、歇業或復業登
記，經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
查核發現原址已無營業事實者，應由原
發證照之衛生主管機關，將其有關證照
註銷。
違反本法規定，經衛生主管機關處分停
止其營業者，其證照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的正本應置於企業經營場所的
醒目位置。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三條
《藥品經營許可證》
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統一印製。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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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基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模式之建
立與影響評估─以中醫腦血管疾病後遺症
門診照護計畫為例
施純全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摘

要

研究背景：
台灣中醫師研究人才多數從事臨床醫療服務，其中將近 90%的中醫師於基層
院所執業，較少有機會參與中醫藥研究發展，中醫師研究人才的相對流失，無疑
將使中醫藥的研究規模及成果受到限制。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討中醫師研究人力繼續從事中醫藥相關研究的影響因素，並以中
醫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為例，研訂中醫基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之
運作模式。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1)問卷調查及資料蒐集方式進行中醫師研究人力現況調查與
分析並進一步探討中醫師研究人力繼續從事中醫藥相關研究的影響因素，(2)利用
全民健保資料庫探討台灣腦血管疾病病人於各層級中醫院所的醫療利用情形，並
比較其差異，(3)召開專家學者會議研訂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後遺症照護
計畫臨床研究之組織架構、運作模式及推展方式。

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繼續從事中醫藥相關研究之影響因子
主要有性別、年齡、學位別、主要執業場所別及是否為教職等；腦血管疾病後遺
症門診照護計畫中各層級中醫院所的醫療利用差異性最小，專家學者會議共識，
鼓勵中醫藥人才從事中醫藥研究有助於擴大中醫藥研究規模，促進中醫藥之發
展。
1

結論與建議：
結合通過評鑑合格醫院與曾接受臨床研究訓練基層中醫師之教學、訓練、臨
床及研究資源，以全民健保中醫整合性照護計畫為議題，配合提供經費等誘因及
鼓勵機制，有助於提高基層中醫師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之意願，及減少中醫藥研
究人才之流失。
建議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以瞭解基層醫療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相關研究計
畫之意願及誘因，並公開徵求試辦計畫以利進一步推展。
關鍵詞：中醫、腦中風、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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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linical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A
TCM Care Plan for Stroke
Chun-Chuan Shih
Taipei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ABSTRACT

Background:
In Taiwan, the majority of physicia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ractice clinical medical care and almost 90% of them work in primary clinics. TCM
physicians have lower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TCM research until the present time.
Undoubtedly, the loss of TCM research physician may lead to the limitations in TCM
researching scale and contributions.

Aim: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inuing
research in TCM among TCM physicians. We considered the program of TCM
ambulatory care for the late effects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s an example to
establish the operating model for TCM primary clinics participating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
1. We used questionnaire-based survey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of present manpower
of TCM physician.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CM
physician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TCM research.
2. By using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factors associating with TCM use among stroke patient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hospital.
3. We hold conference including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to draw up organizing scheme,
3

operating model and development for TCM facilities to participate clinical research
of the caring plan for the late effects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Results:
Sex, age, academic degree, practicing facilities and teaching certificate in
university wer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CM physician continue participating TCM
research. No major difference in the utilization between various levels of TCM
facilities under the program of ambulatory care for the late effects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From the results of expert- and specialist-conference, we have a common
consensus. To encourage TCM physicians to participate TCM research may benefit
expanding the scale of TCM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CM.

Conclusion:
It may increase primary TCM physicians to participate TCM research and
decrease the loss of TCM researching investigators by (1) combing accredited
hospitals and primary TCM physicians who had been underwent clinical researching
training; (2)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and encouraging plan under the integrated
TCM care program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We suggest that the population- and questionnaire-based interview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aspiration and reasons why TCM physician participating clinical
research. To request pilot program openly may enhance the progress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clin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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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6 年 4 月起衛生署將中醫腦血管疾病之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
試辦計畫，納入全民健保給付範圍，併同其他 2 項專款項目計畫，全年預
算合計為 85 百萬元，該計畫連續獲准辦理迄今。2009 年 9 月衛生署費用協
定委員會，進一步協定通過自 2010 年起將中醫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
計畫，納入全民健保給付範圍，全年預算為 90 百萬元，2010 年起腦血管疾
病病患之中醫門診及西醫住院中醫會診之特別照護計畫全面納入全民健保
給付範圍；前述二項計畫於協定通過時，均附帶決議應提送成效評估報告
及經濟效益評估，以為未來總額協商及續辦與否之參考[1]。2011 年中醫門
診醫療給付費用總額協商通過:續辦腦血管疾病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 療
試辦計畫及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兩項腦血管疾病計畫，其中腦
血管疾病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 療試辦計畫全年經費45 百萬元，限由設
有中醫門診之醫院申請，經中醫門診總額受託單位審查，送中央健康保險
局審核通過後實施。因前開計畫已實施多年，請提出執行成果及療效評估
報告，包括歷年醫療利用情形，及計畫未來改進方向。另腦血管疾病後遺
症門診照護計畫全年經費 90 百萬元；應限定執 行院所，執行期間以治療黃
金期為限；3.應建立療效評估指標(含健康及品質改善指標)，並提送成效評
估報告[1]。
2009 年台灣有 16 家中醫醫院、80 家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以及 3,217
家中醫診所，中醫師有 5,277 人[2]，其中約有 10%中醫師在中醫醫院或西
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服務，將近 90%的中醫師於基層院所執業 ，較少有機
會參與中醫藥研究發展，依據台灣中醫相關研究所(例如：中國醫藥大學中
國醫學研究所、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碩博士班、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
結合研究所、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及長庚大學中醫系傳統中醫學碩士
班)網站資料，已取得碩士學位者超過 600 人，已取得博士學位者將近 100
人，惟國內中醫師研究人才多數從事於臨床醫療服務，於完成學位後繼續
從事中醫藥研究的人較少，中醫師研究人才的流失，無疑將使中醫藥的研
究規模受到限制，無論中醫現代化、中藥科學化或中西醫一元化均須立足
於中醫藥研究發展之基礎，為提昇中醫研究能力、促進中藥科學化與現代
化發展，針對國內中醫師多數於基層院所執業，對國內中醫藥研究發展可
能產生之影響並研擬鼓勵中醫藥人才從事中醫藥研究之具體措施，使其發
揮所長，促進中醫藥之發展，為當今中醫政策研究一個重要課題。
根據衛生署 2009 年度統計資料顯示，國人十大死因前三名分別為惡性
腫瘤(28.1%)、心臟疾病(10.6%)及腦血管疾病(7.3%)[3]，存活中風患者 85
％會有不同程度的肢體障礙，是國內「成人殘障」的首要病因，由於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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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帶來患者上的活動障礙，同時也造成極大的經濟負擔。2007 年台灣腦
血管疾病健保住院費用支出金額為約新台幣 61 億元，佔所有健保住院醫療
支出的 4.1%[4]。中風所帶來的殘障或日常生活的不便，不僅嚴重影響病人
和家人的生活品質，更耗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如昂貴的重症加護醫療、
長期照護與復健，這龐大的醫藥支出帶給家屬和社會極大的壓力。此外，
中風更是造成老年人失能與失智的主要原因之一[5,6]。預防腦中風的發生
或復發，為當前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
中國醫學是門「經驗醫學」
，一開始就是以人為治療對象，廣泛應用於
腦中風症的治療，並累積豐富的典籍資料供後代醫家參考。然而現行中醫
政策或是醫療體系推行實證數據之有效與否變成第一道門檻，幾千年來中
國醫學被我們認為有效並沿用至今的治療經驗，必須經由現代實證醫學的
評估才能獲得認同。
由於中風帶來身體殘障及生活的不便，因此有許多中風病患及家屬尋
求替代性療法。中醫學在臨床上的運用在已行之有年，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在 2002 年所出版的針灸可治疾病臨床試驗報告分析及回顧(Acupunc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reports of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使用針灸療法可以
確實有效的改善中風的後遺症。中央健保局於 2006 年起實施「腦血管疾病
之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試辦計劃」
，針對腦血管疾病病患實施中風急
性期之西醫住院中醫會診照護，且在 2010 年起實施「腦血管疾病後遺症中
醫門診照護計畫」
，同意腦血管疾病發病起一年內之病患(ICD-9：430~438)，
經急性期處置後，得由符合資格之中醫師以門診專案照護計畫，提供中醫
醫療服務，自此腦血管疾病照護由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試辦計劃，
開放為涵蓋符合資格基層院所中醫師以門診專案照護計畫提供中醫醫療服
務。緣此，中醫對腦中風治療的療效評估，已成為中醫未來發展的重大議
題；亦成為當前最迫切的需求。
在台灣，腦血管疾病為國人常見的疾病之一，若以 65 歲以上老年計算，
腦血管疾病之死亡率遠超過惡性腫瘤，高居第一位；2009 年台灣有 10,383
人死於腦血管疾病，死亡率為 45/100,000 [3]。近年來由於社會競爭的壓力，
生活飲食的改變，中風病人的年齡層有下降的趨勢，五十歲以下的病人大
約占 7~8% [7]。腦中風有很高的復發率，五年內為 35.3%，十年內為
51.3%[8]。
腦中風在醫學上稱為腦血管意外(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CVA)，是
指由於腦供血障礙引起腦組織缺血、缺氧而發生壞死、軟化、梗塞的腦血
管疾病[9]。腦中風的型態有很多種，大致可概分為缺血性中風(ischemic
stroke)及出血性中風(hemorrhagic stroke)兩類。根據台大醫院 1995~2000 年
的腦中風個案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台灣腦中風常見的原因有腦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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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蜘蛛網膜下腔出血(5%)及腦梗塞(72%)，其中腦內出血與小動脈梗
塞為國人最重要的中風原因，導致腦中風的危險因素，又可分為主要危險
因素和次要危險因素。主要因素有：年齡高於 65 歲以上、高血壓、心臟病、
糖尿病、暫時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Ischemia Attack, TIA)、中風病史。次
要危險因子有：高血脂、肥胖、紅血球過多症、吸煙、喝酒、家族遺傳、
口服避孕藥等[10]。在性別方面：男性年齡別標準化中風的發生率為女性的
1.18~1.37 倍，因此在男性中風預防上，需更為加強[11]。絕大部份中風的
成因，是多致病因子導致包括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12]。
中風病名最早見於內經。且是依據中風各不同症狀分別記載，對於卒
中、昏迷，內經有仆擊、薄厥、煎厥、暴厥的描述；而半身不遂則多冠以
偏枯、身偏等名稱[13]。把針灸治療應用於腦中風病患是中醫傳統療法之
一，因其對腦中風病人可產生止痛、調整內分泌、促進肌肉關節活動力、
鎮靜、安神等作用， 若針後配合復健、藥物治療，則因針後肌肉、關節活
動力加強，預期可得到更好之療效[14,15]，台灣西醫學者以傳統之針灸療
法配合西醫之復健治療進行療效評估結果發現：針灸對初發者之走動及社
會認同依賴度及復發者之大小便控制及溝通依賴度之進步量亦明顯有所助
益。運動功能進步方面，針灸對初發缺血性腦中風病患之上肢近端運動功
能、腕部及手部運動功能、上肢協調與速度等上肢之運動功能恢復較有明
顯之進步[16]。
過去研究發現針灸對於中風後麻痺有顯著的效果[17]，針灸可作為中風
治療之取代與輔助療法[18]，可應用於中風後之復健療法[19, 20]，相關研究
也指出無論是急性期或慢性期中風，針灸確可改善運動功能(如膝關節伸
直、屈曲及肩膀內收等)[14]，進一步研究發現中風後早期(最初 3 星期)給予
針灸治療比中風 3 星期後再與針灸治療可產生較顯著之改善效果[21]。針灸
逐漸併入主流的生物醫學治療[22]。
近年來的研究發現，針灸不只對梗塞型中風有效，對出血型中風也有
療效[23]。大陸學者研究發現，針灸可降低中風症患者罹患二次中風的機
會，其抗復發效果優於單純只做藥物治療患者(P<0.05)[24]。針灸對於改善
患者中風後所造成的行動障礙[25,26]及語言障礙、二便失禁等後遺症有顯
著的效果[27, 28]，可以廣泛的運用於中風後的復健療法[16]。由上述研究資
料得知，針灸對於中風確實有明顯的療效，藉由針灸與西藥或針灸與復健
等中西醫結合，可增加中風病人功能性的恢復，包含對於日常生活活動能
力和生活品質的提升。高雄長庚醫院中醫研究團隊針對缺血性腦中風病患
早期介入中醫針灸治療，進行回溯性世代分析，研究顯示，不但提高存活
率，並降低併發症發生率[29]。
全民健康保險政策把傳統醫藥納入給付範圍的第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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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究竟中醫藥有無療效？因此，進行中醫藥療效評估是回答這個問題的
唯一途徑[30]。
中醫腦血管疾病之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試辦計畫加上中醫腦血
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每年預算合併超過 120 百萬元，腦血管疾病相
關計畫占全民健保中醫門診總額試辦計畫專款項目預算將近 50%，就針對
腦血管疾病進行實證研究，為當前全民健保中醫政策推動中最重要的工作。
本研究係以中醫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為例，建構中醫基層
醫療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研究之模式，預期將有效鼓勵中醫藥人才從事中
醫藥研究，使其發揮所長，擴大中醫藥研究範疇，促進中醫藥之發展。
本計畫研究結果，預期將可提供政府主管單位及中醫團體做為辦理中
醫腦血管疾病之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試辦計畫或中醫腦血管疾病後
遺症門診照護計畫，及訂定中醫藥衛生政策之參考，進一步提昇中醫醫療
與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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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份為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現況調查與分析：
本研究將分別建立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台灣中醫師研究計畫
資料庫、及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問卷調查。
(一) 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之建立︰
本研究以台灣中醫相關研究所(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
所、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及針灸研究所，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
所，及長庚大學中醫系傳統中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在學
生及畢業生為調查對象，本研究運用台灣中醫相關研究所網站(中
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及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碩博士
班、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及長庚大學中醫系傳統中醫學碩士班)、中醫師公會全聯會會員名
冊及衛生署網站執業登錄資料彙整後得到台灣中醫相關研究所畢
業生且登錄執業中醫師之名冊，完成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
之建立。
(二) 台灣中醫師研究計畫資料庫之建立︰
本研究運用 GRB 網站智慧搜尋系統檢索，以中醫或中藥為關
鍵字搜尋並與上述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台灣中醫相關研
究所畢業生且登錄執業中醫師之名冊）合併而得到台灣中醫師於
中醫相關研究所碩博士畢業後參與研究計畫情形，完成台灣中醫
師研究計畫資料庫之建立。
(三) 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問卷調查︰
(四) 本研究自擬結構式問卷，以上述台灣中醫相關研究所畢業生且登
錄執業中醫師（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之名冊，為台灣中
醫師研究人力調查問卷之發放對象，進行資料收集，採郵寄方式
由中醫師自行填答完成後將問卷寄回，問卷內容包括基本人口學
資料、執業現況、研究現況、未來規畫等，除各項資料之描述外，
將分析中醫師研究人力繼續從事中醫藥相關研究的影響因子。
第二部份採用 1996-2009 年國家衛生研究院提供的「全民健康保險研究
資料庫承保抽樣歸人檔」
（全民健保承保抽樣檔）資料庫，分析腦血管疾病
病人於中醫醫院、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與中醫基層診所的醫療利用情
形，並比較其差異。
第三部份利用 2006-2010 年腦血管疾病病人西醫住院中醫會診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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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醫療費用申報資料分析其醫療利用情形。
第四部份利用 2010 年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中醫醫療費用申
報資料分析其於中醫醫院、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與中醫基層診所的醫療
利用情形，並比較其差異。
第五部分為中醫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為例，建構中醫基層
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模式，並對國內中醫藥研究發展可能產生之影響進
行評估。以召開專家學者會議方式研訂下列各項事宜：
(一) 研訂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後遺症照護計畫臨床研究群組
之組織架構：以通過評鑑合格醫院為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
後遺症照護計畫臨床研究群組之核心醫院，以曾接受臨床研究訓練
中醫師所執業之院所為各功能小組，結合評鑑合格醫院及中醫基層
診所醫療研究資源。
(二) 研訂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後遺症照護計畫臨床研究群組
之運作模式:包括教學、研究、訓練、及臨床等。
(三) 研訂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後遺症照護計畫作業程序及臨
床療效評估標準。
(四) 研訂如何將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後遺症照護計畫臨床研
究群組之運作模式推展成為中醫基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模式。
(五) 評估中醫基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模式，對國內中醫藥研究發展
可能產生之影響。
二、資料來源與收集
本研究使用之資料來源共有以下六種：
(一) 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
(二) 台灣中醫師研究計畫資料庫。
(三) 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調查問卷資料。
(四) 全民健保承保抽樣檔：自 2000 年承保資料檔中隨機選取 100 萬人，
擷取其各年度所有就醫資料建置而成，所串接的就醫資料包括門診
（處方及治療明細檔及處方醫令明細檔）、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
細檔及醫療費用醫令清單明細檔）、特約藥局（處方及調劑明細檔
及處方醫令檔）及原始承保資料等 7 種資料檔。
(五) 2006-2010 年腦血管疾病病人西醫住院中醫會診計畫中醫醫療費用
申報資料分析其醫療利用情形。
(六) 2010 年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中醫醫療費用申報資料。
三、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一) 專家效度與信度：
本研究問卷於初稿完成後，先請中醫藥相關之政策與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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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學者共五人(名單詳附錄二)，針對問卷題目之妥切性、可用
性及明確性分別給予評分，評分標準如下：
1. 1 分：表示項目極不適當，應完全修改或刪除
2. 2 分：表示此項目不適當，應作大幅修改
3. 3 分：表示此項目尚可，應作部分修改
4. 4 分：表示此項目適當，符合研究需要
5. 5 分：表示此項目極適當，不需要修改且不可省略
評鑑結果若為 4 分(含)以上，則納入專家效度之計算，同時綜
合專家們所提供之意見，做為本問卷之修改依據。
問卷信度部份除計算 Cronbach's α值外，亦利用因素分析將
題目區分為不同的面向後，再分別計算不同面向之 Cronbach's
值，以瞭解各面向之內在信度之一致性。
(二) 研究變項：
1. 依變項：
(1) 腦血管疾病中醫利用率/醫療費用：等距變項，為每人每
年腦血管疾病的中醫醫療利用次數/金額。
(2) 腦血管疾病一般中醫利用率/醫療費用：等距變項，為每
人每年腦血管疾病的一般中醫門診利用次數/金額。
(3) 腦血管疾病針灸傷科利用率/醫療費用：等距變項，為每
人每年腦血管疾病的針灸傷科中醫門診利用次數/金額。
(4) 自變項：
(5) 年齡：類別變項，每 10 歲為一組，共分為 5 組。
(6) 性別：類別變項，分為男性、女性。
(7) 層級別：類別變項，依醫事機構基本資料檔中之型態別
分為中醫醫院、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與中醫基層診所
等三類。
(8) 權屬別：類別變項，依醫事機構基本資料檔中之醫事機
構代號後兩碼分為公立醫療機構、私立醫療機構及醫療
法人等三類，其中醫療法人包括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
(9) 分局別：類別變項，依醫事機構基本資料檔中之縣市區
碼，共分為台北分局、北區分局、中區分局、南區分局、
高屏分局及東區分局等六類。
(10) 復健治療：類別變項，分為中風後有無接受復健治療。
(11) 高血壓病史：類別變項，分為中風前有無高血壓病史。
(12) 糖尿病病史：類別變項，分為中風前有無糖尿病病史。
(13) 高血脂病史：類別變項，分為中風前有無高血脂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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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服用藥物史：類別變項，分為中風後有無服用含有抗血
小板藥、抗凝血藥及降血脂藥等成份之藥品。
(15) 腦中風類型：類別變項，分為出血性、缺血性及其它。
(三)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 SAS 9.1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主要分析方
法如下：
1. 描述性統計：
(1) 次數分配與比率：計算本研究中類別變項之次數分配與比
率。
(2) 平均值與標準誤：計算本研究中連續變項之次數分配與比
率，包括平均每人每年腦血管疾病中醫利用率/醫療費用、
腦血管疾病一般中醫利用率/醫療費用及腦血管疾病針灸
傷科利用率/醫療費用。
2. 推論性統計：
利 用變異數 分析 (ANOVA)比 較 腦血管疾 病病人於 中醫醫
院、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與中醫基層診所的醫療利用次數及
費用有無差異，並利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比較這三組病人
在人口地理社會學因子、醫療院所特質、復健治療史、中風前
慢性病史、中風後服用藥物史及中風類型等因子之分布在統計
上是否有顯著差異（p＜0.05）。
以複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分析腦血管中醫利用及費用
之影響因素，依變項為腦血管中醫利用次數/費用、腦血管一般
中醫利用次數/費用及腦血管針灸傷科利用次數/費用；自變項為
人口地理社會學因子、醫療院所特質、復健治療史、中風前慢
性病史、中風後服用藥物史及中風類型等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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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中醫師研究人力現況調查與分析
根據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供資料顯示：2010 年特約中醫師數為
5,052 人(特約每萬人口中醫師數為 2.18 人)(表 1-1、表 1-2)，特約中醫院所
數為 3,024 家(表 1-3)，呈現逐年遽增之現象。其中服務於基層特約中醫診
所為 4,600 人(表 1-4)，佔 90.25%。
以本研究建立之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已
取得碩士學位者 636 人，已取得博士學位者 97 人(表 1-5)，其中登錄執業為
中醫師者且已取得博士學位者 67 人，含於醫院服務者 22 人、於診所服務
者 43 人、其他者 2 人，登錄執業為中醫師者且已取得碩士學位者 294 人，
含於醫院服務者 101 人、於基層診所服務者 188 人、及其他者 5 人(表 1-6)，
其中登錄非為中醫師者且已取得博士學位者 30 人，含具醫師身份者 17 人、
不具醫師身份者 13 人，登錄非為中醫師者且已取得碩士學位者 342 人，含
具醫師身份者 195 人、不具醫師身份者 147 人(表 1-7)，上述資料統計，不
含畢業於非為台灣中醫相關研究所者。
以本研究建立之台灣中醫師研究計畫資料庫，進行台灣中醫師研究人
力畢業後參與研究計畫情形之分析，結果顯示：登錄執業為中醫師者且已
取得博士學位者 72 人，其中於醫院服務者畢業後仍參與研究計畫執行者有
70.83%，較於診所服務畢業後仍參與研究計畫執行者 34.78%為高，登錄執
業為中醫師者且已取得碩士學位者 291 人，其中於醫院服務者畢業後仍參
與研究計畫執行者有 38.61%，較於診所服務畢業後仍參與研究計畫執行者
有 9.73%為高(表 1-6)，取得博士學位者畢業後仍參與研究計畫執行者比率
高於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仍參與研究計畫執行者，服務於醫院者畢業後仍
參與研究計畫執行者比率高於診所服務畢業後仍參與研究計畫執行者。
本研究建立之台灣中醫師研究計畫資料庫，其中男性(72.7%)、年齡
40-49 歲者佔多數(46.0%)，學歷以碩士為最多(80.2%)、而服務單位則以在
中醫診所為最多(63.6%)(表 1-8)。在畢業後有繼續參與研究計畫者中，男性
(29.5%)比例高於女性(14.3%)，年齡大於 50 歲者(35.5%)比例高於年齡 40-49
歲(26.1%)及小於 40 歲(14.9%)者。學歷為博士畢業者其在畢業後繼續參與
研究計畫的比例較高(48.6%)，而服務單位則在醫院工作者的比例為最多
(44.8%)。另外，有教職身份者繼續參與計畫的比例也顯著高於沒有教職身
份者(53.5% 對 14.8%)，而有無參與計畫的百分比隨著職等愈高，參與的百
分比也愈高，皆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表 1-8)。
依此份資料庫繼續分析畢業後是否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之影
響因子，以及影響參與數量多寡之因素，其結果顯示影響畢業後是否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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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之因子有性別、年齡大於 50 歲、學歷、服務單位、
教職及職等(表 1-9)，而影響參與計畫數量之因子與上述之是否參與之因素
相似(表 1-10)。
本研究另利用不同人口特徵計算中醫師研究人力參與研究計畫之百分
比，結果發現男性、年齡 40-49 歲、博士學歷及在醫院服務者有高達 88.9%
的中醫師會參與研究計畫(表 1-11)。
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現況調查問卷之整體專家效度為 98.02%，另妥切
性、可用性及明確性分別為 97.04%、99.26%與 97.78%；問卷信度方面，本
研究以 Cronbach's 值來測量問卷之「中醫師對中醫師研究人力繼續參與研
究計畫意願的看法」內容的一致性，在 12 個題目中 Cronbach's 係數為
0.73(表 1-12)，可知本問卷內容具有一致性。另外，本研究另將參與研究計
畫意願看法之 12 個題目，利用因素分析分成四個構面(表 1-13)，再分別計
算每個構面之 Cronbach's 係數，結果四個構面之 Cronbach's 係數分別為
0.936、0.810、0.829 及 0.674(表 1-14)。
研究意願調查之同意程度包括「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
意」及「非常不同意」。各項因素之同意程度如下：在執業面，其「同意」
與「非常同意」程度百分比皆近五成(42.4%、47.5%及 46.0%)，在經費面、
制度面及業務面部份，其「同意」與「非常同意」程度百分比皆有約八成
或甚至高過九成以上(表 1-15)。
本研究共寄發出 370 份問卷(依台灣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名單共 368
人，參加第一次專家會議之學者中有兩位中醫師同時具有博士學位(非中醫
相關系所畢業)且任教於中醫相關系所，一併納入寄發本調查問卷之名單，
共計 370 人)，回收之有效樣本為 139 份，有效回收率為 37.57%。蒐集到的
研究調查問卷以男性為主(79.1%)，平均年齡約 46 歲，最高教育程度以碩士
畢業為最多(46.8%)。45.3%受訪醫師的中醫教育訓練方式為學士後中醫系畢
業，僅有 10.8%為中醫師特考或西醫轉中醫(表 1-16)。
調查問卷發現近八成(79.6%)博士畢業者在畢業後有繼續參與中醫藥相
關研究計畫，接受中醫教育訓練方式為中醫系畢業且畢業後有繼續參與中
醫藥相關研究計畫者有 70.5%，有教職身份者有 78.4%在研究所畢業後有繼
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主要執業場所為中醫醫院及西醫醫院中醫部
門者約有八成在畢業後仍有參與研究計畫(83.3%及 79.5%)，而在中醫診所
者僅 41.5%有參與計畫(表 1-16) ，由本研究問卷統計結果可發現教育程度
為博士畢業(相較於碩士畢業)、中醫系畢業(相較於中醫師特考)、中醫醫院
與西醫醫院中醫部門(相較於中醫診所)都有較高的比例畢業後繼續參與研
究計畫(表 1-18)。
利用羅吉斯迴歸分析影響中醫師研究人力畢業後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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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之顯著相關因素，先將所有變項強迫放入模式校正後，發現僅有
「最高教育程度」及「主要執業場所」會影響中醫師研究人力參與中醫藥
相關研究計畫，而後再利用向後條件模式分析，得到影響因子有最高教育
程度為「博士畢業」
、中醫教育訓練方式為「中醫系畢業」及主要執業場所
為「西醫醫院中醫部門」有顯著差異(表 1-17 及表 1-18)，與本研究用自行
整理之資料，分析影響台灣中醫師於中醫相關研究所碩博士畢業後，參與
研究計畫之相關因子有年齡、最高教育程度及執業場所之結果略同(表 1-8、
表 1-9、表 1-10)。
依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受過中醫藥相關研究訓練之中醫師在畢業後繼
續參與相關研究計畫之原因主要為「對中醫藥相關學術研究有興趣」
，其次
為「進修及升等需要」(圖 1-1)；而在沒有繼續參與相關研究之原因則以「沒
有多餘時間」為主，「缺少合作對象及研究計畫經費」為次之，「對研究沒
有興趣」及「家人不支持」則為最少，
「其他」包括照顧家庭與臨床環境不
易學術研究等(圖 1-2)，問卷中其它見解或建議收錄於表 1-19 問卷建議內容
整理表。
腦血管疾病病人於中醫醫院、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及中醫基層診所
的醫療利用情形
使用 2000 年資料庫分析 2005~2008 年中醫醫院、西醫醫院中醫部門和
中醫基層診所的中風病人中風後一年內醫療耗用情形，根據 scheffe 事後檢
定結果發現，西醫醫院中醫部門每個病人平均費用及次數顯著高於其他兩
種，中醫基層診所的費用和次數則顯著高於中醫醫院(表 2-1)。
依據表 2-2 至表 2-7 分析中風後一年內有無使用中醫醫院、西醫醫院中
醫部門及中醫基層診所與使用次數之影響因素後，得知影響中風病人中風
後一年內有無使用中醫醫院及使用次數之因素為年齡 45-64 歲及住院天
數；影響中風病人中風後一年內有無使用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及使用次
數之因素為年齡及住院天數；影響中風病人中風後一年內有無使用中醫基
層診所及使用次數之因素為性別、年齡、高血壓病史、高血脂病史、使用
抗血小板藥物、使用加護病房、住院天數及接受復健治療等。
二、2006-2010 年腦血管疾病病人西醫住院中醫會診計畫中醫醫療費用申
報資料分析其醫療利用情形
表 2-8 使用中醫檔篩選 2006-2010 年參與西醫住院中醫會診計畫的醫院
共有 31 家，人數為 10,334 人，平均每人就醫次數為 15.27 次，平均每人就
醫費用為 16,237 元；圖 2-1 及圖 2-2 顯示 2006-2010 年參與西醫住院中醫會
診計畫的中風病人平均就醫次數及平均就醫費用在 2008 年前逐年上升，但
在 2009 及 2010 年逐年下降，呈現倒 V 字型。
三、2010 年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中醫醫療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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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醫檔資料分析中醫醫院、西醫醫院中醫部門和中醫基層診所於
2010 年參加腦血管後遺症計畫後的醫療資源耗用情形，其中中醫醫院有 3
家(3.70%)，西醫醫院中醫部門有 29 家(35.80%)，中醫基層診所有 49 家
(60.50%)；根據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得知，三種醫療機構的中風病人就醫
次數之間差異不顯著，中醫醫院費用顯著較高，西醫醫院中醫部門和中醫
基層診所之間費用差異則不顯著(表 2-9)。
四、建構中醫基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模式與影響評估專家座談會意見
與建議摘要
專家學者會議共識，不應限定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者之學歷，針對有
意願參與研究者設立協助及輔導研究機制，提升研究之品質及效率；而針
對沒有意願參與研究者則建立誘因及鼓勵機制，以提高基層中醫師參與中
醫藥相關研究之意願，及減少中醫藥研究人才之流失。
另外，可建立中西醫合作及中醫評鑑合格醫院與中醫基層院所合作平
台，增加研究個案之收集，在收案報告方面，應事先研訂收案條件並針對
研究建立制式表單，列出所有可能出現的狀況，由醫師做勾選，以確保個
案資料之完整性，以利研究計畫之進行。
兩次專家座談會均共識建議未來針對基層院所中醫師進行大規模問卷
調查，以瞭解基層醫療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相關研究計畫之意願及其誘
因，建議可結合全聯會、中保會、中醫院校及主管機關建立團隊合作模式，
並公開徵求試辦計畫以利進一步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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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本研究分別利用自行整理之中醫師研究人力調查資料庫及自擬問卷調
查資料進行分析，其影響因素大致相同，中醫師於研究所畢業後仍會
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主要影響因素為男性、博士畢業、主要
執業地點為醫院及有教職身份等。
二、根據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醫師多認為目前不容易取得中醫藥相關
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且政府機構有關中醫藥研究的編列嚴重不足，因
此認為未來政府應該增加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的編列。再者，目前也
缺乏對任職基層院所中醫師研究人力參與研究計畫的鼓勵措施，但多
數醫師認為，若建立基層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研究模式，有助於增加
基層院所中醫師研究人力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三、腦血管疾病病人於中醫醫院、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及中醫基層診所
的醫療利用情形，三個層級醫療利用之型態、頻率顯有不同，至於腦
血管疾病病人西醫住院中醫會診計畫，因僅限於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
門方能申辦，顯無法擴及一般中醫醫院及中醫基層診所，2010 年開辦
之中醫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由中醫醫療費用申報資料分
析其醫療利用情形，雖然中醫醫院費用顯著較高，但因與樣本數較少
有關(三家)，根據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得知，三種醫療機構的中風病
人就醫次數之間差異不顯著，西醫醫院中醫部門和中醫基層診所之間
費用差異亦不顯著，由此可以推知三種醫療機構的中醫腦血管疾病後
遺症門診照護計畫病人差異性較少，較適合進行整合做為臨床研究之
共同議題。
四、無論中醫現代化、中藥科學化及中西醫合作，均需建立在中醫藥研究
發展之基礎上，然國內中醫醫療機構僅西醫醫院附設中醫部門或大型
中醫醫院較有能力及機會進行中醫藥之研究，但國內中醫藥人才，大
多數服務於中醫基層院所，其時間及心力主要用於從事臨床醫療服
務，相較缺少機會與條件參與研究工作，致使從事中醫藥研究及臨床
療效評估之研究人力相對流失，嚴重影響國內中醫藥實證醫學之研究
及中醫藥產業之發展。
五、國內中醫師數遠少於西醫師數，相較西醫師，國內中醫師於基層院所
執業比例更屬偏高，國內中醫師人力於臨床及研究領域之分布失衡，
確有影響中醫藥長遠研究發展之虞。為提昇中醫研究能力與促進中藥
之現代化及科學化發展，衛生主管機關應研擬鼓勵中醫藥人才從事中
醫藥研究之具體措施，使其發揮所能，促進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六、鼓勵基層中醫藥研究人才投入中醫藥研究，應有助於中醫藥實證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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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動，及中醫藥的研究發展，惟中醫基層院所其研究資訊、研究資
源(含合作對象、諮詢對象、研究經費、研究助理、研究設備…等)，及
研究訓練相對不足，致使中醫師研究人力投入基層臨床醫療服務之
後，研究工作因而中斷，因此建構中醫基層院所中醫師研究人力參與
臨床研究模式，應有助於提高中醫基層醫所中醫師研究人才之回流，
建構醫院中醫部門與基層中醫院所的臨床研究合作模式可增加臨床收
案的效益，更可擴大台灣中醫臨床研究之規模。
七、臨床研究擴及基層中醫院所參與是一個非常有創意性的做法，但政策
的推動必須政府機關、公會學會、與院所相互配合才有成功的機會，
結合健保資源進行臨床研究，提高臨床研究合作模式的可行性，中醫
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參與院所涵蓋中醫醫院、西醫醫院中
醫部門、中醫基層院所，以此做為橋樑藉以建構臨床研究的合作模式，
應較選擇其他疾病更容易成功。
八、除少數設有中醫院校教學醫院之中醫部門或大型醫院中醫部門外，中
醫評鑑合格醫院其規模均不大，如能將教學、臨床訓練與研究機制結
合在一起，將使中醫基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合作模式的可行性
更為提高，同時亦擴大中醫評鑑合格醫院的人力規模，增加中評鑑合
格醫院醫臨床教育訓練的能量，形成中醫評鑑合格醫院、中醫基層院
所、中醫院校學生，及主管機關多贏的局面。
九、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後遺症照護計畫臨床研究群組織架構及
運作模式之建議
十、組織架構：以通過評鑑合格醫院為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後遺
症照護計畫臨床研究群組之核心醫院，以曾接受完整臨床研究訓練中
醫師所執業之院所為各功能小組，其他有意願且曾接受臨床研究訓練
中醫師所執業之院所為各功能小組之成員，結合評鑑合格醫院及中醫
基層醫療診所研究資源。
十一、 運作模式：由核心醫院負責定期召集各功能小組及其成員參與臨床
研究訓練及病例討論，由核心醫院制定腦血管疾病後遺症照護計畫
臨床研究收案之作業程序及臨床療效評估標準，由核心醫院負責研
究計畫及研究報告之撰寫，由各功能小組及個案管理師分別負責輔
導臨床研究病例之篩選及臨床療效評估量表之製作。
(一) 配套措施：接受完整臨床研究訓練中醫師支援核心醫院之臨床
教學及訓練工作，間接擴充評鑑合格醫院之人力素質及規模，
完整建構中醫師臨床、教學、研究、訓練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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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架構圖：

(三) 臨床療效評估量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中風評量表(NIHSS)、
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
(四) 推展：中醫醫療院所參與腦血管疾病後遺症照護計畫臨床研究
群組織架構及運作模式，實施後之經驗，可以做為推廣至之其
它疾病之應用。
十二、 獎勵機制：專家學者座談會一致認為，沒有獎勵就沒有研究，提高
中醫基層院所參與臨床研究之意願，可考慮下列各項獎勵措施：
(一) 與全民健保中醫特定疾病整合照護計畫結合，雖然全民健保並
不支付研究經費，但設計良好之中醫特定疾病整合照護性計
畫，無異為臨床研究提供良好的誘因，建議於整合照護計畫中
增訂個案管理師的照護費用，一來提升民眾就醫的照護品質，
二來相對解決研究收案的人力問題。
(二) 應該將評鑑醫院之配合院所(或稱策略聯盟院所)納入中醫醫院
評鑑機制之中，政策上間接促進基層中醫院所與評鑑合格醫院
的合作機制。
(三) 應將中醫評鑑合格醫院是否與中醫基層院所共同建立臨床研究
合作模式，納入中醫醫院評鑑項目及研究計畫徵求的計分品
項，實質上提供政策誘因。
(四) 除增編研究經費鼓勵外，訓練課程之繼續教育學分認證亦可做
為誘因。
(五) 鼓勵中醫師公會、醫學會辦理研究訓練課程激發基層院所中醫
師研究興趣。
(六) 經蒐尋 GRB 網站，國內並無與本研究相類似之研究，國內大部
分相關研究均著重研究人員之培訓，或為鼓勵參與研究之補助
計畫案，依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受過中醫藥相關研究訓練之中
醫師在畢業後繼續參與相關研究計畫之原因主要為「對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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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學術研究有興趣」，其次為「進修及升等需要」；而在沒有
繼續參與相關研究之原因則以「沒有多餘時間」為主，
「缺少合
作對象及研究計畫經費」為次之，建議主管機關未來應增加辦
理中醫藥研究人員培訓課程之計畫，提昇研究能力與潛力，提
高研究興趣，創造合作機會，並建議主管機關專案提供經費補
助，鼓勵任職基層院所中醫師參與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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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建議
一、結合通過評鑑合格醫院與曾接受臨床研究訓練基層中醫師之教學、訓
練、臨床及研究資源，以全民健保中醫整合性照護計畫為議題，配和
提供經費等誘因及鼓勵機制，有助於提高基層中醫師參與中醫藥相關
研究之意願，及減少中醫師研究人才之流失。
二、建議以中醫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做為中醫基層醫療院所參
與臨床研究模式之選定疾病，前述整合照護模之試辦，雖已有部分成
效分析報告，惟目前僅限於大型醫院或部分院所執行，為利於中醫基
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模式之推動，建議衛生主管機關及中醫師公
會全聯會未來應針對如何推廣提出更具體之規劃，並增訂 protocol (標
準醫療模式)或 guideline (診療指引)，以利合適的中醫院所參與，及進
行實施後的品質考核。
三、為瞭解基層醫療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相關研究計畫之意願及評估有效
之誘因，建議未來針對基層醫療院所中醫師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未
來專家學者會議之組成人員，建議增加中醫基層醫療院所代表，以廣
納各方意見，以利未來實際作業之推動。
四、腦血管疾病西醫住院中醫會診計畫及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
為中央健保局現行之專案，因此特以疾病別為例建構中醫基層醫療院
所參與臨床研究模式，本研究結果未必適用於其它疾病或計畫，此為
本研究之限制。
五、為落實推動鼓勵中醫基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建議公開徵求中醫
基層醫療院所參與臨床研究模式之試辦計畫，以利未來進一步推展。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0-RD-042 提供
經費贊助，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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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表 1-1、2003 年至 2010 年特約中醫師數統計
台北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區

東區

全國

1,219
449
1,172
1,259
487
1,246
1,259
508
1,259
1,322
523
1,334
1,373
546
1,312
1,457
588
1,404
1,507
612
1,430
1,518
618
1,445
資料來源：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資料日期：100 年 2 月 28 日

513
561
593
600
623
651
666
672

555
601
616
620
650
702
710
719

61
67
73
69
71
73
75
80

3,969
4,221
4,308
4,468
4,575
4,875
5,000
5,052

東區

全國

1.04
1.12
1.25
1.19
1.23
1.27
1.31
1.4

1.75
1.86
1.89
1.95
1.99
2.12
2.16
2.18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表 1-2、2003 年至 2010 年特約每萬人口中醫師數統計
台北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高屏區

1.68
1.41
2.65
1.5
1.72
1.51
2.85
1.64
1.73
1.54
2.85
1.73
1.8
1.56
3.01
1.75
1.86
1.61
2.95
1.82
1.97
1.72
3.14
1.9
2.03
1.77
3.19
1.95
2.03
1.77
3.22
1.97
註 1：每萬人口中醫師數=中醫師數/(戶籍人口/10,000)
資料來源：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資料日期：10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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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1.6
1.65
1.66
1.73
1.87
1.89
1.92

表 1-3、2003 年至 2010 年特約中醫醫療院所數統計
台北區

北區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693
299
717
315
699
310
751
324
772
332
805
345
839
356
860
367
資料來源：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資料日期：100 年 2 月 28 日

中區

南區

高屏區

東區

全國

767
762
776
817
829
861
869
877

366
383
370
386
404
414
426
430

374
378
392
398
408
413
418
437

47
49
49
47
49
50
49
53

2,546
2,604
2,596
2,723
2,794
2,888
2,957
3,024

表 1-4、2010 年各層級特約中醫醫療院所數及中醫師數分布統計
特約中醫醫療院所數

特約中醫師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基層院所

15
40
28
3,065

182
223
92
4,600

總計

3,148

5,097

資料來源：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資料日期：100 年 8 月 16 日

表 1-5、台灣主要中醫相關研究所畢業人數統計
學位別

人數

已取得博士學位者

97

已取得碩士學位者(含博士班肄業)

63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資料日期:10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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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台灣主要中醫研究所登錄執業中醫師畢業生流向及畢業後參與研究
計畫情形統計
學位別
已取得博士學位

服務單位
診所服務單位
醫院服務單位
其他服務單位

已取得碩士學位

診所服務單位

(含博士班肄業)
醫院服務單位
其他服務單位

計畫執行

人數

參與率%

仍參與計畫執行

16

34.78

未參與計畫執行

30

65.22

仍參與計畫執行

17

70.83

未參與計畫執行

7

29.17

仍參與計畫執行

2

100.0

未參與計畫執行

0

0.00

仍參與計畫執行

18

9.73

未參與計畫執行

167

90.27

仍參與計畫執行

39

38.61

未參與計畫執行

62

61.39

仍參與計畫執行

0

0.00

未參與計畫執行

5

100.0

小計 總計
46
24
2
185
101
5

資料來源:本研究
資料日期:100 年 8 月 27 日

表 1-7、台灣中醫主要研究所登錄為非中醫師之畢業情形
學位別

人數

比率%

具醫師身分

18

58.06

不具醫師身分

13

41.94

已取得碩士學位

具醫師身分

194

56.89

(含博士班肄業)

不具醫師身分

147

43.11

已取得博士學位

身分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
資料日期:10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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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總計

31
372
341

72

291

表 1-8、畢業後是否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之卡方統計分析
畢業後有無研究計畫

全部樣本
(n=363)
N
性別
男
女
年齡
<40
40-49
≧50
學歷
碩士
博士
服務單位
診所
醫院
其他
職等
無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教職
無
有
教職
無
中醫院校
非中醫院校

No (n=271)
%

N

%

Yes (n=92)
N

%

p-value
0.01

261 (72.7)
98 (27.3)

184 (70.5)
84 (85.7)

77 (29.5)
14 (14.3)
0.004

101 (28.1)
165 (46.0)
93 (25.9)

86 (85.2)
122 (73.9)
60 (64.5)

15 (14.9)
43 (26.1)
33 (35.5)
<0.0001

291 (80.2)
72 (19.8)

234 (80.4)
37 (51.4)

57 (19.6)
35 (48.6)
<0.0001

231 (63.6)
125 (34.4)
7 (2.0)

197 (85.3)
69 (55.2)
5 (71.4)

34 (14.7)
56 (44.8)
2 (28.6)
<0.0001

268 (73.8)
36 (9.9)
29 (8.0)
21 (5.8)
9 (2.5)

227 (84.7)
22 (61.1)
14 (48.3)
8 (38.1)
0 (0.0)

41 (15.3)
14 (38.9)
15 (51.7)
13 (61.9)
9 (100.0)
<0.0001

264 (72.7)
99 (27.3)

225 (85.2)
46 (46.5)

39 (14.8)
53 (53.5)
<0.0001

265 (73.0)
76 (20.9)
22 (6.1)

225 (84.9)
38 (50.0)
8 (36.4)

註：使用本研究自行整理之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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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5.1)
38 (50.0)
14 (63.6)

表 1-9、畢業後是否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之羅吉斯迴歸分析
OR

95% CI

男
女

1.00
0.48

(參考組)
(0.25-0.94)

<40
40-49
≧50

1.00
1.71
2.37

(參考組)
(0.88-3.34)
(1.15-4.92)

性別

年齡

學歷
碩士
1.00
(參考組)
博士
3.01
(1.68-5.40)
服務單位
診所
1.00
(參考組)
醫院
6.02
(3.45-10.49)
其他
1.52
(0.14-16.20)
教職
無
1.00
(參考組)
有
5.45
(3.12-9.52)
教職
無
1.00
(參考組)
非中醫院校
1.57
(0.57-4.29)
非教職
0.20
(0.11-0.37)
教職
無
1.00
(參考組)
副教授以上
13.16
(4.93-35.13)
助理教授
4.99
(2.17-11.49)
講師
3.17
(1.45-6.90)
教職
無
1.00
(參考組)
助理教授以上
7.54
(3.82-14.86)
講師
3.14
(1.44-6.83)
職等
2.31
(1.76-3.04)
註：1.使用本研究自行整理之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分析
2.性別校正年齡，年齡校正性別，學歷、服務單位、教職及職等分別校正性別及年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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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畢業後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數之複迴歸分析
之估計值

標準誤

p-value

性別
男
女

-1.13

0.83

0.18

1.04
3.48

0.86
1.00

0.23
0.001

5.09

0.88

<0.0001

2.87
-0.46

0.73
3.28

<0.0001
0.90

5.15

0.78

<0.0001

-4.99
-6.28

1.52
0.85

0.001
<0.0001

30.10
7.66
1.98
1.97

1.94
1.20
0.99
0.91

<0.0001
<0.0001
0.048
0.03

13.36
1.98
1.96

1.22
1.14
1.04

<0.0001
0.08
0.06

7.25
1.88
3.52

0.95
1.11
0.32

<0.0001
0.09
<0.0001

年齡
<40
40-49
≧50
學歷
碩士
博士
服務單位
診所
醫院
其他
教職
無
有
教職
無
非中醫院校
非教職
教職
無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教職
無
副教授以上
助理教授
講師
教職
無
助理教授以上
講師
職等

註：1.使用本研究自行整理之中醫師研究人力資料庫分析
2.性別校正年齡，年齡校正性別，學歷、服務單位、教職及職等分別校正性別及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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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不同人口特徵中醫師研究人力參與研究計畫率之百分比統計
Total (N)

男性

40-49 歲

博士學位

261

Yes

129

Yes

Yes

32

Yes

Yes

Yes

9

Yes

Yes

Yes

在醫院服務

參與研究計畫率
29.5
31.8
46.9

Yes

*中醫師研究人力係指取得中醫相關研究所碩士以上學位者

30

88.9

表 1-12、問卷內容信度
全部題目

1.

就讀博士班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2.

在教學醫院任職(含中醫醫院或西醫醫院中醫部門)會影響繼續

去除第 4 及第 10 題後

去除單題後與總
分之相關系數

去除單題後之
α值

去除單題後與總
分之相關系數

去除單題後之
α值

0.558

0.726

0.604

0.712

0.572

0.723

0.608

0.711

0.610

0.710

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3.

擔任大專院校教職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0.578

0.722

4.

有無取得研究經費補助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0.417

0.745

5.

門診診數太多會影響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0.426

0.745

0.411

0.744

6.

申請研究計畫的繁瑣程度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

0.448

0.743

0.448

0.740

意願?
7.

目前不容易取得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

0.402

0.748

0.391

0.747

8.

目前政府機構有關中醫藥研究經費的編列嚴重不足?

0.369

0.751

0.324

0.754

9.

未來政府機構應該增加中醫藥研究計畫經費的編列?

0.256

0.760

0.239

0.762

0.096

0.777

0.364

0.752

0.314

0.755

0.273

0.760

0.252

0.763

10. 任職基層院所之中醫師較不易參與研究計畫?
11. 目前缺乏對任職基層院所中醫師研究人力參與研究計畫之鼓勵
措施?
12. 建立基層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研究之模式，有助於增加參與基
層院所中醫師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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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3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 0.762

表 1-13、研究意願調查之因素分析
轉軸後的因子矩陣(a)
因子

研究意願
調查題號

1

2

3

4

2

0.958

-0.001

-0.023

0.153

3

0.904

0.055

-0.010

0.132

1

0.841

0.043

-0.004

0.173

8

0.005

0.877

0.215

0.015

9

0.019

0.697

0.061

-0.021

7

0.068

0.606

0.097

0.313

11

-0.014

0.192

0.856

0.148

12

-0.023

0.127

0.811

0.130

6

0.142

0.180

0.084

0.795

5

0.231

-0.020

0.195

0.573

萃取方法：主軸因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a. 轉軸收斂於 5 個疊代。

因第 4 題與第 10 題之共同性過低，而無法做區分
所以去除第 4 及第 10 題後做因素分析，將剩下 10 題分為上列 4 個構面
再將 4 個構面分別計算 值(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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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因素分析後不同構面之 值
題目
因素一
執業面
因素二
經費面

Cronbach's

1.就讀博士班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2.在教學醫院任職(含中醫醫院或西醫醫院中醫部門)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0.936

3.擔任大專院校教職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7.目前不容易取得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
8.目前政府機構有關中醫藥研究經費的編列嚴重不足?

0.810

9.未來政府機構應該增加中醫藥研究計畫經費的編列?

因素三
制度面

11.目前缺乏對任職基層院所中醫師研究人力參與研究計畫之鼓勵措施?

因素四
業務面

5. 門診診數太多會影響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12.建立基層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研究之模式，有助於增加參與基層院所中醫師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6. 申請研究計畫的繁瑣程度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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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9
0.674

值

表 1-15、研究意願調查之同意程度百分比分佈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5

4

3

2

1

就讀博士班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在教學醫院任職(含中醫醫院或西醫醫院中醫部門)會影
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擔任大專院校教職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有無取得研究經費補助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
願?
門診診數太多會影響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申請研究計畫的繁瑣程度會影響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
意願?
目前不容易取得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
目前政府機構有關中醫藥研究經費的編列嚴重不足?

15.8

26.6

10.8

33.8

12.9

2.99

1.330

0.449

13.7

33.8

7.2

33.1

12.2

3.04

1.310

0.373

15.1

30.9

9.4

31.7

12.9

3.04

1.326

0.375

41.0

43.9

7.2

7.2

0.7

4.17

0.900

<0.0001

28.8

56.1

7.2

5.8

2.2

4.04

0.888

<0.0001

29.5

56.8

7.2

4.3

2.2

4.07

0.857

<0.0001

30.9

50.4

15.1

2.9

0.7

4.08

0.799

<0.0001

46.0

43.2

9.4

1.4

0

4.34

0.708

<0.0001

9. 未來政府機構應該增加中醫藥研究計畫經費的編列?
10. 任職基層院所之中醫師較不易參與研究計畫?
11. 目前缺乏對任職基層院所中醫師研究人力參與研究計
畫之鼓勵措施?
12. 建立基層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研究之模式，有助於增加
參與基層院所中醫師繼續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

59.7

35.3

3.6

0.7

0.7

4.53

0.674

<0.0001

28.1

51.1

14.4

5.0

1.4

3.99

0.872

<0.0001

35.3

49.6

12.9

2.2

0

4.18

0.735

<0.0001

32.4

48.2

12.9

4.3

2.2

4.04

0.908

<0.0001

1.
2.
3.
4.
5.
6.
7.
8.

檢定值：3 ≤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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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單尾)

表 1-16、畢業後是否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之人口基本學變項及執
業狀況之分佈情形
畢業後是否參與研究計畫

全部樣本
(n=139)
N

%

No(n=59)
N

%

Yes(n=80)
N

%

性別

0.48

男

110 (79.1)

45 (40.9)

65 (59.1)

女

29 (20.9)

14 (48.3)

15 (51.7)

45.58±8.11

46.78±7.95

44.05±8.15

年齡,歲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及離婚

p-value

0.05
0.60

19 (13.7)

7 (36.8)

12 (63.2)

120 (86.3)

52 (43.3)

68 (56.7)

最高教育程度

<0.0001

博士畢業

49 (35.3)

10 (20.4)

39 (79.6)

碩士畢業

65 (46.8)

40 (61.5)

25 (38.5)

博士肄業

25 (18.0)

9 (36.0)

16 (64.0)

中醫教育訓練方式

0.02

中醫系畢業

61 (43.9)

18 (29.5)

43 (70.5)

學士後中醫系畢業

63 (45.3)

32 (50.8)

31 (49.2)

中醫師特考及其他

15 (10.8)

9 (60.0)

6 (40.0)

執業登錄狀況

0.03

登錄開業中醫師

71 (51.1)

37 (52.1)

34 (47.9)

登錄執業中醫師

68 (48.9)

22 (32.4)

46 (67.6)

是否兼領其他類醫事

0.21

人員證書
是

82 (61.2)

32 (39.0)

50 (61.0)

否

52 (38.8)

26 (50.0)

26 (50.0)

主要執業場所

<0.0001

公私立中醫醫院

12 (8.7)

2 (16.7)

10 (83.3)

西醫醫院中醫部門

44 (31.9)

9 (20.5)

35 (79.5)

中醫診所

82 (59.4)

48 (58.5)

34 (41.5)

執業科別

0.01

不分科

66 (48.1)

37 (56.1)

29 (43.9)

內科及婦科

55 (40.2)

19 (34.5)

36 (65.5)

針灸及傷科

16 (11.7)

3 (18.8)

13 (81.3)

是否為教職

<0.0001

是

88 (63.3)

19 (21.6)

69 (78.4)

否

51 (36.7)

40 (78.4)

11 (21.6)

註：使用問卷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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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畢業後是否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之羅吉斯迴歸分析
OR

95% CI

男

1.00

(參考組)

女

1.44

(0.49-4.25)

1.05

(0.97-1.12)

未婚

1.00

(參考組)

已婚及離婚

0.66

(0.17-2.49)

博士畢業

7.21

(2.40-21.67)

博士肄業

3.10

(0.96-9.97)

碩士畢業

1.00

(參考組)

中醫系畢業

2.73

(0.60-12.50)

學士後中醫系畢業

1.03

(0.23-4.52)

中醫師特考及其他

1.00

(參考組)

登錄開業中醫師

1.00

(參考組)

登錄執業中醫師

0.80

(0.19-3.45)

是

1.44

(0.59-3.52)

否

1.00

(參考組)

公私立中醫醫院

3.76

(0.37-38.50)

西醫醫院中醫部門

6.04

(1.39-26.37)

中醫診所

1.00

(參考組)

不分科

0.41

(0.07-2.31)

內科及婦科

0.51

(0.09-2.77)

針灸及傷科

1.00

(參考組)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態

最高教育程度

中醫教育訓練方式

執業登錄狀況

是否兼領其他類醫事人員證書

主要執業場所

執業科別

註：使用問卷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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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畢業後是否繼續參與中醫藥相關研究計畫之向後條件式羅吉斯迴
歸分析
OR

95% CI

博士畢業

7.04

(2.63-18.80)

博士肄業

2.86

(0.97-8.44)

碩士畢業

1.00

(參考組)

中醫系畢業

2.45

(1.05-5.75)

中醫師特考及其他

1.00

(參考組)

公私立中醫醫院

6.09

(1.10-33.72)

西醫醫院中醫部門

5.72

(2.20-14.87)

中醫診所

1.00

(參考組)

最高教育程度

中醫教育訓練方式

主要執業場所

註：使用問卷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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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問卷建議內容整理表
問卷編號 建議內容
A003

理事長：
您是中醫學術與公會政策運作的中柱
加油！讓我們一起為中醫之利益、發展、學術研究、教育盡心盡力

A026

中醫研究管道比較難在基層醫療中醫診所建立，一般比較適合在大型中醫醫院施
行，因此經費的分配會形成研究的重要影響原因；再者目前也存在集中大型醫院
的研究模式，因此很難兼顧基層醫療的臨床研究。

A031

政府編列之研究計畫及補助經費，應列冊函知中醫師全聯會，再由全聯會函知會
員，鼓勵中醫師參與，此資訊之公開極為重要

A037

國家對中醫藥研究人員鼓勵嚴重不足，包括教育部「醫師科學家」計畫，明顯屏
除中醫系畢業從事醫學研究者
中醫研究應側重在臨床，但臨床的研究若以傳統辨證論治方法來設計、統計，又

A053

稍嫌嚴謹度不足，無法提高論文價值！
但若著重在基礎研究，以動物試驗為模型，卻又與實際臨床有很大差距！
因此基層診所臨床治驗成功的案例，若能加以有系統的整理，給予合理的研究經
費，鼓勵基層中醫師的臨床研究是一條可行的路，謝謝主辦單位的用心，能傾聽
基層診所開業的心聲！辛苦了！

A067

廣納基層中醫診所加入臨床研究計畫，對實證醫學提供支持平台及經驗傳承，是
中醫界及患者的福氣

A069

對於參與醫學研究的醫師，是否會由公會列入課程組的講師，將其所學給予課程
計畫，相信會對醫師後續教育給予相當大的鼓勵

A073

中醫學術界百家爭鳴，莫衷一是，是中醫教考用的困難之處，也浪費了很多學習
摸索的時間，應有計劃地舉辦全台性的中醫專家會議，將西醫的治療弱點，療效
差的疾病進行心得經驗驗案交流，將目前中醫所能達到的輔助合作角色釐定清
楚，並訂好治療方針及概要，有效方藥確認記錄探討，治療困難處限制性釐清，
才能一階一階地往上墊高水準

A082

基層醫師因門診時間較易調配，時間自由，若能建立學術界之聯絡管道，相信能
提供更多學術研究的心力及人才

A087

1. 中醫藥委員會不要只補助大型計畫或只給教學醫院研究計畫
2. 可結合多家基層醫療院所做較臨床實證醫學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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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8

針對研究意願調查第四題建議：研究之領域可考慮在診治模式化上
1. 期待建立一套中醫診治之模式化，作為共用語言之用
2. 此一模式化需符合中醫中醫化，而不是中醫西醫化
3. 中醫化就是把五臟(六腑)之八網納入模式化
4. 此一模式化是可以圖示化的
5. 模式圖示化，就可以把每次門診跟以前病歷上之門診圖示化做比較，找到治
療之軌跡，做為各項評估之用
6. 模式化之建立，就是中醫臨床共同語言之建立，在各項日益增高之醫療糾紛
中，找到中醫立足之地位與憑據

A110

基層院所中醫師研究有很大的困難：
1. 儀器設備
2. 資料可靠正確性
3. 經費申報、採購、使用及監督
(醫院有使用採購監督審核嚴格制度─不會被隨便挪用，而西醫也是把經費給
各大醫院使用)
感謝施鈞長對「中醫師研究人力」繼續參與研究計畫這一區塊的重視和規劃推
動，具有劃時代的原創性概念和做法。

A118

1. 建立「基層院所中醫師參與臨床研究」之「模式」：內容願聞其詳。方法為
何?如能建立「主動整合式」的「聯絡網」(內含：教育訓練、臨床研究計畫、
經驗和訊息交流等)
2. 有關「中醫藥研究經費」並不一定要靠政府機構的編列預算。例如：接受企
業財團或病家委託，以專科專病研究，接受捐款資助，可以廣開財源…

A125

中醫的教學醫院與診所的健保給付標準應有所區隔，可以增加教學醫院及願意投
入臨床試驗發展的醫院中醫部的健保給付的點值，以鼓勵中醫人才投入教學及研
究，以改善目前中醫研究人力與臨床極度失衡的現況。
(個人的經歷：曾數次被同道嘲笑，投入中醫教學及研究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同道們寧願在基層診所賺錢)

A162

若欲強化中醫研究對中醫之助益，建議研究如何提升中醫研究之內涵

A178

對診所從業醫師而言，此份問卷恐有失偏頗

A200

醫師應分兩種：
1. 臨床醫師：認真看病
2. 研究醫師：認真做研究
各司其職，可互相配合！
要臨床醫師做研究計畫真的很辛苦，執行計劃的品質也不是很好，不如交給專門
做研究的醫師，臨床醫師可提供病患來源！

A213

中醫應該建立自己的研究模式，而非目前的 SCI 的模式，目前的研究方式只是一
味跟著西醫走，且由西醫背景的人來評核及審稿，這是非常可笑的，就好比你考
中文托福，卻由美國人來口試你，這是非常荒謬的。舉例來說：若以針刺三陰交
來做痛經的研究，雖然針刺的深度、時間、大小都講得很清楚，但痛經卻有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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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的不同，每個人的辯證、針刺的功力也差很多，所以有效率也會有很大的差
異。古人說：「婦科三陰交」初學者可能上網查 SCI paper，會發現有人說有效、
有人說沒效，對一個好的中醫師來講，根本不能當成臨床的依據。另外，中藥的
研究可笑的地方就更多了，此外不想再贅述。其實想說的只有一個，就是「建立
中醫自己的研究模式，才是解決中醫研究最大的課題。
A228

1. 應積極結合於大陸取得研究所學歷者參與
2. 設計研究模式使臨床醫師參與

A253

加油！

A295

大醫院設有中醫部門者：
1. 宜開設中西醫討論會
2. 住院病人疑難病例宜配合中醫治療後提出個案報告結果
3. 開設中醫急診科

A308

1. 可以部門預算切入看看，如中醫藥委員會的經費比值佔率
2. 加油！

A364

因為主持一個研究，雖然研究經費可觀，主持人所得的費用不高(如衛生署 6 千/
月，常由 4-6 個協同主持人平分)，是醫師不想執行研究計畫的原因

A370

鼓勵基層醫師參與研究需加強於研究執行品質，執行研究的人力及空間需列入後
續之提升研究基層醫師之參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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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對中醫藥相關學術研究有興趣
53.2%

進修需要

49.4%

升等需要
36.7%

教學需要

27.8%

工作需要
0%

20%

40%

60%

80%

100%

圖 1-1、畢業後繼續參與研究計畫原因分佈

沒有多餘時間

60.8%

缺少合作對象

33.3%

缺少研究計畫經費

31.4%

研究計畫申請或執行過於繁瑣

25.5%

研究計畫負擔過重

19.6%

其他

7.8%

對研究沒有興趣

3.9%

家人不支持

2.0%
0%

10%

20%

30%

40%

50%

60%

圖 1-2、畢業後沒有繼續參與研究計畫原因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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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表 2-1、2005~2008 年中風病人中風後一年內於中醫醫院、西醫醫院中醫部
門和中醫基層診所的醫療耗用情形
中醫醫院
就醫次數
平均數(標準差)
醫療費用
平均數(標準差)

中醫基層診所

(n=156)

西醫醫院中醫部
門(n=770)

4.02(5.92)

10.22(12.83)

6.99(9.08)

<0.0001

1,999(5,069)

9,136 (12,664)

4,629 (6,681)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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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n=3151)

表 2-2、中風後一年內有無使用中醫醫院之校正(Adjusted) Odds Ratio
N

Case(%)

OR.

95% CI

7918
5624

89(1.1)
67(1.2)

1.12
1.00

(0.81-1.55)
(參考組)

1038
1626
2518
8360

14(1.4)
31(1.9)
39(1.6)
72(0.9)

1.73
2.38
1.89
1.00

(0.94-3.18)
(1.53-3.71)
(1.27-2.81)
(參考組)

10135
3407

124(1.2)
32(0.9)

1.00
0.69

(參考組)
(0.46-1.05)

7057
6485

82(1.2)
74(1.1)

1.00
1.01

(參考組)
(0.72-1.41)

12528
1014

139(1.1)
17(1.7)

1.00
1.40

(參考組)
(0.81-2.41)

13052
490

154(1.2)
2(0.4)

1.00
0.36

(參考組)
(0.09-1.47)

6668
6874

77(1.2)
79(1.2)

1.00
1.17

(參考組)
(0.82-1.67)

10800
2742

120(1.1)
36(1.3)

1.00
1.17

(參考組)
(0.76-1.79)

11066
2476

136(1.2)
20(0.8)

1.00
0.69

(參考組)
(0.40-1.18)

12817
725
8.1±16.2

151(1.2)
5(0.7)
7.5±11.5

1.00
0.68
1.00

(參考組)
(0.25-1.82)
(0.99-1.01)

11149
2393

125(1.1)
31(1.3)

1.00
1.16

(參考組)
(0.77-1.73)

性別
女性
男性
年齡, 歲
0-44
45-54
55-64
≥65
糖尿病
否
是
高血壓
否
是
高血脂
否
是
抗凝血藥
否
是
抗血小板藥
否
是
降血脂藥
否
是
ICU 病房
否
是
手術
否
是
住院天數, 平均數±標準差
復健
否
是

43

表 2-3、中風後一年內有使用中醫醫院次數之校正(Adjusted) Rates Ratio
Rates ratio

p-value

女性
男性(參考組)
年齡, 歲

0.93

0.69

0-44
45-54
55-64
≥65(參考組)
糖尿病
否(參考組)
是
高血壓
否(參考組)
是
高血脂
否(參考組)
是
抗凝血藥
否(參考組)
是
抗血小板藥
否(參考組)
是
降血脂藥
否(參考組)
是
ICU 病房
否(參考組)
是
手術
否(參考組)
是
住院天數
復健
否(參考組)
是

0.43
0.70
0.81

0.02
0.13
0.32

0.80

0.36

1.02

0.90

1.18

0.57

1.22

0.80

1.35

0.12

0.76

0.27

0.66

0.21

1.82
1.02

0.28
0.02

0.86

0.49

性別

Rates ratio：根據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所估計出之 rate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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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中風後一年內有無使用西醫醫院中醫部門之校正(Adjusted) Odds
Ratio
N

Case(%)

OR.

95% CI

女性
男性
年齡, 歲

7918
5624

447(5.7)
323(5.7)

1.05
1.00

(0.91-1.23)
(參考組)

0-44
45-54
55-64
≥65
糖尿病
否
是
高血壓
否
是
高血脂
否
是
抗凝血藥
否
是
抗血小板藥
否
是
降血脂藥
否
是
ICU 病房
否
是
手術
否
是
住院天數, 平均數±標準差
復健
否
是

1038
1626
2518
8360

64(6.2)
106(6.5)
190(7.6)
410(4.9)

1.20
1.31
1.57
1.00

(0.90-1.60)
(1.04-1.65)
(1.31-1.88)
(參考組)

10135
3407

590(5.8)
180(5.3)

1.00
0.86

(參考組)

7057
6485

426(6.0)
344(5.3)

1.00
0.90

12528
1014

694(5.5)
76(7.5)

1.00
1.37

13052
490

739(5.7)
31(6.3)

1.00
1.17

6668
6874

408(6.1)
362(5.3)

1.00
0.93

10800
2742

605(5.6)
165(6.0)

1.00
1.12

11066
2476

580(5.2)
190(7.7)

1.00
0.94

12817
725
8.1±16.2

700(5.5)
70(9.7)
15.5±21.0

1.00
1.10
1.02

11149
2393

641(5.8)
129(5.4)

1.00
0.97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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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04)
(參考組)
(0.77-1.05)
(參考組)
(1.05-1.79)
(參考組)
(0.80-1.71)
(參考組)
(0.79-1.10)
(參考組)
(0.92-1.38)
(參考組)
(0.75-1.16)
(參考組)
(0.80-1.51)
(1.01-1.03)
(參考組)
(0.80-1.19)

表 2-5、中風後一年內有使用西醫醫院中醫部門次數之校正(Adjusted) Rates
Ratio
Rates ratio

p-value

0.96

0.58

1.52
1.15
1.22

0.01
0.25
0.03

1.03

0.74

0.95

0.55

0.99

0.98

0.68

0.06

1.01

0.88

1.11

0.32

1.16

0.18

0.91
1.01

0.53
<0.0001

0.89

0.25

性別
女性
男性(參考組)
年齡, 歲
0-44
45-54
55-64
≥65(參考組)
糖尿病
否(參考組)
是
高血壓
否(參考組)
是
高血脂
否(參考組)
是
抗凝血藥
否(參考組)
是
抗血小板藥
否(參考組)
是
降血脂藥
否(參考組)
是
ICU 病房
否(參考組)
是
手術
否(參考組)
是
住院天數
復健
否(參考組)
是

Rates ratio：根據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所估計出之 rate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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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中風後一年內有無使用中醫診所之校正(Adjusted) Odds Ratio
N

Case(%)

OR.

95% CI

女性
男性
年齡, 歲

7918
5624

1743(22.0)
1408(25.0)

1.23
1.00

(1.13-1.33)
(參考組)

0-44
45-54
55-64
≥65
糖尿病
否
是
高血壓
否
是
高血脂
否
是
抗凝血藥
否
是
抗血小板藥
否
是
降血脂藥
否
是
ICU 病房
否
是
手術
否
是
住院天數, 平均數±標準差
復健
否
是

1038
1626
2518
8360

316(30.4)
513(31.6)
745(29.6)
1577(18.7)

2.13
2.13
1.84
1.00

(1.83-2.48)
(1.88-2.41)
(1.66-2.04)
(參考組)

10135
3407

2331(23.0)
820(24.1)

1.00
1.04

(參考組)

7057
6485

1595(22.6)
1556(24.0)

1.00
1.20

12528
1014

2832(22.6)
319(31.5)

1.00
1.47

13052
490

3057(23.4)
94(19.2)

1.00
0.88

6668
6874

1648(24.7)
1503(21.9)

1.00
0.91

10800
2742

2447(22.7)
704(25.7)

1.00
1.08

11066
2476

2752(24.9)
399(16.1)

1.00
0.57

12817
725
8.1±16.2

3020(23.6)
131(18.1)
6.9±11.0

1.00
1.04
0.99

11149
2393

2576(23.1)
575(24.0)

1.00
1.06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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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15)
(參考組)
(1.10-1.31)
(參考組)
(1.26-1.70)
(參考組)
(0.70-1.11)
(參考組)
(0.83-0.99)
(參考組)
(0.97-1.21)
(參考組)
(0.50-0.66)
(參考組)
(0.83-1.30)
(0.994-1.00)
(參考組)
(0.95-1.18)

表 2-7、中風後一年內有使用中醫診所次數之校正(Adjusted) Rates Ratio
Rates ratio

p-value

女性
男性(參考組)
年齡, 歲

0.96

0.24

0-44
45-54
55-64
≥65(參考組)
糖尿病
否(參考組)
是
高血壓
否(參考組)
是
高血脂
否(參考組)
是
抗凝血藥
否(參考組)
是
抗血小板藥
否(參考組)
是
降血脂藥
否(參考組)
是
ICU 病房
否(參考組)
是
手術
否(參考組)
是
住院天數
復健
否(參考組)
是

0.93
1.11
1.01

0.30
0.07
0.92

0.97

0.48

0.99

0.95

1.03

0.69

0.82

0.07

0.98

0.57

1.05

0.33

1.02

0.81

0.93
1.01

0.50
<0.0001

1.11

0.048

性別

Rates ratio：根據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所估計出之 rate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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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2006-2010 年參與西醫住院中醫會診的醫院其平均每人次數與費用
年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醫院數

14

18

21

24

28

病人數

878

1825

2353

3095

3629

就醫次數
平均數(標準差)
醫療費用
平均數(標準差)

12.35
(11.57)
12,501
(12,707)

14.06
(14.08)
14,166
(14,119)

14.94
(15.11)
15,475
(15,383)

13.85
(15.31)
14,609
(15,601)

11.92
(11.57)
13,596
(12,762)

表 2-9、中醫醫院、西醫醫院中醫部門和中醫基層診所於 2010 年參加腦血
管後遺症計畫下醫療耗用情形
中醫醫院
(n=35)
就醫次數
平均數(標準差)
醫療費用
平均數(標準差)

西醫醫院中醫部
門(n=1662)

中醫基層診所
(n=653)

p-value

22.86(22.09)

16.83(18.10)

16.28(18.70)

0.1141

22,170 (20,062)

14,220(14,909)

13,278 (15,025)

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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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006-2010 年參與西醫住院中醫會診平均就醫次數

圖 2-2、2006-2010 年參與西醫住院中醫會診平均就醫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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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來中醫藥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管理
對策
陳甘霖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計畫以瞭解國內中醫藥現況與困境，擬訂未來管理策略及建議方案，促進
產業發展及國際交流合作為目標。期透過本計畫之推動，深入瞭解國內中醫藥產
業現況及所遭遇之困境與相關產學之生技發展情形，尋求國際合作之機會，突破
困境對策，促進產業發展。

研究方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蒐集中醫藥相關產業名冊
擬定訪談大綱及徵詢各單位接受訪談意願。
與中醫藥委員會確認訪談名單
進行業者實地訪談
進行各國駐台辦事處訪談
召開產官學研專家座談會
擬訂未來中醫藥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管理策略及建議方案

結果討論：
一、 進行業者實地訪談，共計 13 家
二、 召開 2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一) 10 月 25 日/中醫產業組專家學者座談會
(二) 10 月 27 日/中藥產業組專家學者座談會
三、 建議
(一) 建立臺灣中藥材 GACP 認證制度。
(二) 推動中藥飲片工廠 GMP。
(三) 推動臺灣中醫藥精品形象、中醫藥國際化、中藥產業多元化發展。
(四) 推動中醫藥之健康養生醫療觀光產業。
(五) 推動中西醫整合。
(六) 推動中藥製劑健保給付品質分級制度。
(七) 合理規範中成藥廣告宣傳。
(八) 醫師法宜修入中醫師專章。
1

(九) 推動中藥產品外銷法規鬆綁。
關鍵詞：中醫藥、專家座談會、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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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0-RD-043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Trend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he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Ganlin Chen
Chines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rying to catch the opinions from different arena: Chinese
Medical Doctors; Chinese Medicine Manufactures; Chinese Herbal farmers and
distributors; professors and experts from the fields, and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irteen visitings and two forums were processed.
The opinions were from the experts of: herbal biotechnologies, herbal
pharmaceuticals, herbal GAPs,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nd clinics,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 and three embassies and agents in Taiwan etc...
All the interview-reports, minutes of expert forums, and suggestions from
academics, manufacturers, consultants, foreign certification guidances for: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Chinese herbal dispense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actitioner,
and acupuncturist, and guidance for herbal drug application were sorted and submitted
to our government for flourishing our Chinese Medicine.
The interview-opinions were discussed by expert forums;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achieved and listed as below:
1. to establish GACP certification system for Taiwa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TM),
2. to promote GMP system for pla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3. to promote the image of our TCM product; to aim 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CM.
4. to promote the TCM-tourism business.
5.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6. to urge NHI to reimburse TCM by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oduct quality
7. to standardize the advertisement of TCM reasonably.
8. to amend a special chapter of TCM physicians in law.
9. to promote the deregulation of TCM exportation.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forum of experts; prosper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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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全球預防醫學興起、保健意識提升、在健保有限的資源運用
下，健全醫藥產業，自我照護與自我藥療為全球趨勢。中藥因為有“治療未
病”的特性，臨床經驗顯示不少中藥可彌補西藥之不足，發揮另類醫療領域
的功效。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中醫藥產業在我國未來產業發展中顯現
其重要性。
一、全球中醫藥產業發展趨勢
在歐美地區，民眾對於漢方、植物藥的接受度愈來愈高，中草藥市場
規模日益擴大，加上正統療法對於疾病的治療具有一定程度的副作用，且
對於某些疾病仍無具體的相關對策，如癌症、愛滋病、B 型肝炎等，促使
民眾願意嘗試其他的替代療法，並使用漢方保健食品來預防疾病等。這股
風潮恰好符合東方傳統醫療習慣，於是傳統醫學(TM)或補充替代醫學(CAM)
因而逐漸再被重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03 年統計顯示，在中國，傳統中
藥配方使用量占總藥品消費量的 30-50%；非洲國家迦納、馬利、奈及利亞、
尚比亞等，對於孩童因瘧疾所引起的發燒症狀，約有 60%的孩童會先在家
中接受中草藥的治療。而在歐洲、北美洲和其他工業化國家，超過 50%的
人口曾接受過補充替代醫學療法；尤其是在德國地區，約有 90%人口曾接
受過天然療法。顯示傳統醫學相關療法在開發中國家已普遍被使用，而在
工業化國家使用程度則是迅速擴增。目前中國、日本、韓國、德國、美國
為全球漢方、植物藥市場需求與發展最活絡的國家，而未來北美及新興市
場成長的速度將高於西歐及亞洲市場的成長幅度。
二、未來影響中醫藥產業之環境變化及其重要性
(一) 全球高齡化人口增加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統計（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UNPD）
，全球人口在 2005 年突破 64 億人，65 歲以上銀髮族人數
約占 7.4%，已達 WHO 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這也間接促使疾病預
防產品的發展，使得營養保健相關產品，在市場上產生優勢地位。
(二) 全球疾病變遷
慢性病（Chronic Disease）成為人類健康面臨的主要威脅之
一，相關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中風、癌症、慢性呼吸性疾病及
糖尿病。
(三) 自我照護（Self-Care）意識抬頭
隨著健康意識觀念的建立，源於「自我照護」概念的新興市
場逐漸成形，消費者持續認知到食物可以提供健康上助益和輔助
疾病管理，使得許多食品被朝向疾病預防與個人健康維護開發。
(四) 補充與替代療法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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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已開發國家而言，補充與替代醫學（CAM）的興起，
或許可歸因於民眾對化學合成的藥品所引起副作用之疑慮、對現
代醫學療法的疑問以及大量公開健康資訊教育等因素。相對地，
傳統醫學也被認為具有解決現代醫學無法有效治癒疾病之潛力，
如慢性疾病、癌症、愛滋病、肝炎等。此外，人們因平均壽命延
長而增加罹患慢性病的風險，雖然現代醫學已有豐富的治療經驗
施予患者，卻仍不能滿足患者對疾病治癒的期待，補充與替代醫
學在歐美國家醫療制度裡扮演日益增加的角色。
三、中醫藥產業鍊
從藥材種植、藥材供應、生產製造、加工、包裝、行銷到通路，簡述
中醫藥產業鍊如下：
大體來說，臺灣藥材來源 90%為中國大陸，但目前建立統一的檢測標
準有相當之困難，退貨或銷毀的安全機制也待建立。當中藥材入臺灣海關
後會分別輸至中藥房、中藥廠和中藥材零售商。但除了中藥廠必須檢測分
析來源之外，中藥房僅依據經驗辨識來源，而零售商目前缺乏檢驗，其品
質及安全性有缺口。目前臺灣有中藥房、中藥材零售商 12,000 多家，進口
藥材的業者有 10 多家。必須克服的問題包括，臺灣中藥產業藥材來源仰賴
進口，品質難以監控，且臺灣環境及人工成本限制不利本國栽種，中藥藥
材規範尚未建立，外銷不易；進入大陸市場需以新藥查證登記，外銷大陸
不易；兩岸法規未協合化且未相互認證。政府相關單位除了協助業者技術
研發有優良的生產技術及高水準的研發環境，也有 GMP 品質管控，發展的
中藥濃縮製劑在日本、韓國、香港有穩定的市場。
根據中醫藥委員會資料顯示，目前全臺灣約有 3,000 餘家中醫診所，研
究顯示多集中於台北市、台北縣(新北市)、台中市、台中縣等四縣市，且分
佈成兩極化，家數多的縣市越多，家數少的縣市的越少之趨勢；中醫健保
自 2000 年即實施總額支付，對中醫院所及中醫師的人力及分佈亦有重大
的影響。
四、我國中醫藥產業發展面臨之主要問題
(一) 藥材之源頭管理
目前中草藥產業化的最大困難，即中草藥來源品質的不穩
定。國內的中草藥 90%以上是從中國進口，廠商常面臨每年進口
的品質跟來源不一之困擾，來源影響品質穩定性，若無法一致，
就不符合「植物優良農業栽培規範（GAP）」的生產要件，後續有
關提煉中藥成分更是難以執行。因此必須落實藥材之源頭管理，
建立兩岸藥材安全管理機制，將不良藥材阻絕於境外，以解決自
大陸進口中藥材之安全衛生問題，保障民眾消費權益及用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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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基原鑑定」亦為中草藥發展的瓶頸，該如何判斷哪一種中草
藥才是基原植物？所謂基原植物即道地藥材，在未來的發展上被
認定具有藥效的原植物。此外，中草藥有效成分的認定，必須透
過嚴謹的科學驗證來決定，如此一來所發展的產品，在經歷了有
效性與安全性的確認，才具有行銷國際的潛力。
(二) 廠商規模普遍較小且市場待開發
目前中草藥產業廠商可分為三大類(如前述)，主要的應用範圍
則包括保健食品、化妝品等，而其中除了幾家上市櫃公司及主要
中藥製劑廠商之外，大多數廠商仍屬於中小企業。如何提高中醫
藥的能見度，並擴大市場規模，增加中醫藥業產值，是目前追求
的目標。另外中藥濃縮製劑仍高度仰賴健保市場，然而國內健保
財政吃緊，長期未見合理化的中藥給付制度，也是市場無法成長
的重要因素。
(三) 兩岸醫藥對中藥成藥管理原則懸殊
除毒劇藥外，中藥經典方已使用多年，安全上大多無疑慮。
又經現代科學方法驗證，用於症狀緩解，藥效溫和，符合成藥特
性，應該可以走向成藥的方向。然目前兩岸中藥成藥管理原則懸
殊，導致無法提高臺灣中醫藥產業之競爭力，更限制了往國際發
展之機會。
(四) 中草藥新藥研發不易
中草藥新藥研發備受國際市場關注，而國內廠商亦積極投入
中草藥新藥的研發工作。新藥開發耗費時間長久、研發經費需求
龐大、具有諸多法規限制特色、資金短缺等皆為廠商共同面臨的
困境，因此一旦營業收入下滑，沒有收益來支付研發費用，便容
易出現虧損的態勢。另外，即使成功開發新藥，也並不保證獲利。
為進一步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落實醫藥衛生體制改
革任務，中國國務院在 2009 年 4 月 21 日（中發〔2009〕6 號）提
出《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堅持中西醫並重的方
針，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提出以下意見，並分別有較具體措施，
相當值得我進一步研究分析與借鏡參考：
1. 充分認識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2. 發展中醫藥事業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3. 發展中醫醫療和預防保健服務
4. 推進中醫藥繼承與創新
5. 加強中醫藥人才隊伍建設
6. 加快民族醫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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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提升中藥產業發展水準
繁榮發展中醫藥文化
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
完善中醫藥事業發展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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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 實施方法：
本計畫以瞭解國內中醫藥現況與困境，擬訂未來管理策略及建議方
案，促進產業發展及國際交流合作為目標，其預定實施方法如下：
(一) 蒐集中醫藥相關產業名冊
依中草藥生技公司、中藥廠、中草藥 GAP、中醫醫院、各國使館
及駐台辦事處…等不同單位，進行中草藥產業鍊名冊蒐集及彙整。
(二) 擬定訪談大綱
擬定訪談大綱及徵詢各單位接受訪談意願。
(三) 與中醫藥委員會確認訪談名單
依產業名冊與擬定之訪談大綱，討論篩選適當之訪談對象，以便進
行後續實地訪談作業。
(四) 進行業者實地訪談
安排訪談時程，並進行實地瞭解產業之現況與面臨之困境。
(五) 進行各國駐台辦事處訪談
接洽有意接受拜訪之各國使館或駐台辦事處，瞭解當地中醫藥市
場、法規、專利智財等相關資訊，提供國內中草藥廠拓展外銷與投
資合作之機會。
(六) 召開產官學研專家座談會
彙整訪談意見與建議，設定座談議題，安排 2 場專家會議，邀請產
官學研各界人士進行意見溝通。
(七) 擬訂未來中醫藥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管理策略及建議方案
彙整專家座談會之結論，擬訂建議方案或相關政策及研究方向，供
中醫藥委員會作為制訂未來政府對產業輔導或鼓勵方案及具體措
施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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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行步驟

蒐集相關訪談名冊
˙中草藥 GAP ˙中藥廠
˙中草藥生技公司
˙中醫醫院
˙使館/駐台辦事處

擬定訪談大綱
˙擬定訪談大綱
˙徵詢訪談意願

確認訪談名單

進行駐台辦事處訪談

進行業者/醫院訪談

召集專家委員會
及寄發邀請函

擬定專家委員會
討論題綱

召開 2 場專家座談會

彙整建議結論

擬訂政策方向與
具體建議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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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及場地安排

參、結果
一、 蒐集相關訪談名冊
(一) 針對藥材源頭、製造生產、中草藥研發、臨床應用、市場通路及國
際合作…等議題，進行中草藥產業鍊名冊蒐集。
(二) 參考經濟部工業局「2010 臺灣生技產業新興生技公司名錄」及透
過中醫藥委員會、外交部網站，蒐集並彙整中草藥生技公司、中藥
廠、中草藥 GAP、中醫醫院、各國使館及駐台辦事處名冊。
二、 擬定訪談大綱
(一) 5 月 12 日召集計畫相關人員進行計畫執行溝通會議，初步擬定訪
談大綱內容並討論訪談名單。
(二) 6 月 23 日中醫藥委員會回覆訪談大綱、訪談對象與邀請公文內容
之建議。
三、 進行業者及各國駐台辦事處實地訪談
(一) 7 月 8 日及 8 月 4 日分別正式行文並檢附本計畫訪談大綱及訪談預
定表，邀請業者及各國駐台辦事處接受實地訪談。
(二) 完成 13 家實地訪談紀錄
項次
日期
單位
阿桐伯生物科技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施琇雄
1
8 月 10 日
總經理
2
8 月 10 日 九鼎生物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 楊建新總經理
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駐華商務處處長
3
8 月 11 日
Mdm Jamaliah Jamaludin (賈瑪雅)
4
8 月 15 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門診中心 陳旺全醫師
5
8 月 16 日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李威著總經理
6
8 月 17 日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張永賢教授
7
8 月 23 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張定霖組長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 Mr. Hans Fortuin
8
8 月 24 日
(傅康)
9
9 月 1 日 中州科技大學健康學院 劉新裕院長
10
9 月 8 日 澳大利亞商工辦事處 黃進發經理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張永
11 9 月 21 日
勳教授
12 10 月 7 日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王雪玲總經理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產服處 鄧寶
13 10 月 7 日
蓮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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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外駐台代表處之實地訪談，主要是為了解駐台辦事處能提供之資
訊及能協助之處，均於訪談紀錄中陳述彙整，雖事先以公函方式邀
請並提供訪談議題，仍需透過私交請託方能進行；另由於駐台代表
處之業務重點、過去經驗…等，無法於此次計畫訪談中提供切題的
答覆，除澳大利亞商工辦事處有提供相關資訊外，其他相關法規及
市場資訊均為自行蒐集。
四、 召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座談會
(一) 彙整訪談意見與建議，分為中醫產業及中藥產業 2 組議題，安排專
家學者會議，邀請產官學研各界人士進行意見溝通。
(二) 10 月 25 日召開中醫產業組專家學者座談會
(三) 10 月 27 日召開中藥產業組專家學者座談會
五、 擬訂未來中醫藥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管理策略及建議方案
完成「探索未來中醫藥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管理對策」建議案乙份（詳
P27-29 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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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計畫就中醫藥產業鍊，從原料、成品、行銷到通路，以及各個產業
鏈分別所需的人才養成教育、法規、研究進行探討，歸納彙整實地訪談與
專家學者座談會之意見如下，(除 GAP 的執行應屬政府或民間之外)，無不
同意見。
專家學者座談會認為 GAP 的執行，需靠政府推動。
關於原料方面
議題
一、 推動臺灣 GACP 認證制
度

共同建議
1. GACP 國際化腳步是將來必須面對的，經濟部推
動一個願景，希望在 2015 年推動農產品的產銷
履歷制度，若 GACP 能進一步跟履歷追溯系統結
合，將可建立一套很好的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臺灣良好農業規範實施
及驗證(TGAP)＋履歷追溯體系(Traceability)。
2. 推動臺灣中藥材 GACP 認證制度可參考食品方面
的資料與經驗。亦可參考農糧署農作物規範，再
依品項做個別化修正。
3. 建議可根據大陸、日本現有的規範作參考，再依
據臺灣的條件，作修改或增刪，例如：制定一套
臺灣的限量標準等。規範制定後要落實，不只是
應用在臺灣，更要建立一個模式，適合用在其他
受臺灣所委託的不同國家之廠商，像是包括臺灣
委託大陸採集、製造等製程，都要可以受到臺灣
GACP 的規範。
原有 1 及 2 兩種不同建議如下：
1. 農產品的產銷履歷制度，首重驗證制度、履歷的
追溯系統，除藉由民間團體自發性發起，運用組
織力量來推動臺灣 GACP 認證制度，尚須要有一
些驗證機構的建置，因此必須有政府機關(如經濟
部、中藥委員會)的介入及支持輔導民間團體取得
認證。
2. 建議由產業公協會提出認證制度建立之需求，再
經由政府相關部會協助，訂定法規標準。而在實
質推動方面，則由產業公協會與學術研究單位共
同配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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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二、 進口藥材之安全把關

三、 有效確保市場上中藥材
之品質與安全

共同建議
1. 在臺灣本地生產不具發展潛力，還是在大陸當地
生產，而在臺灣申請認證，建立產業化及制度
化，將具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
2. 中藥材進口實施境外檢測只能做到初步安全把
關，實施生產履歷制度絕對是最有效的方法，但
現實面會有很大的困難，建議現階段可由政府協
助中藥廠建立上游藥材供應商管理機制。
1. 建議參考農試所的草案，在符合臺灣土地及氣候
條件下，挑選具有高經濟價值之品種或中藥材種
植，以達到最高經濟效益。
2. 臺灣目前約有 400 種作物有試種成功之案例，建
立這些作物栽培技術，其技術不只可應用在臺灣
而已。若中藥產業有此需求，未來可與農業相關
部門專家共同合作。相關資訊可上農委會「知識
入口網」查詢。
3. 以臺灣的技術水準而言，任何品項皆可種植，但
是沒有人願意高價收購，因此在提供原料方面，
在臺灣自行栽種之藥材必需考慮優於其他地區
的特色，例如臺灣花蓮自產的丹參，因丹蔘酮含
量高而吸引藥廠採購鮮品，為農民創造商機與利
潤。因此應先選出適合臺灣氣候生長的藥材品
項。
4. 臺灣樟芝種植品質良好，但在大陸沒有這個品
項，屬於臺灣的土特產，建議可參考大陸的做
法，從藥食同源品種先下手。
5. 中藥商公會與主管機關合作研訂市售中藥材品
質與安全標準並據以實施，另加強培育中藥基原
鑑別專才、增加合格委託試驗機構及市售品品質
監測等配套措施，將有一定程度的成效。
6. 建議政府推動獎勵機制，鼓勵廠商確實執行包裝標
示及檢驗。安全把關更要從消費者做起，讓消費者
有正確觀念，宣導購買時認明安全標章，並得到社
會的認同。
7. 建議政府應先針對中藥材加以明確定義，並制定
中藥材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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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成品生產/製造方面
議題

共同建議

一、 推動中藥製劑服用方便
性

1. 在濃縮製劑上，確定原料的品質，符合安全衛生標
準，提升藥效及方便性，再進而改變劑型，如膜衣
錠…等。
2. 傳統中藥部分，可以在炮製上作努力，以提昇中
藥的品質。
3. 中 藥 製 劑 應 該 有 好 的 生 產 方 法 和 高 品 質 的 水
準，以日本為例，日本年輕人會隨身帶小包裝葛
根湯，因為日本的漢方攜帶方便且使用簡單，所
以廣被年輕人所接受使得民眾能夠有興趣去使
用，是值得探討的。
二、 推動中藥飲片 GMP 工廠 推動中藥飲片 GMP 工廠觀念，建議藥品的品質、
包裝和標示由上游把關。
關於行銷方面
議題
一、 推動臺灣中醫藥精品形
象

共同建議
1. 建議進行消費群調查，以明確抓住市場脈動，發
展相關產業。
2. 中醫藥精品形象應重新包裝，並依中藥的屬性屬
科、作用、基源鑑定、保存期限、儲存方法標示
清楚。
3. 塑造臺灣中藥製劑精品形象方面，可比照食品、
肉品的優良認證制度，建立中藥產品優良認證標
章，提供消費者判斷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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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共同建議

二、 推動中醫藥國際化

三、 推動中藥產業多元化發
展

1. 臺灣中藥製劑在國際市場已樹立質優的形象，除
推廣國內中藥廠實施 GMP 品質之成效，外銷時
宜加強包裝形象。
2. 廠商應考慮在製程上比別廠更有特色，或說服健
保局、說服醫師用特色藥，以建立形象，進而開
拓國際市場。
3. 可採國際合作的計畫方式，借用國際夥伴的資
源，有利開拓國際市場。例如：大陸同仁堂跟美
國威爾康辛州的花旗參合作模式可供參考。
4. 臺灣藥廠不可能只提供內需，應該多做外銷，可
把主力放在東南亞，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
等及歐美國家之市場開發。
1. 臺灣目前贏在大陸的地方是在於品牌行銷，以及
專精於高精純植物萃取物品項。
2. 考慮做成食療性的複方藥膳，以與傳統飲片和第
一線消費者的市場做區隔。

關於醫療及通路方面
議題
一、 推動中醫藥之健康養生
產業
二、 推動中醫醫療觀光產業

共同建議
推動中醫藥之健康養生產業，除疾病醫學外亦應同
時發展健康醫學產業。
1. 中醫師可結合產業與中藥的推廣，進行醫療觀光
產業的發展。
2. 中醫醫療觀光產業國際宣傳不足，建議由私人企
業財團經營，比較容易成功。
3. 目前經濟部補助成立「觀光中藥廠」，建議能在
此相關宣傳及活動訊息方面積極投入，多舉辦中
藥廠參觀活動，藉以向民間推廣中醫藥之正確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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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三、 推動中西醫整合議題

四、 創造中醫藥國際化的機
會

共同建議
1. 建議臺灣需有現代化的中醫醫院，以中醫為首、
西醫團隊進駐輔助。
2. 中西醫整合方面，除政府支持外，建議公協會與
產業間可多舉辦相關活動以促進交流。
3. 中醫師無法靈活應用，如不能使用西醫儀器設備
診斷，因此需從法規面修正，使中西醫能更加充
分靈活運用。
4. 應該開放讓同時擁有雙執照的醫生可使用中西
醫兩方面的資源，以達成中西醫整合的效果。
建議先以針灸療法打先鋒，再以國外形式發展進行整
合
關於法規方面

議題
一、 推動中藥製劑健保給付
合理化

共同建議
1. 廠商最需要的就是健保局的健保藥價調整，健保
局補助中藥總額固定 30 元/天，給付之藥價並無
法反應成本，恐影響藥品品質及藥效。
2. 濃縮中藥要求愈趨嚴格，建議可比照日本推動不
同價格給付之分級制度。
3. 建議應鼓勵符合 GMP 認證的中藥廠，提供業者
獎助措施。
4. 對於為提升品質而添購儀器設備之廠商，政府應
給予投資抵減相對比例之鼓勵措施。
5. 建議政府多鼓勵符合 GMP 之優良中藥廠，如提
供貸款額度、實施中小企業優惠措施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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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二、 合理規範中成藥廣告宣
傳及推廣

三、 健全中西醫並重體系

四、 推動醫師法加入中醫師
專章

共同建議
1. 目前廣告罰則過重，應放寬。中成藥具有市場
性，應鼓勵發展。
2. 在民眾自費醫療部分，如一般 OTC 或是養生保
健這部分如果能夠在法規上提供較合理的改變
及調整，能提供更優質的保健產品給民眾，但建
議在用藥安全上有更加嚴謹的規範。
3. 建議政府可擴大增列乙類成藥，讓中藥通路市場
放寬，可在超商等一般通路販售。
4. 法規若能夠讓中藥成藥的定義重新規範，讓更多
更好安全製劑，用成藥的方式進入市場，對消費
者或廠商，可以把市場活絡起來創造更大的產值
應是很重要的課題。
5. 審查單位應准許中藥廣告中使用通用白話文，使
中藥的療效廣為民眾所接受和理解，容易造成一
般民眾無法理解，建議只要不牽涉誇大療效詞
彙，可放寬廣告相關限制。
6. 目前臺灣中藥困境，建議可效仿美國 Grandfather
Drug，將 1949 年以前即已普遍使用的藥品列入
食品來管制，而這部份健保就不必給付，也不必
列入藥品加以管理，藥廠則不必擔心健保不給
付，或許這樣反而能找到不同的行銷方式。
1. 政 府 對 於 中 醫 藥 之 管 理 系 統 及 定 位 均 出 了 問
題，目前除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外，各縣市
衛生局缺乏中醫藥相關執行單位，造成上意無法
下達，政策無法有效執行。
2. 目前中醫的決策都由西醫決定，無法真正反映中
醫師需求，中醫無自我舞台，應加強修訂法規。
目前無中醫師相關專章，建議在醫師法內另闢相關
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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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五、 推動外銷法規鬆綁

六、 加強與國際中醫藥法規
協合化

共同建議
1. 受限於各國法規差異，目前中藥廠外銷產品指定
配方大部分無法取得我國自由販售證明，讓業者
可以順利出口到將中草藥列為食品管理的國家。
2. 中藥產品目前通常以保健食品模式外銷，但國內
卻以藥品方式規範，且目前中醫藥委員會並無權
限核定食品生產許可，建議國內衛生主管機關成
立單一窗口管理以順利銜接。
3. 法規應多鬆綁，建議政府站在監督的立場，主要
在訂定政策方向，執行面則由產業公協會進行較
為恰當。
4. 建議政府可針對業者對新市場開拓或開發先進
國家醫藥市場、其產品達到新國際規標及檢驗實
驗室達到 FDA 藥物化粧品水準或 TAF ISO 17025
認證…等，適當提供減免營業稅或投資抵減…等
獎助措施。
5. 對於積極努力開拓國際市場有成之藥廠，政府應
適當給予認證或鼓勵方式。
6. 建 議 政 府 收 集 出 口 其 他 國 家 所 需 要 的 相 關 資
料，如查驗登記規定、相關費用、許可證申請、
臨床試驗證明文件..等，提供藥廠產品外銷之參
考。
1. 應多加強國際醫療交流，與別的國家進行法規協
合化，加強國際交流，尤其可參考日本、韓國的
法規制度。
2. 在國際法規協合化方面，過去皆由業者外銷自發
性配合，建議由政府主動結合駐台辦事處進行交
流與協商，協助業者開拓外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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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育/人才養成方面
議題
培育日益流失的中醫藥人才

共同建議
1. 推展國際市場應作十年、二十年的長期規劃，可
擴大中醫學院招收國外學生人數，將臺灣科學中
藥的知識教授外國學生，畢業後藉由他們帶回自
己的國家，如此應可較順利推廣科學中藥在國際
市場上的使用。
2. 製藥產業應多辦教育訓練，醫藥教育應該從小做
起，以培養世界觀。
3. 韓國中醫學校已有 12 所之多，除一間國立外其
餘皆為私立學校，建議參考韓國的「韓醫」培訓
制度，在我國成立「國立」之中醫學校。
4. 建議參考韓國政府 1986 年「韓醫」發展的重點。
5. 對著名老中醫師給予肯定，並積極發展與傳承經
驗。
6. 臺灣可結合軟體程式設計、資訊等優勢將中醫藥
推展至全世界。
7. 教育課程不應該侷限於醫學院、藥學系等，應加
入公衛、醫管等課程內容，進行課程的整合。
8. 中藥廠應多與中醫師進行交流合作及整合
9. 臺灣中醫師人才培育優於其他國家，產官學研應
充分合作發展，讓臺灣中醫人才有發揮空間，才
不會流失。
10.聘請有經驗的老中醫師擔任講座教授，對薪薪學
子經驗傳承。另外學校課程需靈活應用，臨床啟
發教育非常重要。
11.臺灣目前有各領域之專業人員，惟需培養具整合
性觀念之專家。
12.臺灣在中醫藥發展面臨教育上的問題，藥師僅在
學校內修讀相關學分，欠缺中藥師相關證照及考
試制度。
13.受限於醫師法，中醫師開業必須有藥師才可，但
目前中藥師的前景普遍不被看好，業界需求與教
育制度有明顯脫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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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共同建議
14.中醫藥教、考、用斷開，三大問題無法接軌，藥
學系學生普遍來說中醫藥相關學分不足、缺乏實
務訓練，且中藥資源系無中藥相關證照管理制
度，無法成為真正的中藥師，造成醫院無人可用
的困境。
15.國內對於中西醫教學醫院的法規規範不夠明
確，無法吸收國外對中醫藥有興趣之學生，將臺
灣傑出的中醫藥加以傳承發揚。
16.用藥安全之教育與推廣則建議多舉辦宣導活動
以教育一般民眾有正確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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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研發方面
議題

共同建議

加強中醫藥新技術發展與科學 1. 可將中藥依其化學活性成分、毒性、屬性、臨床
化
使用副作用等分類整理，並依活性成分或藥理作
用作分群分組。
2. 建議進行固有中醫藥典籍彙整，並將國際上對中
醫藥相關研究集結整理，提供更多參考資訊。
3. 建議藉由民間、基層醫師目前已使用且具療效的
「秘方」著手進行研究與開發，同時應注意智財
權的問題。
4. 業者更應多關注中藥注射劑的發展。
5. 注重研究開發、臨床研究及學術基礎研究等，以
作為中醫藥發展的基礎。
6.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目前為臺灣中醫藥最高
學術研究機構，然截至目前為止尚未真正發揮其
功能及作用，建議參考「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機
關架構，運用現代化管理，結合財團法人等資
源，提昇臺灣在中醫藥方面的競爭力。
7. 中藥廠商應確切提出藥物成效的科學實證與優
勢，以提升競爭力。
8. 在提升中藥品質的部分，科學中藥的賦形劑劑量
較多，因此藥物的 dose 變高，而中醫藥委員會委
託中國醫藥大學已經發展出一個技術可以降低
賦形劑使用量，目前已開始技轉給廠商。
9. 若可以透過實驗技術上的證明，藥品屬於多種成
分多功能的效果，或許可以提供植物製劑或是中
藥產品的利基。
10. 劑型設計的部分，若要開發新的劑型，可能在賦
形劑的設計上必須再多做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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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產業經營方面
議題

共同建議

後 ECFA 時代的臺灣中醫藥產 1. 希望 ECFA 發展到後期，兩岸可以互相承認許可
業之因應
證。委託製造方面，兩岸應落實相同規範。
2. ECFA 簽訂後，對臺灣中醫藥產業來講，問題不
在關稅障礙，長期來看應先透過雙方法規協合
化，讓臺灣產品進入大陸市場，可先由具代表性
及實證基礎的濃縮製劑外銷至大陸。
3. 建議透過 ECFA 協商後，開放臺灣 GMP 中藥廠
進口自用植物萃取物並提供合理品質及價格之
藥材，可改善藥廠經營環境。
4. 國內藥廠應將眼光放遠進行整合，並朝多元化方
藥廠應有自己的主打藥品，同時政府應有適當獎
勵制度鼓勵國內優秀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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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駐台代表處之訪談心得
議題

訪談心得

一、 國外華人分佈狀
況

1. 馬來西亞
屬於多元種族文化的國家，華人佔總人口數 50%以
上，是個相當大的族群。馬來西亞政府目前只認可西醫，
並未實施中醫認證制度，只有少數醫院設有中醫師看
診。中草藥在馬來西亞是非常多元的，如華人、印度人、
馬來人都有屬於各自種族之草藥，馬來人對於中草藥的
接受度相當高。建議可諮詢相關單位如下：Medicines
Evaluation board, The Netherlands (CBG-MEB) Botanicals
& Novel foods Unit, http://www.cbg-meb.nl/CBG/en/
2. 澳大利亞
聯邦政府（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分成六州與
兩領地，為新南威爾斯州、昆士蘭、南澳大利亞、塔斯
馬尼亞、維多利亞、西澳大利亞、澳洲首都區、北領地。
華人主要分布在澳洲東岸，進一步將華人分成大陸、香
港、臺灣三地討論。在大陸出生、澳洲生長之人口族群
為澳洲第三大移民人口，2006 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
人口高達 220,881 人，其中多分布在新南威爾斯州（59%）
與維多利亞（23%）
。臺灣人口在 2006 年人口到達 24,370
人，較 2001 年成長 8.6%，居住地區分別以昆士蘭
（39.1%）
、新南威爾斯州（33.1%）
、維多利亞（19.8%）
為最多。香港人於 2006 年人口普查總計達 71,800 人，
較 2001 年成長 7%。其中居住地區以新南威爾斯州
（53.4%）、維多利亞（24.3%）、昆士蘭（10.9%）為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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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醫師的認證制
度及其使用中醫
藥的權限？

僅澳大利亞有中醫師的認證制度
澳 洲 目 前 只 有 在 維 多 利 亞 州 中 國 醫 認 證 協 會 (Chinese
Medicine Registration Board of Victoria, CMRB,
http://www.cmrb.vic.gov.au)有進行中醫師、針灸師、及中醫
藥劑師認證。但自 2012 年 7 月 01 日起，中醫師認證將改
成全國性認證，由 2011 年 7 月成立的中國醫學認證協會
(Chinese Medicine Registration Board, CMBA)進行， 2011
年 7 月 26 日在墨爾本已進行第一次會議，議程中提及未來
中醫藥師申請階段訂為每年 12 月 1 日至隔年 11 月 30 日，
而且在未來幾個月將開放諮詢標準認證中的五項強制性要
求：
◎專業保險 professional indemnity insurance
◎認證申請人過去的犯罪紀錄 criminal history of applicants
for registration
◎未來專業性的發展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英文語言能力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新進工作
因此未來的幾個月將是進行國家型認證制度的重要建
構階段，並歡迎專業人士提供意見。
自 2012 年 7 月 1 日，只有通過 CMBA 認證才能使用中醫
師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oriental medicine
practitioner)、中草醫藥劑師(Chinese herbal dispenser)、中
草藥醫師(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actitioner)、針灸師
(acupuncturist)的職稱。預計在澳洲執行醫藥師工作的申請
資格分成兩種：(1)在澳洲或紐西蘭有完成醫學學位以及認
可的實習，或(2)在澳洲或是紐西蘭以外的國家經認可後，
並經澳洲醫學協會(Medical Board of Australia)申請評估合
格 。 海 外 醫 藥 師 進 行 澳 洲 醫 學 協 會 (Medical Board of
Australia)
評
估
之
程
序
見
於
http://www.medicalboard.gov.au/Registration/International
-Medical-Graduates.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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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已於 CMRB 進行的認證將轉移至國家型認證，其
中的程序與標準將再規劃。未進行認證的中醫藥師(分布於
其他州)在品質、知識、經驗上因為會有所差異，將建構隔
代的認證標準。相關資料目前公布於 NRAS2012 Project 網
站中(www.nras.2012.ahpra.gov.au)，但在未來將建構 CMBA
網站提供國家型認證制度的相關訊息與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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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外中醫藥接受
程度及中醫藥市
場如何？

1. 馬來西亞
中醫藥在馬來西亞人民心目中接受度頗高，認為比
起西藥暫時且侵入性的治療，中醫可以提供較根本的治
療，且藥性溫和，對於慢性疾病的治療比起西醫更為有
效。中醫在馬來西亞政府雖然不接受，但仍然有部分的
中醫出現在私人診所，而幾乎所有的中藥材都從國外進
口。後來中藥也陸續開始使用於食品或飲料，使中藥在
馬來西亞愈來愈受到重視。
2. 澳大利亞
中 醫 藥 在 澳 洲 屬 於 輔 助 醫 療 (Complementary
medicine)的一種，輔助醫療在澳洲的保健市場中從上市
至今一直呈現穩定成長的現象，暗示未來走向應會進入
主流保健市場。目前統計顯示在使用輔助醫療的三個月
周期中，約有 60%的病患依然與一般醫療的醫生有所接
觸，表示目前大部分使用輔助醫療的病患依然有在使用
主流醫療，因此傳統醫生對於輔助醫療的接受度也是需
跨過的難關。雖然輔助醫療在澳洲社會中有穩定的成
長，但並不代表傳統醫學的主流性有所降低或減緩。在
未來五年內預計成長會與過去五年相似，輔助醫療相關
產業預估將有年收益 5.9%的成長率，預計 2015~16 年約
將達 41.8 億。
中草藥接受度在澳洲居民中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
中原因是認為天然產品普遍來說對於健康較有所助益，
光是在 2009 年中草藥產品就成長了 4%。但也因社會大
眾的熱烈關切，對於中草藥的管控也產生了負面消息，
因此在 2009 年時針對中草藥產品在功效與安全性的管
控方面進行了仔細的審查。針對 Ginkgo biloba 產品，發
現 20 項登記產品中有 6 項有混雜化學物質藉以提升其效
用品質。此外，這些產品有 1/3 並未測出其產品所列出
的 成 分 。 因 此 TGA 在 報 告 書 中 提 出 需 針 對 黃苷
酮
(flavonol glycosides)，也就是 Ginkgo biloba 內的有益成
分之一，進行額外的測試。除此之外中草藥產品在澳洲
也屢傳出負面新聞，例如 Giggle pills 內含高劑量的瓜拿
納(guarana)，所含咖啡因量等同於 20 杯咖啡，是有助於
發笑並且在澳洲能合法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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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中草藥產品，曾有一位年輕澳洲人因食用此藥物，
使 得 心 跳 速 率 高 達 正 常 的 兩 倍 而 送 醫 。 因 此 TGA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提出針對減重的中草
藥產品須提出人體測試而非動物測試或試管測試，且試
驗結果須要達到至少減少原體重的 5%重量或是較對照
試驗組(placebo pill)減少 3%以上的重量。即使負面消息
頻傳，但並未減少中草藥在市場上的成長。中醫藥中相
關之感冒藥品在澳洲的新流感(swine flu)擴散期間的銷
售量也有所助益，這是因為近幾年來澳洲的社會大眾在
感冒初期普遍會尋求較溫和的治療方式，因而選擇中草
藥產品。
3. 荷蘭
荷蘭與臺灣在中草藥產業的相互交流至今仍無法有
效地打入荷蘭市場。造成中草藥產業在荷蘭供過於求、
不普及的原因有許多因素，其中包含在醫藥產業其他產
品一起競爭等等因素。從荷蘭市民的角度來看，很重要
的因素是對於藥物治療的保守認知。西方醫學在荷蘭產
業的完整性，使醫師對於中草藥（alternative medicine）
觀念尤其保守，鮮少會開中草藥處方。另一方面，從經
濟層面去探討，荷蘭的醫療非常成熟與昂貴，荷蘭市民
一般必須經由醫療保險支付，但醫療保險並不支付中醫
治療，使得願意進行中醫治療的意願更低。相較於用中
醫藥方式進入荷蘭市場，建議以保健食品進入或許是較
佳選擇，其中依地區偏好進行產品包裝在市場行銷中尤
其重要。臺灣人對於保健食品的包裝偏好大篇幅文字，
歐洲人卻會對此產品印象差。針對歐洲的喜好進行包裝
與行銷，才能提升對於中草藥的接受度。以保健食品的
方式擴大荷蘭市場需求或許以中國醫療方式進入為佳，
但其中尚須考量牽涉到的草本（botanical food）食品與
新興食品（novel food）法條。建議諮詢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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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Netherlands
http://www.roc-taiwan.org/nl/mp.asp?mp=126 Medicines
Evaluation board, The Netherlands (CBG-MEB) Botanicals
& Novel foods Unit http://www.cbg-meb.nl/ CBG/en/
新興食品在荷蘭上市前，需先經由 MEB 的新興食
品部門進行安全評估，再向 Ministry of Health, Welfare
and Sport 提出上市申請 (見 CBG-MEB 網頁)。MEB 新
興 食 品 部 門 的 食 品 安 全 評 估 標 準 遵 從 歐 盟 法 條 EU
Regulation 258/97 與 Recommendation 97/618/EC，流程由
Committee on Safety Assessment of Novel Foods 協辦。
1. 澳大利亞
輔助醫療產業雖然在澳洲的成長日漸成長，但與其
相關的規範目前還未完全成形，相關的管控將進行修
正，針對專一的醫療技術建構相關的法規規範。使用相
似技術的醫藥師(practitioner)將有規範基準，未來可望提
升其競爭性。
目 前 中 草 藥 法 規 在 澳 洲 遵 從 輔 助 醫 療
(Complementary medicine)相關規定，而澳洲藥物相關法
規，包含輔助醫療(Complementary medicine)都規定於
Australia’s National Medicines Policy (NMP)。所有藥物規
定，包含輔助醫療須遵循 Therapeutic Goods Act 1989 與
Therapeutic Goods Act 1990 規範，規範中提及互補醫療
的定義與可用於此種醫療的活性成分。此管制系統係以
品質、安全、效率、與適時性為考量進行，由 Department
for Health and Ageing (DHA) 的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TGA, http://www.tga.gov.au/industry/
cm.htm)執行。此規範為低危險性的輔助醫藥在進入澳洲
市場之自我評估的管制系統。
澳洲藥物之相關規範網站：
AHPRA (Australian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Agency): http://www.aphr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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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外草藥專利智
財情形？

1. 澳大利亞
澳洲中草藥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s, TCMs)
的專利智財專利與其他治療藥物相似，分成標準專利與
創新專利兩種。標準專利的專利保護期為 20 年，申請中
草藥智財專利須符合三項要件：可專利的標的(Manner of
manufacture)、新穎性(Novelty)與進步性(Inventive step)。
可專利的標的(Manner of manufacture)規定藥劑本身是否
可申請專利保護，其中自然存在之藥劑或經混和之藥劑
但皆帶有已知效應者，不可申請。新穎性(Novelty)規定
申請之藥劑與現今世界上使用中或已發表之藥劑需要相
異性(創造性)。倘若預申請之中草藥劑已於其他國家申
請專利，則不符合新穎性(Novelty)。進步性(Inventive
step)係為申請之中草藥劑欲解決之問題是否為明顯可解
決的，若是則不符合進步性之特性。
創新專利：當申請之藥劑無法達到標準專利之條件
時，可申請創新專利。創新專利之保護期為 8 年、申請
費用低(較標準專利為低)、範圍廣(對於動、植物本身以
外的所有發明主題都可申請)、授權快(經過手續審查即
授予專利權，反對意見需在第一次審查報告的六個月之
內)、靈活(可做為 PCT 國家階段申請或現有標準專利的
分案申請)、有效性標準較低(新穎性的要求在於創新
性，意即保護的為特徵與技術上的創新)、強有力(獲得
之權利與標準專利相同，包含禁令、損害賠償、利潤考
量)。
澳洲智財權之相關網站 IP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Australia - http://www.ipaustralia.gov.au/
http://www.ipaustralia.gov.au/pdfs/patentsmanual/WebHelp/
Patent_Examiners_Manual.htm
2.馬來西亞
目前的對於草藥並無特別的專利智財規範。與一般
治療藥物相似。
3. 荷蘭
對中草藥無特別的專利智財規範。智財專利與其他
的植物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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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安排與國外中草
藥主管機關或合
作廠商進一步交
流可行性？

1.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駐台商務處非常樂意協助安排促成交
流之機會，如今年 11 月底舉辦之馬來西亞國際博覽會，
會中受關注的產業之一即為「保健、藥物、美容與個人
護理」
，此博覽會將成為製造商、出口商、服務供應商、
進口商等互相合作，開拓東盟市場的一個良好平台。建
議 諮 詢 單 位 ：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Netherlands。
2. 澳洲駐台商務處非常樂意協助安排並可提供進一步交流
之機會。
3. 荷蘭表示與臺灣廠商的合作，只能透過我們的代表處。
目前有代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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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本計畫透過與中醫藥產業各領域具實務經驗的專家及與業者一對
ㄧ深入實地訪談，進行現況與問題的蒐集與初步剖析，彙整受訪
者對於各議題之意見後，再分為中醫產業組及中藥產業組兩組，
分別邀集該領域之產官學研專家與學者，專家委員會在彙整實地
訪談意見的基礎上，不僅能就各議題聚焦討論，並能在會議中充
分討論，提供進一步建議或補充意見，而彙整出建議推動方向，
建立未來管理政策類研究計畫提供良好的研究方法及模式。
(二) 本計畫為「探索未來中醫藥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管理對策」，內容
範圍涵蓋甚廣，計畫執行小組就中醫藥產業鍊，從藥材種植/藥材
供應(原料)、生產製造/加工/包裝(成品)、行銷到通路，進行系統性
的探討，擬定適切的訪談對象：中草藥生技公司、中藥廠、中草
藥 GAP、中醫醫院、使館及駐台辦事處，並就不同的訪談對象設
計不同的議題，期能在有限的訪談時間內深入瞭解國內中醫藥產
業現況及所遭遇之困境與相關產學之研究發展情形，建議未來可
就不同的領域所提出的問題與建議，邀集相關部會研議，就通案
深入問題之解決方案，以突破困境的對策。
(三) 本計畫之研究中顯示，我國中醫及中藥產業共同且最根本的問題，
乃是在國內政府最高衛生主管機關，長期重視在西醫體系的產業
推動，中醫藥偏重在安全性的管理，以致於國內中醫藥產業相當
式微，在國內基礎不夠穩固及長期發展受到相當的限制，也僅有
少數具規模的中醫藥具有國際化的能力，因此即使近年來全球預
防醫學興起，在歐美對於漢方及植物藥的接受度日益提高，但長
期以來整體中醫藥產業產值成長卻相當有限，未來政府應有決心
及具體措施以拓展國內中醫藥產業。
(四) 本計畫之研究中顯示，中醫藥產業國際化是產業未來發展最重要的
課題，包括觀光醫療、國際級觀光中藥廠及國際醫療、優質中藥
產品外銷等，故未來針對國際化議題，宜再深入針對有實務經驗
的中醫院、中醫師、中藥廠國際貿易部門等，詳盡探討在推動相
關業務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提出亟待政府予以協助的項目，讓我
國優質的中醫藥醫療及產品於國際上發揚光大。
(五) 本計畫內容範圍涵蓋甚廣，為使本研究所探討的各項議題更有系統
性彙整，不至於太過於龐雜，故就中醫藥產業鍊，從原料、成品、
行銷到通路，以及各個產業鏈分別所需的人才養成教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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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進行探討，歸納彙整專家委員會之意見，擬定「探索未來中
醫藥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管理對策」建議案乙份，作為未來政府
中醫藥產業管理政策及實施之參考。
二、 建議
依訪談及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結論，提供具體建議如下，未來應可就
不同的領域所提各項問題與建議，再邀集相關部會研議，就通案深入問題
核心，探討解決方案，以思考突破困境之對策。
(一) 建立臺灣中藥材 GACP 認證制度，實施生產履歷制度。政府鼓勵
廠商執行包裝標示、加強檢驗、及主管機關加強監測市售品質等。
(二) 推動中藥飲片工廠 GMP，增加濃縮製劑藥效及方便性。
(三) 推動臺灣中醫藥精品形象、中醫藥國際化、中藥產業多元化發展。
(四) 推動中醫藥之健康養生醫療觀光產業，以創造中醫藥國際化。
(五) 舉辦相關活動以促進交流以及法規之修正，以推動中西醫整合。
(六) 推動中藥製劑健保給付分級制度，並鼓勵廠商提升品質。
(七) 合理規範中成藥廣告宣傳及擴大增列乙類成藥。
(八) 健全中西醫並重體系，醫師法宜加入中醫師專章。
(九) 推動中藥產品外銷法規鬆綁，加強與國際中醫藥法規協合化。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0-RD-043 提供
經費贊助，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32

「探索未來中醫藥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管理對策」建議案
分類

建議事項與說明

原料
方面

1.推動臺灣 GACP 認證制度
建立臺灣中藥材 GACP 認證制度，必須有政府機關(如經濟部、中藥
委員會)的介入及支持，輔導民間團體取得認證。臺灣中藥材 GACP
認證可根據大陸、日本現有的規範作參考。
2.進口藥材之安全把關
中藥材進口實施境外檢測，只能做到初步安全把關，生產履歷制度
是確實有效的方法。若是藥材在臺灣種植，必需考慮優於其他地區
的特色，還要實施生產履歷制度。

產製
方面

行銷
方面

3.有效確保市場上中藥材之品質與安全
建議政府鼓勵廠商執行包裝標示、加強檢驗、及主管機關加強監測
市售品質等。讓消費者能安全選購質優與安全的中藥材。
1.推動中藥飲片工廠 GMP，增加濃縮製劑藥效及方便性。

為提升中藥製劑的品質，須由上游把關，推動中藥飲片工廠
GMP。

鼓勵擴大中藥劑型之研究創新，如膜衣錠等…增加濃縮製劑藥
效及方便性。
1.推動臺灣中醫藥精品形象
進行消費群調查，瞭解市場脈動，並依中藥的屬性、作用、基源鑑
定、保存期限、儲存方法標示清楚。廠商應考慮在製程上比別廠更
有特色，以建立形象，吸引消費者使用，提供消費者判斷的訊息。
2.推動中醫藥國際化
強調臺灣中藥廠實施 GMP 品質之成效，外銷時宜加強包裝形象。
採國際合作的方式，借用國際夥伴的資源，有利開拓國際市場。例
如：大陸同仁堂跟美國威爾康辛州的花旗參合作模式可供參考。主
力先放在東南亞，其後推展及歐美國家。
3.推動中藥產業多元化發展
 在品牌行銷及高精純植物萃取物品項，臺灣優於大陸，應利用此
優勢。
 食療性市場可考慮做成的複方藥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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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建議事項與說明

醫療
及
通路
方面

1.推動中醫藥之健康養生醫療觀光產業，以創造中醫藥國際化
 中醫除疾病醫學外，亦應同時發展健康醫學及醫療觀光產業。
 中醫醫療觀光產業國際宣傳不足，可由私人企業財團經營。
 「觀光中藥廠」亦向民間推廣中醫藥之正確觀念。
 建議先以針灸療法打先鋒，再以國外形式發展進行整合，以創造
中醫藥國際化的機會

法規
方面

2.推動中西醫整合
 臺灣需有以中醫為首，西醫團隊進駐輔助之現代化中醫醫院。
 可多舉辦相關活動以促進交流。
 法規面亦可修正，使中醫師能運用西醫儀器設備診斷。開放同時
擁有中西醫雙執照的醫生，能更加充分靈活使用兩方面的資源，
以達成中西醫整合的效果。
1.推動中藥製劑健保給付合理化，鼓勵廠商提升品質。
 中藥總額固定 30 元/天，給付之藥價並無法反應成本，恐影響藥
品品質及藥效，建議可比照日本推動不同價格給付之分級制度。
 對於為提升品質而添購儀器設備之廠商，政府應給予投資抵減相
對比例之鼓勵措施，如提供貸款額度。
2.合理規範中成藥廣告宣傳及擴大增列乙類成藥
 目前廣告罰則過嚴，應放寬，審查單位應准許中藥廣告中使用通
用白話文，使中藥的療效廣為民眾所接受和理解。
 中成藥可擴大增列乙類成藥，讓可在超商等一般通路販售。若能
仿效美國 Grand father Drug，將中成藥範圍擴大，或用食品來管
制，而這部份健保就不必給付，藥廠反而能找到不同的行銷方式。
3.健全中西醫並重體系，醫師法宜加入中醫師專章
目前中醫的決策都由西醫決定，無法真正反映中醫師需求，衛生署
除「中醫藥委員會」外，各縣市衛生局缺乏中醫藥相關執行單位，
造成上意無法下達，政策無法有效執行。中醫師目前無相關專章，
建議在醫師法內另闢相關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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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建議事項與說明
4.推動中藥產品外銷法規鬆綁
 中藥產品目前常以保健食品模式外銷，但國內卻以藥品方式規
範。外銷法規應與產業公協會協調，多予鬆綁。政府訂定外銷政
策方向，執行監督，對於開拓國際市場有成之藥廠，政府鼓勵方
式。
 對業者開拓新市場或開發先進國家市場、其產品達到國際規標及
檢驗實驗室達到 FDA 藥物化粧品水準或 TAF ISO 17025 認證…
等，適當提供減免營業稅或投資抵減…等獎助措施。

5.加強與國際中醫藥法規協合化
 應多加強國際醫療交流，與別國進行法規協合化，加強國際交
流，尤其可參考日本、韓國的法規制度。
 在國際法規協合化方面，建議由政府結合駐台辦事處進行交流與
協商，協助業者開拓外銷市場。
教育/ 1.國內外中醫藥人才之培育
人才  韓國中醫學校有 12 所 (國立一間)。建議我國宜成立「國立」之
養成
中醫學校 (可參考韓國政府 1986 年「韓醫」發展的重點)。
方面  擴大中醫學院招收國外學生人數，將臺灣科學中藥的知識帶回自
己的國家，推廣科學中藥在國際市場上的使用。
 中醫藥教育應該從小做起，對名老中醫給予肯定，並積極發展與
傳承經驗。
 臺灣中醫師人才培育優於其他國家，產官學研應充分合作發展，
讓臺灣中醫人才有發揮空間，才不會流失。
 重視中醫藥教、考、用斷開之問題，藥學系學生普遍中醫藥相關
學分不足、缺乏實務訓練，且中藥資源系無中藥相關證照管理制
度，無法成為真正的中藥師，造成醫院無人可用的困境。
研發 1.加強中醫藥新技術發展與科學化
方面  可進行固有中醫藥典籍彙整，將中藥依其化學活性成分、毒性、
屬性、臨床使用副作用等分類整理，並依活性成分或藥理作用作
分群分組。
 提出確切之藥物成效的科學實證與優勢，以提升競爭力。重視目
前具療效的「秘方」
，著手進行研發，同時應注意智財權的問題。
 結合財團法人等資源，提昇臺灣在中醫藥方面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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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建議事項與說明

產業
經營
方面

1.後 ECFA 時代的臺灣中醫藥產業之因應
 ECFA 後期，兩岸可以互相承認許可證。委託製造方面，兩岸應
落實相同規範。透過雙方法規協合化，讓產品之進出更合理。
 開放臺灣 GMP 中藥廠進口自用植物萃取物，並提供合理品質及
價格之藥材，可改善藥廠經營環境。
 國內藥廠應進行整合，並朝多元化方藥廠應有自己的主打藥品，
同時政府應有適當鼓勵優秀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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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藥使用風險管理機制之研究
陳鴻儀
中國醫藥大學

摘

要

隨著中藥臨床應用日趨普及，其安全性和可能引起的毒性風險逐漸被關注。
很多中藥不良反應報導，常常都是因為中藥的錯誤使用所造成。

研究目的：
希望透過本研究，建立對中醫門診病患提供中藥安全有效的藥事照護模式，
減少病人使用中藥造成嚴重不良反應！確保病人使用中藥安全，提高治療效果，
發揮藥師中藥臨床服務的功能。

研究方法：
訪視全國 36 家中醫院門診藥事給藥作業及環境安全風險評估機制。舉行多
場專家座談會。舉辦多場臨床中藥安全研討會。以及利用台灣健保資料庫進行肝
毒性中藥使用安全流行病學調查。

結果與討論：
每年中藥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件數為 0 件的醫院竟高達 9 家佔 25％。沒有使用
條碼調劑之醫院有高達幾乎 6 成！另外，大部分醫院炮附子並非毒劇藥，不須加
以管理。心臟血管功能的中西藥交互作用建議納入警示電腦系統管理。健保資料
庫進行中藥使用安全流行病學調查發現有服用可能導致肝毒性中草藥，造成急性
肝炎住院患者(35.5%)中的比例遠高於沒有服用者(28.3%)。
關鍵詞：中藥、藥物流行病學、藥物不良反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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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Risk Manage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Hung-Yi Che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CM) in clinical
uses, their safety and toxicity may be gradually concerned about. Many adverse effects
of TCM are reported, because of the misusing TCM.

Aim:
We wish to provide safe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the outpatient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duce their serious untoward effect
of using TCM by this study! It might be guaranteed that the patient us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ore safely. So it could enhance the better outcome of treatment.
Therefore,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care of TCM will become more complete and safe.

Methods:
We had visited 36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s to check their outpatient servi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safety appraisal mechanism. We have held four expert symposia in
past months this year. Besides, we have held many clinical safe issues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ference in Taiwan. Besides, we carried on hepatotoxic
pharmacoepidemiology of TCM by using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zero notification number of Adverse Drug Report (ADR) about TCM reaches
as highly to 25% hospitals every year in Taiwan. Nearly 60% hospitals had not used
barcode to fill TCM prescriptions. Moreover, most doctors didn’t consider the
prepared Fuzi as potent poisonous drug in many hospitals. We suggested the
combinatory use of cardiovascular TCM and western drugs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alert computer system. We found patients who took the hepatotoxic TCMs had higher
2

incidence rate of acute hepatitis (35.5%) than those who did not (28.3%) according to
our NHI 's claimed reimbursement database study.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epidermiology, Adverse Drug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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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目的為建立門診病患中藥使用風險管理機制之研究。先前已有
專家學者做過關於住院病患中藥藥事照護研究，但因健保未給付中藥住院
部分，所以台灣民眾門診使用中藥的比例其實更勝於住院，故本研究重點
為中醫門診藥事給藥作業風險及環境安全評估機制，進而提升民眾的用藥
安全。
「危害」的定義是：「具潛在特性，會造成人員死亡、職業傷害、 職
業病；或可能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生產停頓」
。而「風險」的定義是：對於
「一個會造成人員傷害或經濟損失之危害事件之量度；包括潛在危害發生
的可能性與該事件發生後的嚴重性兩項因素，它是兩者相乘後的綜合性指
標」。
風險管理是針對風險評估出來之結果與改進建議，透過系統化之體系、
決策過程與執行之落實與追蹤考核等程序，以達到保護社會大眾及避免財
產損失。風險管理是「危害控制技術」與「管理知識」的結合。
由於中藥的成份多且藥理活性複雜，中藥材易混淆變化大，炮製方法
各異。7 再加上原有中藥調劑藥事作業流程，處處充滿了風險！
另外，隨著中藥臨床應用日趨普及，中藥其安全性和可能引起的毒性
風險也逐漸被關注。1,7,8 但中藥可能會引起的毒性，大部分已經被熟知，例
如一些治療指數小的中藥（例如：烏頭屬 Aconitum species、馬兜鈴屬
Aristolochia species 等）
；且這些中藥也已經有發展一些處理方法可以減少毒
性。但是除了這些本身所具有的毒性之外，很多被報導的中藥不良反應，
常常都是因為中藥的錯誤使用(misuses)所造成。因此，中藥的藥物流行病學
（pharmacoepidemiology）調查研究和藥物的主動監視（pharmacovigilance）
有助於提供有效的臨床使用中藥安全資訊。7,8
電 腦 化 的 臨 床 決 策 支 援 系 統 (Computerised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CDSSs)已逐漸被醫療專業人員應用作為開處方下決策的實證基礎，
這樣的電腦化臨床決策支援系統可以作為藥師針對醫師處方的評估（毒劇
藥、每日最大用藥量等）以及病人治療成效的評估，特別是對於安全警訊
方面的藥物交互作用、禁忌症等。9
以健保資料庫進行分析藥品對保險對象健康的影響，儼然已經成為目
前探討藥品與肝腎毒性之因果關係或相關關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 ADR
通報是屬於被動通報，受限於通報者意願及醫療人員之配合度，結果往往
是低估；17 特別是中藥的不良反應，因普遍仍未有通報的習慣。19 故利用健
保資料庫執行藥物流行病學研究，進行主動監測做為實證基礎，無論是在
學術研究或政府決策參考上日益重要。
4

以藥物流行病學(pharmacoepidemiology)研究藥品的肝毒性能反映出真
實世界中其他藥品和其他疾病對該藥品的複雜干擾。19 目前已有其他學者文
獻整理出可能造成肝傷害的中藥，其中經過文獻分析出比較有因果關係的
有小柴胡湯 18，其他有被報導引起肝毒性的中藥還有黃芩、柴胡、何首烏、
白术、芍藥、白鮮皮等。21
另外，已知具肝毒性的植物類中藥種類繁多，至少有 100 種以上。依
照其病理型態分類如下：
一、肝細胞毒性反應 (cytotoxic reactions)：如蒼耳子、何首烏、相思子、半
夏、旱蓮、金不換、雷公藤、八角蓮、及柴胡製劑等。
二、膽汁鬱積性反應 (cholestatic reactions)：如大黄、川楝子或澤瀉。
三、脂肪變性或脂肪肝 (steatosis, fatty liver)：如肉豆蔻。
四、慢性肝炎 (chronic hepatitis) 及肝硬化 (cirrhosis)：長期暴露於肝毒性
藥物或重度急性肝炎恢復後，可能發展為慢性肝炎或肝硬化。
五、肝臟靜脈阻塞性疾病 (hepatic veno-occlusive diseases)：含 pyrrolizidine
生物鹼類中草藥，包括 Heliotropium spp. 菊三七等。
六、引發動物肝種瘤：款冬花、蘇鐵、土荆芥、淮木通等中草藥。毒素為
黄樟醚、檳榔鹼、硝基化合物等致癌性物質。
烏頭在中國已被用來作為一種重要中藥已有 2000 年。烏頭的毒性主要
來源於二酯雙
萜 生 物 鹼 （ DDAs ）， 包 括 烏 頭 （ aconitine ）， 烏 頭 鹼
（mesaconitine）和次烏頭鹼（hypaconitine）。它們可以被分解成較小或無
毒衍生物。11 透過中國傳統的炮製加工方法，其中發揮重要作用解毒。使用
炮製，三個主要形式的加工附子 - Yanfuzi，Heishunpian 和 Baifupian -可獲
得。當前發展的指紋檢測，特別是 HPLC，已樹立了良好的基礎上進行適當
的品質控制中藥及其現成產品。因此，規定了最高含量二酯雙
萜 生物鹼
（DDAs），為了能夠保證臨床安全性和低毒性的湯劑。總而言之各層級醫
院所使用草烏、川烏、附子、四逆湯、附子理中丸、金不換止痛劑、馬兜
鈴酸等毒劇藥物期曾被研究其不良反應。11,12
希望藉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執行中醫藥業務豐富經驗，以其嚴謹
的中藥管理制度為藍本，再加上訪視調查研究台灣國內各醫院中藥局的現
況。將病患的藥品調劑、藥品煎煮、給藥、藥物諮詢系統、中藥高警訊藥
品管理等，加以歸納整理，建立以病人為中心的「制度化與規格化的給藥
服務」與「提升病患用藥安全」層面，使中醫臨床藥事照護制度更為安全。
我們期望透過本計畫，建立對中醫門診病患提供中藥安全有效的藥事
作業風險管理機制及環境安全評估機制，減少病人使用中藥嚴重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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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確保病人使用中藥安全無虞，提高治療效果，發揮藥師中藥臨床服務
的功能。10 所以，本研究計畫著手於中醫門診藥事給藥作業及環境安全評
估機制以及中藥使用安全流行病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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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本研究計畫所需進行的內容為：
(一) 調查分析各醫院門診中藥給藥藥事作業現況風險，再提出風險 管
理機制。訪視調查台灣北中南部各層級醫院任選 3 家，訪視醫院
的家數：訪視調查台灣北、中、南區各層級醫院任選 3 家：即每
區至少 9 家，全國至少共 9×3＝27 家。實際上我們訪視調查台灣
北、中、南部醫院共 36 家。
(二) 調查評估全國 36 家中醫院門診藥局環境安全風險問題，再提出風
險管理機制。
(三) 利用健保資料庫進行中藥肝毒性流行病學調查
(四) 舉辦 4 場專家座談會。
(五) 於台灣北中南部舉辦 10 場研討會。
(六) 藥事人員訓練上午 1 場，4 節。下午 1 場，4 節，共 8 節/2 場/天。
4 場(北部)、4 場(中部)、2 場(南部)＝10 場。每一場共四節課，總
共 40 節課。
二、本研究計畫具體實施方法為：
(一) 調查分析各醫院門診中藥給藥藥事作業現況
1. 濃縮中藥調劑作業流程
(1) 門診濃縮中藥處方箋列印
(2) 審核處方箋內容
(3) 進行調劑混合作業
(4) 檢視調劑正確性及進行分杯(碗)作業
(5) 調劑者簽名及審查用藥指示。
2. 飲片調劑作業流程
(1) 飲片處方箋列印
(2) 審核處方箋內容
(3) 進行調劑作業，處理特殊藥品
(4) 進行分藥作業
(5) 進行裝袋作業
(6) 進行核對及簽名作業。
3. 中藥處方審核作業流程
(1) 審核劑量
(2) 審核特殊用法
(3) 審核高不良反應中藥
(4) 審核藥物交互作用：審核中藥交互作用或與西藥併用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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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令警示系統
(1) 重覆用藥
重覆醫令（同一處方重覆用藥）及給藥天數重覆
(2) 毒劇藥警示
甘遂，烏頭(川)，烏頭(草)，附子(白)，附子(黑)，附子(炮)，
杏仁(苦)，芫花，水蛭，其他。
(3) 孕婦妊娠忌用藥警示
延胡索，紅花(川)，烏頭(川)，附子(白)。
(4) 超過最大量警示
杏仁(苦)多服易致中毒。用量：1-4 錢。延胡索，紅花(川)：
妊娠期需謹慎使用，用量不可過大。用量：1~3 錢，烏頭(川)：
毒劇類中藥建議使用劑量 6~10g。
(5) 中-西藥交互作用警示分級制度
警示畫面之欄位名稱為便於各級人員讀取，應以中英文
健立，例如：文獻(Documentation)。例如：紅花與 Warfarin
會有瘀青，表皮出血，腸胃道出血。中西藥交互作用之影響，
依程度分五級：
〝禁忌的〞
、
〝劇烈的〞
、
〝中等的〞
、
〝輕微的〞
、
〝未知的〞；以目前現有資料，可先建立〝劇烈的〞及〝中
等的〞等二級之資料，其他三級再逐步建立，避免一下太多，
影響臨床醫師門診作業。中西藥交互作用警示資料庫建置內
容已有明確文獻記載，中西藥交互作用可能影響醫療效果較
大者或造成不良反應者，優先建立。應比照西藥〝藥品交互
作用〞，加入文獻(Documentation)欄位，亦分五級，欄位名
稱待會後參考相關資訊後再確立。中西藥品交互作用，管控
種類-提示但可開立，開立後中藥局系統追蹤。
藥物交互作用等級
A、 Severity(嚴重度)
Major(重度)：此藥物交互作用會危及生命或造成永久損
害。
Moderate(中度)：此藥物交互作用會使病人的臨床狀況
變壞，如延長治療、住院或延長住院
時間等。
Minor(輕度)：此藥物交互作用影響很小，對整體的治療
結果不造成有意義的影響。
B、 Documentation (證據的可信度)
Established：有很好的臨床實驗報告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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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le：很有可能，但臨床上未證實。
Suspected：疑似，此藥物交互作用可能發生，有良好的
資料，但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Possible：可能，但支持的資料很有限。
Unlikely：不太可能、沒有好的臨床証據。
C、 Onset：開始發生藥物交互作用的時間
Rapid (快速發生)：指在 24 小時內發生藥物交互作用。
Delayed(延遲發生)：指在幾天至幾週後才發生藥物交互
作用。
(6) 發藥錯誤處理作業流程
發現發錯藥品的可能狀況 1.藥師發完藥後馬上自覺發
錯藥品的處理方式；2.當病人領藥時找不到藥情況；3.病人
領完藥後立即發現錯誤，拿回藥局；4.病人領完藥後，回家
發現錯誤，與藥局連絡；5.確認正確藥品後發給病人。
(二) 調查評估全國 36 家中醫院門診藥局環境、設施安全風險問題。
中藥局設施環境及設備管理作業流程
1. 環境、設施及設備清潔
濃縮中藥調劑區桌面及包藥機於各時段結束時，藥粉清潔乾
淨情形，檢查「包藥機清潔記錄表」。
2. 環境、設施及設備查檢
對於各區環境進行查檢，對環境及冰箱溫溼度查檢，並登記
溫溼度記錄表。每日於門診結束時須對藥局所有水、電等設備進
行查檢，並登記各區查檢記錄表。每週對包藥機進行查檢，並登
記包藥機查檢記錄表。每月對除濕機、煎藥機查檢，並登記保養
記錄表、查檢記錄表。
3. 設施之操作
中藥局從業人員皆須熟稔中藥局之設施操作。所有設施之操
作，皆製作流程圖張貼於該設施附近，操作務必按流程圖之步驟
操作。
4. 中藥局藥材保存標準作業流程
檢視。檢視藥材是否有變異，包括：藥材反潮、蛀蟲、發霉
變黑、定期檢視少用之藥材。.處理檢視藥材有異常。.中藥品管
審理：藥材保存之機制（毒劇藥、外用藥）。中華藥典第六版附
錄中藥毒藥馬錢子。劇藥：水蛭，甘遂，芫花，牽牛子，洋金花，
急性子。
內服藥及外用藥須分別儲存 。毒劇類中藥飲片應與其他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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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專櫃存放，並明顯標示。有訂定毒劇藥管理管理規則。
(三) 利用健保資料庫進行中藥使用安全流行病學調查(肝毒性相關中藥
使用風險分析)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case-control 研究方法, 以年月時間配對(1:4)方式並
將 Case 定義為:取 2000-2009 年住院診斷急性肝炎患者, 排除之前有
診 斷 酒 精 性 肝 炎 及 曾 使 用 肝 毒 性 西 藥 者 。 Control 定 義 為 : 取
2000-2009 年住院或門診非急性肝炎病人, 排除之前有酒精性肝炎
及曾經使用肝毒性西藥者。性別, 出生日有 missing 值及年紀小於
20 歲者也一併排除。本研究希望找出服用肝毒性中藥與急性肝炎相
關性。
急性肝炎: 070.20, 070.21, 070.30, 070.31, 070.41, 070.51, 570, 573.3,
573.8, 573.9
慢性肝炎: 070.22, 070.23, 070.32, 070.33, 070.44, 070.54, 571.40
酒精性肝炎: 571.0, 571.1, 571.2, 571.30
肝毒性西藥: 藥理治療分類碼 081204, 081600, 081699, 081800,
240600, 240699, 281204, 281208, 281212, 281216, 281220, 281292
Diabetes mellitus: 250 and A181
Hypertension: 401-405 A260 and A269
Hyperlipidemia: 272 and A182
SLE: 710.0
肝毒性中藥: 以相關文獻裡面的單、複方選出。
(四) 專家座談
討論研議建立中醫院中藥藥事作業及環境安全評估風險管理機
制，中藥廣告風險管理以及中藥產品使用安全分類及再評估。並研
議「藥食同源」是否應納入藥品管理，包括其類別、管理強度、安
全等級及療效等，且參酌專家座談的討論結果提出建議。
(五) 舉辦中藥安全研討會
舉辦北、中、南藥師執行中藥安全業務持續教育練。藥事人員
訓練上午 1 場，4 節。下午 1 場，4 節，共 8 小節/2 場/天。4 場(北
部)、4 場(中部)、2 場(南部)＝10 場。每一場共四節課，總共 40 節
課。
(六) 中藥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中藥不良反應通報系統」及 2006 年「中草藥用藥安全之健康
防護網」的連續型研究計畫，透過藥物監視，經由已建立之通報系
統，快速通報且正確的評估，監控中草藥用藥品質，宣導安全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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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民眾之用藥安全為最終目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對藥物安
全監視（pharmacovigilance）的定義為：
「探討與藥物不良反應相關
之科學及活動，包括監測(detection)、評估(assessment)、了解（研
究） (understanding)及預防(prevention) 藥物不良反應或是其他藥物
相關議題。
ADR (Adverse Drug Reaction；ADR)
各國對藥物不良反應之定義皆有不同，在通報率未達普及的情
況下，廣義的藥品不良反應：「因用藥引起的任何不良反應，基於
證據、或是可能的因果關係，包括藥物濫用、誤用、治療失敗、超
劑量給藥、藥物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各種非所想要的不良結果。」
藥品不良事件 (Adverse event；AE)
在病人使用藥品期間所發生任何不幸事件且該事件不一定要與
該藥品之使用有關。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
因藥物所引起之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發生時，醫療機構、藥局、
藥商應依本辦法填具通報書，連同相關資料，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或其委託機構通報。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係指因使用藥物致生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
1.死亡
2.危及生命
3.造成永久性殘疾
4.胎嬰兒先天性畸形
5.導致病人住院或延長病人住院時間
6.其他可能導致永久性傷害需做處置者中草藥不良反應及中藥不良
品通報系統(http://www.ccmp.gov.tw/.)
ADR 通報案件分析
自西元 2001 年 8 月至西元 2009 年止，共 1415 件。
（2001 年 13
件；2002 年 73 件；2003 年 80 件；2004 年 172 件；2005 年 180 件；
2006 年 214 件；2007 年 244 件；2008 年 201 件；2009 年 23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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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調查分析全國 36 家中醫院門診中藥給藥藥事作業風險現況。
訪視全國 36 家醫院：
(一) 北部 13 家：
桃園長庚，北醫，三總，台北長庚，基隆長庚，林口長庚，
耕莘，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台北市立中醫-林森，台北市立仁愛，
署北，振興，時代中醫。
(二) 中部 14 家
中國，中國北港，聯合中醫，中榮，中榮嘉義分院，彰基，
秀傳，慈濟，嘉義長庚，中山，署中，署朴，聖馬，豐原大同中
醫。
(三) 南部 9 家
高雄長庚，台南奇美，柳營奇美，高雄市立中醫，義大，高 醫，
台南市立醫院，聖功，高榮。
訪視 36 家醫院有公立醫院 12 家：三總，台北市立和平醫院，
台北市立中醫-林森，台北市立仁愛，署北，中榮，中榮嘉義分院，
署中，署朴，台南市立醫院，高雄市立中醫，高榮。
本計畫所訪視 36 家醫院中，私立醫院佔有 25 家；北部：桃
園長庚，北醫，台北長庚，基隆長庚，林口長庚，耕莘，振興，
時代中醫，共 9 家。中部：中國，中國北港，聯合中醫，彰基，
秀傳，慈濟，嘉義長庚，中山，聖馬，豐原大同中醫，共 10 家。
南部：高雄長庚，台南奇美，柳營奇美，義大，高 醫，聖功，共
6 家。
訪視醫院只有中醫沒有西醫的醫院 3 家：時代中醫，豐原大
同中醫，高雄市立中醫。除了以上 3 家外，有西醫與中醫的醫院
佔 33 家。
二、調查及訪視 36 家醫院門診中藥給藥藥事作業，呈現明顯風險現況：
(一) 中藥局藥師人數太少，要做的藥事作業項目太廣而雜！（Fig 1-4）
15 名藥師以上之中藥局只有 2 家：桃園長庚，中國。
（2 家/36
家＝5.56％）
。10~14 名藥師以上之中藥局只有 2 家：台北市立中
醫-林森，高雄長庚（2 家/36 家＝5.56％）
。3 名藥師以下之中藥局
佔最多數有 15 家：
（20 家/36 家＝55.56％）
。相對於每家西醫西藥
局藥師人數動輒至少 10 名至 100 名，中藥局藥師人數則不可同日
而語！表示中醫服務規模（門診為主）遠低於西醫門診與住院服
務規模，所需藥師人力就遠不及於每家西醫西藥局藥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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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達近 8 成醫院使用中藥材！在驗收時常發現易混淆中藥（Fig 5）
全部受訪醫院 36 家都有使用科學中藥。至於全國使用中藥材
的醫院共有 28 家，佔全部受訪醫院比例高達 77.8％（28 家÷36 家
＝77.8％）！而北中南部各使用中藥材之受訪醫院佔全部受訪醫院
36 家比率：北部 7/ 13＝53.8％（北部受訪醫院 13 家）
。中部 12/14
＝85.7％（中部受訪醫院 14 家）
。南部 9/9＝100％！（南部受訪醫
院 9 家）
(三) 高於 5 成醫院以價格低廉中藥作為採購考量點！(中藥採購風險)
（Fig 6）
中藥採購考量點：價格，藥廠品牌（中藥品質信譽）
，外包（價
格＋藥廠品牌）
。價格 13 家/36 家＝36.1％，公立醫院系統佔多數。
藥廠品牌 17 家/36 家＝47.2％，外包 6 家/36 家＝16.7％。
(四) 醫院驗收中藥方式：幾乎只用五官鑑定而已！(中藥驗收風險)
（Fig 7）
中藥驗收方式：TLC , LC/MS,委外檢驗， 無儀器檢驗，五官
鑑定。真正在醫院現場有看到 TLC , LC/MS 儀器驗收方式只有桃
園長庚藥劑部 1 家！LC/MS 儀器包括 HPLC, LC/MS, LC/MS//MS
等皆算是。有些醫院有醫研部，或是大學附設醫院其學校有此儀
器或外包藥廠有此儀器者，就歸於委外檢驗 10 家，佔 27.8％
（10/36）。無儀器可檢驗（扣除上述 3 者）佔 66.7％（24/36）！
而五官鑑定則佔 100％（36/36）！
(五) 每家醫院 ADR 通報件數太少！（Fig 8-11）
每年 ADR 通報件數為 0 件的醫院竟高達 9 家佔 25％（9/36）！
每年 ADR 通報件數為 2 件的醫院也是 9 家佔 25％（9/36）！其次
高的為 3 件的醫院 7 家佔 19.4％（7/36）。以下依序為：4 件的醫
院 2 家佔 5.6％（2/36）。5 件的醫院 2 家佔 5.6％（2/36）。6 件以
上的醫院 5 家佔 13.8％（5/36）
。每年 ADR 通報件數為 10 件以上
的醫院幾乎很少，亦即全國每家醫院每月只要通報 1 件竟幾近於 0
家！
(六) 約 6 成醫院於門診未使用條碼 Barcode 系統調劑（Fig 12）
於門診使用 Barcode 的醫院使用 1 維條碼調劑之醫院有 13 家
佔 36％（13/36）。使用 2 維條碼調劑之醫院只有 2 家佔 5.6％
（2/36）。
沒有使用條碼系列調劑之醫院有 21 家高達 58.3％（21/36）。
(七) 醫院列為毒劇藥（高警訊藥品）項目太少！（Fig 13-16）
毒劇藥/高警訊藥品：甘遂，川烏，草烏，炮附子，生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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芫花，水蛭，其他。本題可複選。有使用甘遂並列為毒劇藥/高警
訊藥品的醫院有 15 家 41.7％（15/36）。使用川烏的醫院有 15 家
41.7％（15/36）
。使用草烏的醫院有 13 家 36.1％（13/36）
。使用炮
附子的醫院有 21 家 58.3％（21/36）
。使用生附子的醫院有 9 家 25
％（9/36）。使用芫花的醫院有 1 家 2.8％（1/36）。使用水蛭的醫
院有 8 家 22.2％（8/36）
。使用其他的醫院有 35 家 97.2％（35/36）。
很多醫院將甘遂只用來三伏貼外用 ，他們認為外用甘遂並非
毒劇藥，不須加鎖管理。另外泡附子因為已經泡製，所以毒性大
大減低。他們認為泡附子並非毒劇藥，不須加鎖管理。
(八) 中-西藥交互作用醫院列為監測項目太少！（Fig 17-20）
中西藥交互作用有：Warfarin-丹參，Statin-紅麴，Aspirin（ASA）
-銀杏，降血糖藥（OHA）-當歸、六味地黃丸等，其他（降血壓藥
-麻黃，Steroid-甘草）
。本題可複選。有使用 Warfarin-丹參、桃仁、
紅花等活血化瘀中藥，並列為醫令系統警示藥品的醫院有 25 家
69.4％（25/36）
，佔所有中西藥交互作用第 1 名！第 2 名是 Statin紅麴有 16 家 44.4％（16/36）。第 3 名是 Aspirin（ASA）-銀杏，
有 11 家 30.6％（11/36）
。第 4 名是降血糖藥（OHA）-當歸、六味
地黃丸有 10 家 27.8％（10/36）
。至於其他（降血壓藥-麻黃，Steroid甘草）有 16 家 44.4％（16/36）。
三、調查評估全國 36 家中醫院門診藥局環境、設施安全風險問題。
(一) 環境、設施及設備清潔風險
各醫院對於中藥調劑區桌面及包藥機於各時段結束時，大致
都能將藥粉清潔乾淨，惟仍有少數幾家中藥調劑區桌面稍嫌混亂
並且存在粉塵情形。
(二) 環境、設施及設備風險
各醫院大致都會對於各區環境進行查檢，對環境及冰箱溫溼
度查檢，並登記。每日於門診結束時須對藥局所有水、電等設備
進行查檢，並登記各區查檢記錄表。每週對包藥機進行查檢，並
登記包藥機查檢記錄表。對除濕機、煎藥機查檢，則不一定做定
期保養。
(三) 設施之操作風險
各醫院中藥局從業人員還算熟稔中藥局之設施操作。所有設
施之操作，則不一定有製作流程圖張貼於該設施附近。
四、健保資料庫中藥肝毒性研究
結果：
我們可以在 Table 1 中發現 30,210 位個案中，在沒有住院診斷急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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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性 10,951 人，45.3%；男性 13,217 人，54.7%)和住院診斷急性肝炎
患者(女性 2,055 人，34.0%；男性 3,987 人，66%)以男性居多(p<0.0001)。
在年齡方面, 沒有住院診斷急性肝炎患者平均為 43.1 歲(standard derviation
16.7 歲)且以 20-39 歲這階段人數最多(12,184 人，54.0%)。有發生急性肝炎
的病患平均為 53.8 歲(standard derviation 18.2 歲)且以大於或等於 65 歲這階
段人數最多(1,855 人，30.7%)。最有意義的部分，住院診斷急性肝炎患者
(35.5%) 中 有 服 用 肝 毒 性 中 草 藥 的 比 例 遠 高 於 沒 有 服 用 (28.3%) 。 其 他
Co-morbidities 中 ， Chronic hepatitis 、 Diabetes mellitus 、 Hypertension 、
Hyperlipidemia、SLE 在住院診斷急性肝炎患者中皆高於沒有診斷急性肝炎
患者(p<0.0001)。
此外，Table 2 經過 adjust sex、age、chronic hepatitis、diabetes mellitus、
hypertension、hyperlipidemia 和 SLE 後發現男性(OR 1.79 ,95%CI
1.68-1.91)，大於或等於 65 歲(OR3.35,95%CI 3.05-3.69)，有服用肝毒性中草
藥(OR1.30, 95%CI 1.22-1.39)，Chronic hepatitis (OR5.47, 95%CI 5.03-5.94)，
Diabetes mellitus (OR1.43, 95%CI 1.27-1.62)，Hypertension (OR1.82, 95%CI
1.67-1.98)，SLE(OR1.77
,95%CI 1.06-2.96)對於造成急性肝炎住院有正
面影響。
進一步探討服用肝毒性中藥與發生急性肝炎住院時間相關性(Table 3)
發現，服用 30 天、1-3 個月、3-6 個月後住院並無明顯差異。
五、專家座談會建議重點
(一) 醫院中藥採購與驗收風險管理機制
專家建議：
1. 採購以 2 年 1 標，請廠商把基源、劑型提供等，而醫院設有實
驗室，負責審查藥材及品質管理的動作，但不會一一去查驗，
主要是針對易混品、正偽藥進行實驗室評估。
2. 中藥飲片(品質)由醫院藥局(藥師)做管控
3. 先篩選藥廠，再以這些篩選的藥廠來做標價、評估，且會先審
查廠商資料，並交由藥師驗收(飲片較麻煩)，而科學中藥的話
是直接看批號等資訊來檢驗。
4. 統一招標，主要由藥委會決定廠牌，找 GMP 藥廠並與臨床醫
師一起討論，確定後再交由藥委會下標；科學中藥部分也與台
中本部同步。
5. 正偽品的疑慮，以 HPLC 實驗來檢測，貴重藥品、細碎藥品和
毒劇藥都會分開處理，盤點的話以一個月各(科學中藥和傳統
飲片)一次。
6. 中國附設醫院的藥局主要靠中國醫藥大學來支援查證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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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品，而毒劇藥會分開儲存並加鎖，盤點的話是以每月交叉
盤點為準。
7. 50 種藥材的基原鑑定（如 TLC、HPLC 等）、控管品質（EX.
已被萃取又販售）
(二) 醫院藥事作業風險管理機制
專家建議：
1. 重複用藥，孕婦用藥及藥物交互作用列入電腦警示系統
2. 孕婦警示：可以孕婦圖樣來作為量化標準，紅花、薏仁等孕婦
忌服，需清查列清單加入警示系統。孕婦警示上，我們醫師在
婦產科都會輸入預產期。孕婦禁忌我們也經過小組討論過，我
們會有鎖控來控制醫師開藥，若醫師決議開藥也必須寫下原因
才能解鎖。
3. 中西藥交互作用品項資料庫急需建立。
4. 毒劇藥以紅色或毒藥標籤作為標室示。
5. 毒劇藥經過修正過，目前就是有甘遂、菀花、蜈蚣、全蠍、牽
牛子等等藥材，但我發現全國對毒劇藥品項的確認沒有標準，
較有爭議。
6. 最大每日劑量上，我們討論的結果是不超過 15g，而若是某方
劑則其最大劑量不超過 6g。
7. 審核醫囑：藥師於調劑前檢視處方，發藥後需對病人作用藥諮
詢及衛教，並做記錄及月年統計報表
8. 審核藥物交互作用：可建構網站與醫師處方連線，提供預警且
由執業人員審核。
9. 審核藥物不良反應：有無通報機制。
10. 藥品調劑標準作業流程：依醫師處方，三讀五對調劑後再由另
一位藥師檢核。若使用條碼 Barcode 系統較可節省人力。
11. 炮製標準作業流程：目前藥材炮製皆委外炮製，須建立監督機
制。
12. 微生物，重金屬，農藥殘留或黃麴毒素等超標的問題，政府應
該參考美國、歐盟、日本、中國、香港、韓國等國家標準訂定
我國檢驗標準實施。
13. 中西藥應該一起管理。但是中藥需特別管理的部分，應該是安
全劑量低的中藥。大部份的中藥，不需嚴肅看待。對於常用的
中藥材，管制後可能會使其附加成本增加，所以建議輸入有品
牌藥廠的藥材即可，就如同西藥，無需再自己檢驗，也不是每
一種都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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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藥材仍須接受管控，如毒劇藥等等。但要特別要注意的是，草
藥才是大部份發生民眾誤食中毒或是劑量過多的原因。台灣草
藥以民間來參考試驗，而濃縮中藥依西藥管理即可。
15. 未參加評鑑的中醫診所。因為未參加中醫評鑑的診所，往往就
不被管制和稽查。
16. 台灣中藥的管理，應直接追溯至源頭，從源頭管理。
17. 以中醫院的角度來看，台灣的飲片是迫切需要立法管理的。尤
其是與中國大陸簽訂 ECFA 後。另，中藥材若列入食品，檢驗
標準不同，希望政府將飲片的問題解決。
18. 有鑑於台灣民眾用藥的習慣，中醫藥與健康食品的交互作用，
需要特別注意。
19. 坊間的中藥材行跟中醫診所，才是比較主要的問題。他們沒有
接受評鑑，工作人員的訓練方式及採買驗收藥材的標準，外人
皆不得而知，而民眾只能被動的相信連他們都搞不楚的東西。
20. 但現在因為分工的關係，那麼很多都是切好的、包好了、標示
好了，但對於年輕一代的中藥房，甚至你拿原藥材給他，他自
己都沒辦法分辨。台灣官方與張永勳教授有出一本台灣傳統藥
典，可以幫助訓練台灣中藥師在藥材辨認的能力。可是，複方
的藥材辨識，至今還是無法有一套有規劃且完整的模式。
(三) 醫院環境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專家建議：
1. 就職業安全的角度來說，我們會注意到中藥局執業環境的粉塵
控制，二氧化碳、通風量、照明設備、空氣中甲醛含量，及黴
菌細菌含量來做規定。
2. 包藥區及調劑區都必須是目視上要乾乾淨淨的。每日早上及晚
上下班前及每輪工作結束時都各要清潔消毒一次，一日三輪。
每月檢查吸塵設備的效率，如濾網的潔淨度、集塵設備滿意與
否。在溫濕度控制方面，因為中藥粉在調劑時，濕度若太高，
其實會沾染在機器上、會結塊，我們一般都是控制在溫度 23
℃左右、濕度為 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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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舉辦全國北中南部研討會
(一) 台中一研討會議程
時間：民國 100 年 7 月 23 曰（週六）
藥事人員訓練上午 1 場，4 節。下午 1 場，4 節，共 8 節/2 場/天。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205 教室臺中市學士路 91 號
時間

演講內容

講 師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歡迎，主持人致詞
08:30-10:10

醫院中藥藥品管理及使用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藥局
制如何與國際醫療評鑑接軌 蔡邱麟前主任

10:10-10:20 休息&簽到
10:20-12:00

中藥品質管制及所含污穢物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質檢測
曾木全 前簡任技正

12:00-13:20 休息
13:20-15:00

門診之中藥採購驗收風險管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藥劑部
理機制
楊榮季部主任

15:00-15:10 休息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西醫
中西藥交互作用的危機與轉
15:10-16:50
結合科
機
林聖興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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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北一研討會議程
時間：民國 100 年 7 月 24 日（週日）
藥事人員訓練上午 1 場，4 節。下午 1 場，4 節，共 8 節/2 場/天。
地點：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2F『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1 號
時間

演講內容

講 師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歡迎，主持人致詞
長庚紀念醫院
門診之中藥採購驗收風險管
08:30-10:10
中醫藥劑部
理機制
楊榮季部主任
10:10-10:20 休息&簽到
10:20-12:00

中西藥交互作用的危機與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西醫
機
結合科 林聖興主治醫師

12:00-13:20 休息
13:20-15:00

中藥品質管制及所含污穢物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質檢測
曾木全 前簡任技正

15:00-15:10 休息
15:10-16:50

以病人為中心之中醫藥事安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藥劑部
全服務作業
郭永德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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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中場- 研討會議程
時間：民國 100 年 8 月 14 日（週日）
藥事人員訓練上午 1 場，4 節。下午 1 場，4 節，共 8 節/2 場/天。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03 教室
時間

演講內容

講 師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歡迎，主持人致詞，
以中醫院藥局角度建立以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中藥局
08:30-10:10 病人為中心之中醫藥安全
廖淑櫻主任
服務作業
10:10-10:20 休息&簽到
10:20-12:00

中藥複方製劑中所含成分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藥材之鑑定方法
曾木全 前簡任技正

12:00-13:20 休息
中國醫藥大學台中附設醫院毒
物科
洪東榮主任

13:20-15:00 常見的中草藥中毒
15:00-15:10 休息

國內中藥法規及國內外中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
15:10-16:50 藥 GMP 實施狀况 -中藥廣 藥組
告風險管理
謝伯舟前簡任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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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北一研討會議程
時間：民國 100 年 8 月 28 日(週日）
藥事人員訓練上午 1 場，4 節。下午 1 場，4 節，共 8 節/2 場/天。
地點：台北市藥師公會禮堂，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5 號 7 樓
時間

演講內容

講 師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歡迎，主持人致詞，
08:30-10:10

中藥複方製劑中所含成分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藥材之鑑定方法
曾木全 前簡任技正

10:10-10:20 休息&簽到
10:20-12:00

門診中藥飲片採購驗收風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藥劑部
險管理機制
楊榮季主任

12:00-13:20 休息
中國醫藥大學台中附設醫院毒物
科
洪東榮主任

13:20-15:00 常見的中草藥中毒
15:00-15:10 休息

國內中藥法規及國內外中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藥
15:10-16:50 藥 GMP 實施狀况 -中藥廣
組謝伯舟前簡任組長
告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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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雄一研討會議程
時間：民國 100 年 9 月 25 日(週日）
藥事人員訓練上午 1 場，4 節。下午 1 場，4 節，共 8 節/2 場/天。
地點：高雄義守大學醫學院八楝 11 樓
高雄市 82445 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8 號
時間

演講內容

講 師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歡迎，主持人致詞
義守大學中醫部長
蔡金川醫師

08:30-10:10 中醫科學原理
10:10-10:20 休息&簽到
10:20-12:00

中西藥結合-中西藥併用之 義守大學醫院中藥局
探討
吳宗修主任

12:00-13:20 休息
濃縮中藥製程與品質管制
仙豐製藥廠
13:20-15:00 & 中藥如何治療感冒、心
謝振鋒董事長
臟病、癌症與三高等文明病
15:00-15:10 休息
國內中藥法規及國內外中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藥
15:10-16:50 藥 GMP 實施狀况-中藥廣 組
告風險管理
謝伯舟前簡任組長
全國北中南各場研討會聽眾參與踴躍，滿意度甚高！滿意度調查詳如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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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訪視全國 36 家醫院
本研究共訪視北部桃園長庚醫院等 13 家，中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等 14 家，南部高雄市立中醫等 9 家，全國共 36 家醫院。其中有公立醫院
12 家：三總，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台北市立中醫-林森，台北市立仁愛，署
北，中榮，中榮嘉義分院，署中，署朴，台南市立醫院，高雄市立中醫，
高榮。而私立醫院 24 家，北部桃園長庚等 8 家。中部中國 10 家。南部高
雄長庚等 6 家。訪視醫院只有中醫沒有西醫的醫院 3 家：時代中醫，豐原
大同中醫，高雄市立中醫。除了以上 3 家外，有西醫與中醫的醫院佔 33 家。
二、調查訪視 36 家醫院發現下列風險與討論（Fig 1-4）
(一) 中藥局藥師人數太少，要做的藥事作業項目太廣而雜！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調查訪視全國 36 家醫院，絕大部份都是中
醫院評鑑優等或及格的醫院。然而，有 15 名藥師以上之中藥局只
有 2 家：桃園長庚，中國。
（5.56％）
。10~14 名藥師以上之中藥局
只有 2 家：台北市立中醫-林森，高雄長庚（5.56％）。3 名藥師以
下之中藥局佔最多數有 15 家：
（55.56％）
。相對於每家西醫西藥局
藥師人數動輒至少 10 名至 100 名，中藥局藥師人數之少則不可同
日而語！表示中醫服務規模（門診病人為主）遠低於西醫服務規
模。因為西醫不僅有門診而且有住院服務。所以中醫所需藥師人
力就遠不及於每家西醫西藥局藥師人數。但是中醫藥師所需要做
的專業內容，不論質與量皆不低於西醫藥師所需要做的專業內
容。
(二) 各醫院使用中藥材比率高達近 8 成！（Fig 5）
全部受訪醫院皆使用科學中藥，至於使用中藥材的醫院有 28
家高達 77.8％！使用中藥材/使用科學中藥比率，北部 53.8％。中
部＝85.7％。南部則更是 100％！而中藥材易混淆品易誤用又多，
真偽難辨！管理上須投入更多專業人力物力，加強參與易混藥持
續教育，才能為中藥用藥安全作把關。
(三) 高於 5 成醫院以價格低廉中藥作為採購考量點！(中藥採購風險)
（Fig 6）
中藥採購考量點：價格，藥廠品牌（中藥品質信譽）
，外包（價
格＋藥廠品牌）
。價格 36.1％，公立醫院系統佔多數。藥廠品牌 47.2
％，外包 16.7％。公立醫院以價格導向做中藥採購考量點，乃制
度使然。然而，理應以價格導向做中藥採購考量點的私立醫院系
統，有 47.2％醫院先考慮藥廠品牌（品質）再做議價動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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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嚴謹採購配套機制，此舉不同於公立醫院，較能為病患中藥
用藥安全作把關。
醫院中藥採購、驗收風險管理機制（品質管控）考量點：
1. 濃縮中藥的處方依據
固有成方：醫方集解、本草綱目、中國醫學大辭典、醫宗金鑑。.
基準方的出現：前 100 方：藥廠必須遵守原方製造。後 100 方：
藥廠可不遵守原方製造
2. 法規規定濃縮中藥的品質管控項目
濃縮中藥製劑應該追求目標:基本規格，正確性，安全性，
均一性，安定性，有效性。藥品與藥材標示與包裝系統應該按
照行政院衛生署令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14 日修正「進口及市售
中藥材飲片之標籤或包裝應標示事項處理原則」辦理
3. 藥廠品牌（中藥品質信譽）與中藥品質評估原則：
第一階段：書面作業
(1) 詢價廠商提出單項 4 個批次檢驗報告書
(2) 製藥廠提出藥廠軟硬體設備資料：
品管人員數目，廠內是否自行檢驗個別重金屬，.廠內是
否自行檢驗微生物，廠內是否自行檢驗農藥殘留，藥廠是否
兼做西藥，貴重儀器：HPLC、GC/MS、AA 儀器數目、其
他、是否願意配合本院進行樣品檢測
(3) 實地訪查競標中藥製藥廠品管工作執行狀況、藥材管理方式、
軟硬體設備等：
廠商基本資料：中藥 GMP 廠、公司成就及獲獎紀錄與
教學醫院配合之臨床試驗用藥、近 3 年外銷國家（出口報單
影本證明）等。藥廠品管作業。藥廠提供該藥品 4 個批次完
整檢驗報告書。
第二階段：產品抽驗
(1) 院方在南北地區市場購買詢價廠商單項 2 個批次藥品拆封另
裝新瓶至中藥製藥廠配合檢驗〈委託檢驗內容：五大項、總
重金屬、個別重金屬、微生物試驗、指標成分定量、農藥檢
測〉
(2) 彙整全部檢驗結果
(3) 補足抽測批號的原始檢驗資料
第三階段：收集資料進行綜合性評估，密切追蹤病人，注意症
狀變化，可防止藥物效力學上的交互作用。
第四階段：綜合性評估：
（10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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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規格審查：藥廠書面資料、4 個批次的原始檢驗報告書
審查。
(2) 藥品安全性審查：市售產品五大項抽驗結果及其總重金屬、
個別重金屬、微生物、農藥殘留、黃麴毒素、馬兜鈴酸等污
穢物質檢查。
(3) 藥品有效性、均一性審查：正確的組成藥材基原、水抽提物
含量、稀醇抽提物含量、指標成分含量、HPLC 圖譜分析。
將所得資料加以加權計分方式進行綜合性評估，作為中藥
濃縮製劑的採購考量。
(四) 醫院驗收中藥方式：幾乎只用五官鑑定而已！（Fig 7）
中藥驗收方式分為：TLC , LC/MS,委外檢驗，無儀器檢驗，
五官鑑定。真正在醫院現場有看到 TLC , LC/MS 儀器驗收方式只有
桃園長庚藥劑部 1 家！LC/MS 儀器包括 HPLC, LC/MS, LC/MS//MS
等皆算是。有些醫院有醫研部，或是大學附設醫院其學校有此儀器
或外包藥廠有此儀器者，就歸於委外檢驗佔 27.8％。無儀器可檢驗
（扣除上述 3 者）佔 66.7％！而五官鑑定則佔 100％！五官鑑定含
基本要求：標籤標示內容，品名，數量，效期，品質，藥品許可證，
健保價等等。許多醫院會要求所採購廠商附檢驗報告結果，此舉稍
微有把關動作。然而，建議至少應該抽樣委外檢驗。否則，中藥局
毫無把關可言！
(五) 每家醫院 ADR 通報件數太少！（Fig 8-11）
每年 ADR 通報件數為 0 件的醫院竟高達 9 家佔 25％！每年
ADR 通報件數為 2 件的醫院也是 9 家佔 25％！其次高的為 3 件的
醫院 7 家佔 19.4％。以下依序為：4 件的醫院 2 家佔 5.6％。5 件的
醫院 2 家佔 5.6％。6 件以上的醫院 5 家佔 13.8％。每年 ADR 通報
件數為 10 件以上的醫院幾乎很少，亦即全國每家醫院每月只要通
報 1 件竟幾近於 0 家！到底是中藥太安全呢？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所以，建議政府應通盤檢討全國每年 ADR 通報件數如此低的原因，
並規定每年每家醫院 ADR 通報件數。
世衛組織（WHO）很重視藥物主動監視，主要目的在及時偵
測新的藥品不良反應回報。最近，更擴大包括中草藥等。中國大陸
也很重視中草藥 ADRs，如下文獻之表格 5 。造成中藥藥物不良反
應的原因很多；包括使用原本就有毒性中藥造成中毒，使用過量的
中藥，中藥西藥的交互作用。在台灣實施中藥主動監視是一個緊迫
的任務，以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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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items about pharmacovigilance in 92 label i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5

執行中草藥不良反應通報系統所遭遇之問題與困難，根據桃園長庚
中醫院張恆鴻副院長認為 34：
1. 通報案件不多，推動不易。
一般醫療人員通報率偏低之原因，常見的有下列幾點：
(1)對通報系統之重要性缺乏認知。
(2)無法確定藥品不良反應主因。
(3)恐導致不必要之醫療糾紛。
(4)過度繁忙怕增加工作量。
(5)通報後並無精神或物質上之回饋。
(6)主觀認為藥物很安全，不注意不良反應。
2. 中藥相對於西藥而言，案例較少之有下列原因：
(1) 中藥藥理與交互作用研究較少，增加在判定與通報上之不
確定性。
(2) 西藥配合醫院評鑑，中藥尚未全面實施。
(3) 西藥以住院病人申報居多，門診數較少：中醫則相反。
(4) 西藥為以藥師爲主之通報體系。
(5) 擔心導致醫療糾紛會誤解而影響業務。
3. 通報案件審查不易。
(1) 病人資料不全。
(2) 中草藥不良反應之判定較難明確。
(3) 中西藥併用之情況甚多，但其交互作用之機轉不明。
(4) 草藥未有統一的名稱，確立基原較不易。
4. 目前各院通報系統無專職人員負責，且非常設機構，對於長期
監測及通報案件收集，均有一定之影響。
5. 中草藥理學複雜，不易釐清不良事件之產生及結果。
(六) 約 6 成醫院於門診未使用條碼 Barcode 系統調劑（Fig 12）
於門診使用 Barcode 的醫院使用 1 維條碼調劑之醫院有 1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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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36％。使用 2 維條碼調劑之醫院只有 2 家佔 5.6％。沒有使用條
碼系列調劑之醫院有 21 家高達幾乎 6 成(58.3％)！僅是思考濃縮中
藥（科學中藥）外觀很像，粉末顏色也很像，藥名有許多很像（LASA,
Look Like Sound Like）如表 5，如何調劑正確，使用 Barcode 條碼
調劑就確實有其必要性。何況還可以檢視處方中許多劑量、禁忌、
嚴重交互作用等問題。
在醫院中藥局條碼運用與傳統調劑方式之優、缺點比較
條碼系統

調劑行為

效期管理

庫存管理

金錢

人力

時間

1.
2.
3.
4.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輔助三讀五對
參入其他圖文系統
發現冰山底下的錯誤
容易紀錄，探討錯誤模式
初期作業較繁複
不同廠商，較難有統一格式
國際條碼與效期結合困難
方便機械介入
出入庫流程固定
容易取得相關資料
設備更新
資料庫重建
條碼貼紙消耗
入庫核對
條碼印製與上架
出庫核對
調劑時間縮短
前置時間增加
作業流程增加

傳統調劑

人工

人工直接輸入

人工經驗為主
彈性變化大

(七) 醫院列為毒劇藥（高警訊藥品）項目太少！（Fig 13-16）
毒劇藥/高警訊藥品：甘遂，川烏，草烏，炮附子，生附子，
芫花，水蛭，與其他。有使用甘遂，並且列為毒劇藥或是高警訊藥
品的醫院有 15 家 41.7％。使用川烏的醫院有 15 家 41.7％。使用草
烏的醫院有 13 家 36.1％。使用炮附子的醫院有 21 家 58.3％。使用
生附子的醫院有 9 家 25％。使用芫花的醫院有 1 家 2.8％。使用水
蛭的醫院有 8 家 22.2％（8/36）。使用其他的醫院有 35 家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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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
。很多醫院將甘遂只用來三伏貼外用，他們認為外用甘遂
並非毒劇藥，不須加鎖管理。另外，炮附子因為已經泡製，所以毒
性大大減低。有的醫院認為炮附子並非毒劇藥，不須加鎖管理。但
是，誰知道附子炮製過程有沒有問題？要不然，為何有許多文獻都
在報告附子中毒事件？
國外知名文獻 6 有報告附子未經炮製或不適當炮製或使用過
量 ， 都 可 能 造 成 心 臟 毒 性 ， 如 嚴 重 心 律 不 整 。 關 木 通 Caulis
Aristolochiae 等中草藥造成腎毒性和致癌。
(八) 中-西藥交互作用醫院列為監測項目太少！（Fig 17-20）
本研究主要看幾種常見又嚴重的中西藥交互作用有：Warfarin,
Aspirin -丹參，Statin-紅麴，Aspirin-銀杏，降血糖藥（OHA）-當歸、
六味地黃丸等，其他（降血壓藥-麻黃，Steroid-甘草）。有使用
Warfarin-丹參、桃仁、紅花等活血化瘀中藥，並列為醫令系統警示
藥品的醫院有 25 家 69.4％，佔所有中西藥交互作用第 1 名！第 2
名是 Statin-紅麴有 16 家 44.4％。第 3 名是 Aspirin（ASA）-銀杏，
有 11 家 30.6％。第 4 名是降血糖藥-當歸、六味地黃丸有 10 家 27.8
％。至於其他（降血壓藥-麻黃，Steroid-甘草）有 16 家 44.4％。所
以，綜觀會影響到心臟血管功能的中西藥交互作用，例如活血化瘀、
降血壓藥、降血糖藥等中西藥都要非常小心注意！否則，後果不堪
設想。
中西藥併用的潛在問題，中國醫藥大學李珮端教授的研究 36
顯示，台灣中部地區約有 32.5%民眾有中西藥物併用問題，其中衍
生之相關問題值得重視。台灣地區對中西藥物併用發生不良反應之
正式報告極為有限，僅有少數之動物研究報告。醫事人員因中西藥
物不當併用所產生之不良反應等概況與預防，尚無相關文獻資料可
供參考。
中西藥交互作用的危機與轉機討論根據中國醫藥大學林聖興
醫師指出，35 現行醫療制度，中西藥併用情形：A.設有中醫部門
的醫院：住院病人會診中醫，接受中西醫雙重治療。中醫師可查閱
西醫病歷，開中藥前作參考。B.設有中西醫聯合門診的醫院：就診
當天，可領到中、西兩種類型的藥物。中醫、西醫電腦連線，可知
病人同一天處方的西藥、中藥項目。C.患者自行在兩個地點就醫：
分別領取中藥與西藥，中醫、西醫互不相識。
藥物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能有優點，也可能發生不良反應；現
代醫學對於西藥有很多研究，交互作用資料很豐富，臨床自動警示
系統發展成熟。中藥與西藥之間，相對於西藥交互作用而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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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已知的報導，絕大多數是談不良反應。證據也比較薄弱。
常見中草藥-西藥的交互作用：丹參- Warfarin, Aspirin, 甘草Corticosteroids. 銀 杏 葉 Gingko biloba- Warfarin, Aspirin. 麻 黃
Ephedra-Isoniazid 聖約翰草 St. John’s wort- Cyclosporin.
證據較強的資料：有臨床試驗或個案報告，發表最多的是金
絲桃草 St. John’s wort，其中最顯著的案例是它與免疫抑制劑
cyclosporin 的交互作用，在器官移植後的患者 cyclosporin 濃度不足
而造成排斥反應。另外，銀杏葉 Gingko biloba 與解熱鎮痛劑
(Ibuprofen 或 Naproxen)或者抗凝血劑(Aspirin 或 Warfarin)同時使用，
皆會造成出血，也有個案報導。
國外知名文獻 6 有報告銀杏（Ginkgo biloba）, 當歸和丹參
（Salvia miltiorrhiza.）與西藥 warfarin 等抗凝血藥，造成嚴重出血
的相互作用。如下表：
Adverse reactions and toxic e ects caused by TCM

若患者服用中藥有類似效果，與西藥合併使用，可能因中西
藥間的交互作用，而造成藥效過強、或是不足，影響健康。例如：
交感神經興奮劑，心血管藥(強心劑、降壓劑等)，抗凝血劑等。
例如：A. 抗凝血劑(例如 Warfarin, Heparin)與活血化瘀類(丹
參、當歸、川芎、桃仁、紅花)若合併使用，要注意可能造成出血
時間延長。
例 如 ： B. 麻 黃 (Ephedrae) 是 典 型 的 例 子 ， 含 有 ephedrine,
pseudo- ephedrine,norephedrine 及其他麻黃鹼成份。高血壓、癲癇、
糖尿病、甲狀腺疾患，需謹慎麻黃的使用。雖國外有很多醫學文獻
認為麻黃可能造成傷害，但其觀念不能完全適用於本地。傳統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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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劑是複方，講究君臣佐使的配合，中藥之間的相互協調，可能已
抵消副作用。歐美國家使用的麻黃是單味藥，且抽取 ephedrine 成
份，其研究報告不能適用於複方中的麻黃。
還有，交互作用的證據夠強嗎？這是重點！可能的危機：假
使被新聞記者渲染報導，原本好意提醒避免中西藥交互作用，民眾
卻可能恐慌而不敢同一天服用中藥與西藥。西醫主導的台灣醫療環
境，服西藥的病患，有可能被規定停止中藥。
所以，如何化解危機呢？應建立交互作用資料的強度分級。
加強專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包含中醫師、西醫師、藥師、護理師，
以便能作適當處理。自動化提示的幫助系統僅提供參考：電腦不封
鎖處方，由醫師作決定。藥師在給藥之前，可與醫師溝通討論。列
出觀察症狀的意義，若資料庫內有已知交互作用，醫師認為該組中
西藥組合是安全的，此時，醫護團隊對病患的後續觀察很重要。
三、調查評估全國 36 家中醫院門診藥局環境、設施安全風險問題。
(一) 環境、設施及設備粉塵清潔風險
各醫院對於中藥調劑區桌面及包藥機於各時段結束時，大致
都能將藥粉清潔乾淨，惟仍有少數幾家中藥調劑區桌面稍嫌混亂並
且存在粉塵情形。
(二) 環境、設施及設備風險
各醫院大致都會對於各區環境進行查檢，對環境及冰箱溫溼
度查檢，並登記。每日於門診結束時須對藥局所有水、電等設備進
行查檢，並登記各區查檢記錄表。每週對包藥機進行查檢，並登記
包藥機查檢記錄表。對除濕機、煎藥機查檢，則不一定做定期保養。
(三) 設施之操作風險
各醫院中藥局從業人員還算熟稔中藥局之設施操作。所有設
施之操作，則不一定有製作流程圖張貼於該設施附近。
四、健保資料庫中藥肝毒性研究
而 ADR 通報是屬於被動通報，受限於通報者意願及醫療人員之配合度，
結果往往是低估；16-17 特別是中藥的不良反應，因普遍仍未有通報的習慣。
23-24
故利用健保資料庫執行藥物流行病學研究，進行上市後主動監測做為實
證基礎，無論是在學術研究或政府決策參考上日益重要。25-27
中草藥並非天然無毒，有些藥物可以產生肝損害的毒副作用，不可忽
視。預防中草藥引起藥物性肝炎之重要原則為：
(一) 避免使用肝毒性中草藥；必要時應慎用，不可濫用、久用或過量使
用。
(二) 用藥必須遵守中醫治療準則，注意劑量、劑型、配伍、個人體質差
30

異等原則。
(三) 藥物性肝病最顯著的臨床表現為黃疸，是提醒停藥的重要警示。使
用可能損害肝臟的中草藥時，應定期接受醫療監測，以便及時發現、
停用及治療。
(四) 特別注意宣稱具減肥或保健功能的減肥茶、健康食品仍可能造成肝
腎損害。
(五) 提高對肝毒性中草藥的認識，加強中草藥相關肝病的診斷能力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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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針對本研究以問卷調查訪視全國北中南部 36 家醫院後，發現各醫院藥
事作業有以下風險存在，茲提出下列 10 大風險與建議管理機制：
(一) 風險：中藥局藥師人數太少，要做的藥事作業項目太廣而雜！
建議：中醫藥師所需要做的專業內容，不論質與量皆不低於西醫藥
師所需要做的專業內容，建議須增加目前中醫院中藥局藥師
人力配置。
(二) 風險：高達近 8 成醫院有使用中藥材及中藥飲片！
建議：1. 管理上須投入更多專業人力物力，並要求管理中藥局藥
庫藥師每年定期參加易混藥持續教育，中藥局主管也要
加強考核中藥局藥庫藥師，才能為中藥用藥安全作把
關。
2. 藥局常見混淆飲片，例如白前白薇等，名稱相似（LASA）
之科學中藥品項例如右歸丸左歸丸等，詳如表 4.藥局常
見混淆飲片（調劑風險）
，建議標示項目（合計有 19 項）。
(三) 風險：高於 5 成醫院以價格低廉中藥作為採購考量點！(中藥採購
風險)
建議：先考慮藥廠品牌（品質）再做議價動作，較能為病患中藥用
藥安全作把關。
其中建議嚴謹採購配套機制如下：
1. 醫院科學中藥採購作業風險管理機制
(1) 各藥廠書面作業審查
(2) 各藥廠產品抽驗
(3) 收集資料進行綜合性評估
彙整市場抽查 2 個批次藥品檢驗結果
藥品每日服用量的比較
藥品每瓶 200 公克可服用天數的比較
試比較藥品稀醇抽出物及水抽出物含量規格
藥廠制定規格--藥品每克浸膏含量？
由檢驗結果--藥品每克中水抽出物含量？
由檢驗結果--指標成分含量足夠否？
2. 醫院中藥材與飲片採購作業風險管理機制
(1) 各藥廠書面作業審查
(2) 各藥廠產品抽驗
(3) 收集資料進行綜合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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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市場抽查 2 個批次藥品檢驗結果
醫 院 中 藥 局 再 做中 藥 材 與 飲 片 基源 鑑 定 ： 顯 微 鏡檢 測
RT-PCR.
使用 LC-MS-MS 檢驗指標成分含量，由檢驗結果--指標成
分含量足夠否？
(四) 風險：醫院驗收中藥方式：幾乎只用五官鑑定而已！
建議：
1. 許多醫院會要求所採購廠商附檢驗報告結果，此舉稍微有把關
動作。然而，這樣好像「球員兼裁判」？！
2. 醫院驗收須以至少做 TLC 檢驗。50 種藥材的基原鑑定（如 TLC、
HPLC-MS-MS, RT-PCR 等）
3. 建 議 至 少 應 該 抽 樣 委 外 檢 驗 ： LC-MS-MS 測 指 標 成 分
（Fingerprint）
，重金屬含量，農藥含量，微生物總生菌數含量、
黃麴毒素等項目。
4. 檢驗機構應須政府認定合格者，或至少要大學專門實驗室以上
者。否則，中藥局毫無把關可言！
(五) 風險：每家醫院 ADR（藥品不良反應回報）通報件數太少！
建議：
1. 政府應通盤檢討全國每年 ADR 通報件數如此低的原因；
2. 並規定每年每家中醫院 ADR 最低通報件數，而且將 ADR 通報
列為中醫院評鑑必要項目。
3. 而且建議政府將中醫院評鑑結果必須與中醫健保給付金額做聯
結，否則對目前中醫院 ADR 極低度通報毫無約束力可言！
4. 政府應鼓勵做世代研究（Cohort study）與中藥的藥物流行病學
（pharmacoepidemiology）調查研究以釐清中藥與 ADR 之間進
一步的關係，和藥物的主動監視有助於提供有效的臨床使用中
藥安全資訊。12,13,14
(六) 風險：近 6 成醫院於門診未使用條碼 Barcode 系統調劑
建議：
1. 醫院應使用條碼 Barcode 系統調劑科學中藥。
2. Barcode 系統調劑中藥整個流程風險：拿錯別人的藥、重複用藥、
毒劇用藥、中西藥交互作用、孕婦用藥警示等風險都可降低。
(七) 風險：醫院列為毒劇藥（高警訊藥品）項目太少！
國外知名文獻 6 有報告附子未經炮製或不適當炮製或使用過量，都
可能造成心臟毒性，如嚴重心律不整。關木通 Caulis Aristolochiae
等中草藥造成腎毒性和致癌。有的醫院認為炮附子並非毒劇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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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鎖管理，或列入警示系統。但是，誰知道附子炮製過程有沒有
問題？要不然，為何有許多文獻都在報告附子中毒事件？
建議：建議炮附子，生附子，生烏，草烏等中藥皆列入警示系統。
(八) 風險：醫院將中-西藥交互作用列為監測項目太少！
建議：
1. 將文獻有報告當歸和丹參（Salvia miltiorrhiza.）,銀杏（Ginkgo
biloba）,與西藥 warfarin, Enoxaparin, Clopidogrel , Tinzaparin,
Tirofiban 等抗凝血藥列為監測項目，應注意其嚴重出血的相互
作用。
2. 甘草，槐花與西藥 Digoxin 等抗凝血藥列為監測項目，應注意
其嚴重鉀離子濃度降低，可能增加 digoxin 的毒性作用。
3. 黃連，葛根，黃柏與西藥 Cyclosporin（環孢靈）列為監測項目，
應注意環孢靈之血峰濃度顯著降低，可能降低環孢靈抗器官排
斥作用。
4. 紅麴 600mg/CAP 與 Atorvastatin 等 Statin 類西藥列為監測項目，
應注意肝功能指數上升，血中肌酸激脢上升。
5. 會影響到心臟血管功能的中西藥交互作用，例如活血化瘀、降
血壓藥、降血糖藥等中西藥都要非常小心注意！
(九) 風險：參加與不參加中醫評鑑對醫院影響有限，造成有些中醫醫院
與中醫診所不太重視藥藥事作業與環境安全！
建議：列入評鑑，而且評鑑結果仿西醫與健保給付價格須有相關
性。
(十) 風險：不少中醫診所不重視藥藥事作業與環境安全！
建議：
1. 將中醫診所列入研究與評鑑，而且評鑑結果仿西醫與健保給付
價格須有相關性。
2. 環境、設施及設備粉塵清潔風險：各醫院對於中藥調劑區桌面
及包藥機於各時段結束時，應將藥粉清潔乾淨。應設集（粉）
塵器，定期請環安人員到院監測粉塵、CO2 等。
3. 環境、設施及設備風險：各醫院對於各區環境定期查檢，對冰
箱、溫溼度定期查檢，並登記。對除濕機、煎藥機查檢，則一
定做定期保養。
4. 設施之操作風險：各醫院中藥局從業人員應熟稔中藥局之設施
操作。所有設施之操作，一定要有製作流程圖張貼於該設施附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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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程表：
醫院藥事作業流程及環境安全風險評估與建議管理機制
流程表
（一）
、藥事作業流程
風險
1. 調劑過  病人姓名
程風險
 病人性別、年齡





 病人身份辨識步驟
 使用條碼 Barcode 系統調劑科學中
藥

藥物適應症（用途） 

病人過敏史

疾病與用藥
劑量


 重複用藥

2. 調劑過
程風險

建議管理機制

藥袋多加 ICD-9 診斷中文病名
對中、西藥、食品等
要吻合
＊訂定每方每藥日服上限劑量
15g，而若是某方劑則其最大劑量
不超過 6g。
（B-5）

 Double check

 ＊針對毒劇藥物控管（B-13）
 ＊孕婦警示：可以孕婦圖樣來作為
量化標準，紅花、薏仁等孕婦忌服
（B-2）
 須多投資專業藥事人力

 藥物諮詢服務

 須提高中藥健保給付

 易混品（LASA）

 科學中藥：擺放位置錯開，或貼標
示區分
 ＊藥材：藥事人員定期多參加藥材
辨識持續教育（B-19）
 設定藥物：丹參等活血化瘀藥與
Warfarin, Aspirin 等
 ＊毒劇藥以紅色或毒藥標籤作為
標室示。訂定生附子、炮附子、川
烏、草烏。甘遂、菀花、蜈蚣、全
蠍、牽牛子等為毒劇藥物或高警訊
藥物（B-4, B-13）
 加強醫師、藥師、護士等人員訓練

 中-西藥物交互作
用
 毒劇藥物
 高警訊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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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 通報






3. 採購與
驗收風
險

孕婦用藥
老人用藥
小孩用藥
高貴藥物
院內自配方劑。

 ADR 通報列入評鑑
 評鑑結果仿西醫與健保給付價格
須有相關性
 要定期公告周知現有國內中藥
ADR 已通報結果
 須搜集國內外中藥 ADR 通報資訊
 須鼓勵本土 ADR 或中藥藥物流行
病學研究
 醫院獎勵員工 ADR 通報制度
 紅花、桃仁活血化瘀藥等
 心臟血管肝腎功能用藥
 慎防偽藥與掺假：冬蟲夏草等
 停用
 ＊：可以孕婦圖樣來作為量化標準
（B-2）

 醫院最好不要自配方劑
 藥廠品牌/品質
 ＊先篩選藥廠，再以這些篩選的藥
 藥廠品牌醫院決策
廠來做標價、評估，政府定期公告
單位
（A-3）
 效期管理
 政府定期公告優、劣藥廠及藥品





五官鑑定
 醫院驗收加顯微鏡檢查項目
方劑有效成份有無  ＊醫院驗收須以至少 TLC 檢驗。
易混品
50 種藥材的基原鑑定（如 TLC、
提高中藥重金屬、
HPLC- MS-MS 等）、控管品質
生菌數、農藥殘留
（EX.已被萃取又販售）
（A-5,A-7）
檢驗標準
LC-MS-MS 測指標成分
（Fingerprint）.
 建議至少應該抽樣委外檢驗：
LC-MS-MS 測指標成分
（Fingerprint）
，重金屬含量，農藥
含量，微生物總生菌數含量，黃麴
毒素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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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重金屬，農藥殘留或
黃麴毒素等超標的問題，政府應
該參考美國、歐盟、日本、中國、
香港、韓國等國家標準訂定我國
檢驗標準實施。
（B-11）
 藥委會決定
 藥庫藥事人員教育  加強科學中藥藥材標籤標示
 加強藥師訓練
 加強不良品通報
 藥庫管理的藥師須具有年資
 PGY 的訓練模式
（二）
、環境安全
風險建議管理機制
 集塵器
 ＊包藥機、混藥機需有集塵器，並且
定期清洗，注意中藥局執業環境的粉
塵控制，二氧化碳、通風量、照明設
備、空氣中甲醛含量，及黴菌細菌含
量來做規定。
（C-1）吸塵設備的效率，
如濾網的潔淨度（C-2）
 藥事人員調劑  藥事人員須帶口罩
 電子天平
 定期校正
 混藥機
 定期清潔
 冰箱溫度
 4℃以下與不斷電系統
 須冷藏藥品項  含揮發植物油之藥材
目
 煎藥機
 定期清潔
 室內溫、濕度  ＊固定控制在溫度 23℃、濕度為 60％
左右（C-3）
 照明設備
 應保持調劑環境明亮
 空氣品質：CO2  ＊按照環保署頒訂室內空氣品質改善
草案辦理（C-1）
 調劑環境
 隨時保持清潔整齊
 傳統瓦斯爐煎  實施 5’S
藥
 使用電晶爐取代傳統瓦斯爐

37

三、其他管理機制（JCI 國際評鑑-針對中藥安全管理）結論與建議
(一)組織和管理組織和管理
1. 整併中西藥品管理辦法(毒性中藥管理辦法)。
2. 增加中藥特有的規章辦法(中藥污穢物質管控作業辦法)。
3. 將「毒性中藥」改名為「高 不良反應中藥」納入全院高警訊藥
品管理。
(二)廠牌選擇和採購
1. 全面檢示更換符合國內法規可使用之中藥，停用院內自配方
劑。
2. 訂定中藥採購品質標準(中藥異常物質限量標準及送檢作業程
序)。
(三)貯存
1. 藥用冰箱溫度異常 24 小時連線通報。
2. 門診及住院中藥貯放及退藥原則，符合自備藥品管 理。
3. 加強中藥藥品儲存管 理作業(落實不良品回收與通報、先進先出、
效期管控、LASA 區隔標示)。
(四)醫囑和抄錄
中醫醫令組套設計取消口頭醫囑。
(五)製劑和調劑
1. 醫工組定期校正部門溫 度計及磅秤。
2. 與廠商簽定儀器維修保養、環境清潔消毒及水質檢測。
3. 訂定耗材更換頻率(如藥包紙等)。
4. 新增藥杯集塵裝置。
5. 使用電晶爐。
6. 導入條碼檢核系統。
(六)給藥
1. 加強中藥粉劑及液劑藥袋標示(包括身份辨識步驟、藥品名稱，
給藥確認章)。
2. 訂定中藥給藥標準流程(包括取藥溫熱步驟、給藥時間記錄)。
(七)監測
1. 對病人提供用藥衛教指導，填寫衛教暨評估記 錄單放入病歷當
中估記錄單放入病歷當中。
2. 加強 Reporting of medication errors (鼓勵內部異常案例提報)。
(八)中藥局新進藥師訓練計畫
1. 訓練對象
(1) 為獲得執業執照兩年內，至本院中醫藥局服務之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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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藥局新進藥師人員
2. 訓練目標
門診藥事作業訓練，住院藥事作業訓練，特殊藥品調劑作
業訓練，藥品管理作業訓練，藥品諮詢作業訓練 f.藥事行政管
理訓練。
3. 訓練課程內容及時間
(1) 第一年
A. 門診藥事作業一 6 個月
學習門診處方調劑標準作業流程並熟稔各種技巧，
增進處方內容之辨識與評估，增進對藥品具充分知識，
了解工作職責，專業態度與獎懲制度，學習以專業，和
善的服務態度與病人或其家屬溝通，增進對中醫部門之
了解，能提供其他醫療人員對處方藥品的正確認識。
B. 住院藥事作業訓練一 6 個月
學習住院處方調劑標準作業流程，並熟稔各種技巧，
增進對住院處方內容辨識與評估，學習住院系統電腦資
訊之查詢與應用，增進與其他醫護人員、病人或其家屬
之溝通能力，培養藥事照顧能力。
(2) 第二年
A. 藥品管理作業訓練一 3 個月
瞭解藥品管理作業流程，及相關手法與各種技巧，
瞭解特殊藥品(如毒劇類中藥)之管理 3.瞭解及學習藥品
管理電腦資訊之查詢與應用。
B. 藥事行政管理一 1 個月
瞭解並學習藥事行政管理事宜，瞭解用藥安全電腦
系統控管
C. 藥品諮詢作業訓練一 3 個月
認識諮詢藥師工作職責及相關紀錄，學習藥物諮詢
服務作業流程，並熟稔各種技巧，學習有效、準確、快
速的提供藥物資訊，並認識參考書籍及其應用，學習諮
詢技巧及培養用藥安全講座能力，學習藥品不良反應、
藥品換廠顧客抱怨之通報及處理能力，瞭解中藥藥事委
會運作流程
D. 特殊藥品調劑作業訓練一 3 個月
學習毒劇類中藥之管理、給藥、用藥之作業能力，
毒劇類中藥用藥的追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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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全國醫院中藥局藥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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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北部醫院中藥局藥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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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中部醫院中藥局藥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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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4. 南部醫院中藥局藥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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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使用科中與藥材的醫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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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中藥採購考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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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醫院中藥驗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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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全國醫院中藥驗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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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全國醫院 ADR 通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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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北部醫院 ADR 通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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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中部醫院 ADR 通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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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南部醫院 ADR 通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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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毒劇藥/高警訊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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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北部毒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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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 中部毒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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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 南部毒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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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 中西藥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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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北部中西藥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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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 中部中西藥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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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0. 南部中西藥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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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中藥藥事作業風險管理機制- Barcode 電腦管理系統

Barcode/高榮

Barcode/高榮

Barcode 劑量/台中慈濟

18 反 19 畏/高榮

紅花最大劑量

毒劇藥:炮附子/三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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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藥事作業風險管理-易混品(LASA)

易混品/仁愛
藥材圖文標示/署中

LASA/耕莘

LASA/耕莘

易混淆品辨識參考書與受訓/秀傳

易混淆品辨識參考書與受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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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警示系統：中-西藥交互作用

中西藥交互作用/仁愛

中西藥交互作用/署中

中西藥交互作用/仁愛

中西藥交互作用/北媽

中西藥交互作用/桃園長庚

中西藥交互作用/桃園長庚

55

中藥藥物不良反應通報（ADR）

ADR/耕莘

ADR/耕莘

ADR/北醫

ADR 不良品/桃園長庚

ADR 參考書/北醫

ADR/北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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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劇中藥(高警訊中藥)

毒劇藥：甘遂/北市立中醫

毒劇藥/豐原大同

毒劇藥：炮附子/耕莘

毒劇藥/豐原大同

毒劇藥/北市立中醫

毒劇藥 使用追蹤記錄/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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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針對中藥判斷性服務

藥師判斷性服務記錄表/市立中醫

處方錯誤率分析/北醫

藥師判斷性服務記錄表/和平

處方錯誤率分析/北醫

藥物諮詢記錄/北醫

處方錯誤率分析/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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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汙穢品，重金屬檢驗

重金屬檢驗/仁愛

重金屬檢驗/仁愛

重金屬檢驗/仁愛

含汙穢品，重金屬檢驗/秀傳

去硃砂/三總

含汙穢品，重金屬檢驗/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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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袋標示/中藥材標示

藥袋標示/桃園長庚

藥袋標示/台中慈濟

藥袋標示/署北

中藥材標示/北醫

藥袋標示/和平

中藥材標示/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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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儲藏

須冷藏中藥/北醫

效期較遠/後用/嘉義長庚

須冷藏中藥/彰基

驗退記錄 北醫

中藥材標示/台中慈濟

外用藥/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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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評估：集塵器、空氣流通、明亮度

集塵器/和平

集塵器/台中慈濟

集塵器/三總

吸塵器與藥槽清理記錄/耕莘

集塵器/中榮

集塵器/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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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

代煎包/北醫

轉骨方/北醫

代煎包/北醫

中藥 OTC/聖功

自製藥/高醫

冬蟲夏草/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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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

中藥 OTC/北媽

操作流程/嘉義長庚

高貴藥：藏紅花/三總

包藥機/三總

高貴藥：牛黃/中榮

64

Table 1. Comparison by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other medical conditions
between acute hepatitis cases and controls.
Acute hepatitis

Sex
Female
Male
Age (years)
20-39
40-54
55-64
≧65
Mean age (SD)

No
N=24168

Yes
N=6042

n(%)

n(%)

P value

<0.0001
10951(45.3)
13217(54.7)

2055(34.0)
3987(66.0)
<0.0001

12184(50.4)
6975(28.9)
2074(8.58)
2935(12.1)
43.1(16.7)

Hepatotoxic
6845(28.3)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morbidities
Chronic hepatitis
1385(5.73)
Diabetes mellitus
881(3.65)
Hypertension
2787(11.5)
Hyperlipidemia
920(3.81)
SLE
60(0.25)
Diabetes mellitus: 定義一年診斷兩次者
Hypertension: 定義一年診斷 3 次者
Hyperlipidemia: 定義一年診斷 3 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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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25.8)
1586(26.3)
1040(17.2)
1855(30.7)
53.8(18.2)

<0.0001

2144(35.5)

<0.0001

1756(29.1)
672(11.1)
1972(32.6)
536(8.87)
27(0.45)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1

Table 2. Crude and adjusted odds ratio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acute
hepatitis associated with hepatotoxic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covariates.
Variable
Sex
Women
Men
Age group (years)
20-39
40-54
55-64
≧65
Hepatotoxic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No
Yes
Chronic hepatitis
No
Yes
Diabetes mellitus
No
Yes
Hypertension
No
Yes
Hyperlipidemia
No
Yes
SLE
No
Yes

Crude

Adjusted

OR (95%CI)

OR (95%CI)

1.00
1.61 (1.52-1.71)

1.00
1.79 (1.68-1.91)

1.00
1.78 (1.65-1.92)
3.91 (3.57-4.29)
4.93 (4.56-5.34)

1.00
1.53 (1.41-1.66)
2.80 (2.53-3.10)
3.35 (3.05-3.69)

1.00
1.39 (1.31-1.48)

1.00
1.30 (1.22-1.39)

1.00

1.00

6.74 (6.24-7.28)

5.47 (5.03-5.94)

1.00
3.31 (2.98-3.67)

1.00
1.43 (1.27-1.62)

1.00
3.72 (3.48-3.97)

1.00
1.82 (1.67-1.98)

1.00
2.46 (2.20-2.75)

1.00
0.89 (0.78-1.01)

1.00
1.81 (1.15-2.85)

1.00
1.77 (1.06-2.96)

Adjusted for sex, age, chronic hepatitis, diabetes mellitus,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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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Odds ratio of acute hepatitis in relation to use of hepatotoxic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Acute hepatitis

Periods of use
hepatotoxic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30 days before
diagnosis
No
Yes
1-3 months before
diagnosis
No
Yes
3-6 months before
diagnosis
No
Yes

Odds ratio (95% CI)

No

Yes

N(%)

N(%)

23743(98.2)
425(1.76)

5831(96.5)
211(3.49)

1.00
1.00
1.00
2.02(1.71-2.39) 2.18(1.83-2.59) 1.94(1.61-2.34)

23504(97.3)
664(2.75)

5785(95.8)
257(4.25)

1.00
1.00
1.00
1.57(1.36-1.82) 1.75(1.50-2.04) 1.53(1.30-1.80)

23349(96.6)
819(3.39)

5739(95.0)
303(5.01)

1.00
1.00
1.00
1.51(1.32-1.72) 1.68(1.46-1.93) 1.47(1.27-1.71)

Crude

Model 1

Model 1: Adjusted for sex and age.
Model 2: Adjusted for sex, age, chronic hepatitis, diabetes mellitus,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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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2

表 4、藥局常見混淆飲片（調劑風險），建議標示項目（合計有 19 項）
1

M04

忍冬藤

M07

椿根

2

M13

白前

M14

白薇

3

M19

定經草

Q11

地丁

4

M22

前胡

P43

秦艽

5

M23

天花粉

R22

白芷

6

M24

射干

P64

重樓

7

M26

木香

R17

白朮

8

P05

桑枝

P55

烏藥

9

P53

薑黃

Q53

莪朮

10

P58

黃精

R24

熟地黃

11

P71

紫蘇子

Q77

菟絲子

12

Q19

萆解

R43

土茯苓

13

Q22

萹蓄

Q27

細辛

14

R25

澤蘭

R56

佩蘭

15

T38

鹿角膠

T44

龜鹿二仙膠

16

P63

炒酸棗仁

Q66

萊服子

17

P25

延胡索

P26

鬱金

18

R39

魚腥草

P07

仙鶴草

19

T16

藏紅花

T59

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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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名稱相似之科學中藥品項（調劑風險）
，建議標示項目
項次

料位號及藥品名稱

1

A04 小柴胡湯〈乙〉& A75 小柴胡湯〈甲〉

2

A25 涼膈散〈乙〉& A46 涼膈散〈甲〉

3

A27 右歸丸& B66 左歸丸

4

A31 白虎湯& G01 白虎加人參湯

5

A69 杏蘇散& B61 香蘇散

6

B01 柴胡疏肝湯& B69 柴胡清肝湯

7

B04 四逆散& B53 四逆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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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聽眾滿意度調查表/100723
問題一、今天演講內容對您的幫助性
35
30
25

主題1

20

主題2

15

主題3
主題4

10
5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二、此次講座主講人的解說
35
30
25

主題1

20

主題2

15

主題3
主題4

10
5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0

不好

問題三、此次講座地點安排
30
25
主題1

20

主題2

15

主題3

10

主題4

5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四、如果有其他中藥教育講座，參加意願
35
30
25

主題1

20

主題2

15

主題3
主題4

10
5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1

不好

研討會聽眾滿意度調查表/100724
問題一、今天演講內容對您的幫助性

60
50
40

主題1
主題2

30

主題3
主題4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二：此次講座主講人的解說

60
50
40

主題1
主題2

30

主題3
主題4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2

不好

問題三：此次講座地點安排

60
50
40

主題1
主題2

30

主題3
主題4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四：如果有其他中藥教育講座，參加意願

70
60
50

主題1

40

主題2
主題3

30

主題4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3

不好

研討會聽眾滿意度調查表/100814
問題一、今天演講內容對您的幫助性
60
50
40

主題
1
主題
2
主題
3

30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二、此次講座主講人的解說
60
50
40
數列1
數列2
數列3
數列4

30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4

不好

問題三、此次講座地點安排
60
50
40
主題
1
主題
2

30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四、如果有其他中藥教育講座，參加意願
60
50
40
主題
1
主題
2

30
20
10
0
1

2

3

4

75

5

研討會聽眾滿意度調查表/100828
問題一、今天演講內容對您的幫助性
90
80
70
60
主題
一
主題
二
主題
三
主題
四

50
40
30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二、此次講座主講人的解說

100
90
80
70
主題
一
主題
二
主題
三

60
50
40
30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6

不好

問題三、此次講座地點安排
90
80
70
60

主題一

50

主題二

40

主題三
主題四

30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四、如果有其他中藥教育講座，參加意願
90
80
70
60
主題一

50

主題二
主題三

40

主題四

30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7

不好

研討會聽眾滿意度調查表/100925
問題一、今天演講內容對您的幫助性

70
60
50
主題一

40

主題二

30

主題三
主題四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二、此次講座主講人的解說

60
50
40

數列1
數列2

30

數列3
數列4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8

不好

問題三、此次講座地點安排

60
50
40

數列1
數列2

30

數列3
數列4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不好

問題四、如果有其他中藥教育講座，參加意願

70
60
50
數列1

40

數列2

30

數列3
數列4

20
10
0
極佳

佳

普通

好

79

不好

編號：CCMP100-RD-045

甘草與茶多酚併用之輻射保護功能評估
徐雪瑩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以細胞及活體分析進行甘草及茶多酚單獨或併用處理之輻
射保護功能評估。

研究方法：
以細胞存活分析方法評估細胞之毒性、以流式細胞儀和彗星試驗分析 IB- 4
細胞之 DNA 損傷及細胞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之生成，並以抗體微陣
列測定細胞激素相關蛋白質之表現情形，以檢測甘草及茶多酚單獨或併用處理對
細胞之輻射保護功能。於小鼠實驗中，以甘草及茶多酚處理 21 天後進行輻射照
射，並由器官系統及生化指數之變化，探討甘草及茶多酚單獨或併用處理對輻射
保護之作用機制。

結果：
本研究之初步結果顯示：增加輻射劑量將增加細胞的傷害及 DNA 的斷裂，
亦 增 加 細 胞 內 ROS 的 生 成 。 輻 射 照 射 前 的 Glycyrrhizic acid (GA) 和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處理，將減少輻射誘發之 ROS 生成及 DNA 損傷，
並可顯著降低細胞中的細胞激素含量。連續處理 GA 和 EGCG 後，對 4Gy 輻射
照射之小鼠脾臟指數降低現象具顯著的回復功能(0.18 ± 0.01 vs. 0.25 ± 0.02, P <
0.01)。然經 GA 和 EGCG 藥物處理之小鼠與未經處理者相較，各項血清肝腎生理
指數如 ALT，AST，BUN 及 Creatinine 等，均未呈現顯著之差異。

討論：
本研究以甘草及茶多酚單獨或併用處理所進行之輻射保護功能分析，在甘草
及茶多酚均未對細胞或活體造成明顯毒性的處理條件下，結果顯示甘草及茶多酚
雖各別對輻射所誘發的細胞及個體損傷具有保護之功效，然其結果仍以合併處理
時具有較高的保護功能，此項發現將有助於開發預防與治療輻射傷害之藥物。
關鍵詞：甘草、茶多酚、輻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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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0-RD-045

Evaluation of Radioprotection by
Combination of Glycyrrhiza and Tea
Polyphenols
Hsue-Yin Hsu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Tzu 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im:
The present study is aimed to evaluate the radioprotective efficacy of glycyrrhiza
and green tea polyphenols ingredients against radiation-induced damages in vitro and
in vivo.

Method:
The cytotoxicity was measured by MTT assay for cell viability, and by flow
cytometry and comet assay for detecting DNA damage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generation in IB-4 cells. In addition, we also used the antibody array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ytokine-related proteins in IB-4 cells. Glycyrrhiza and green tea
polyphenols were pre-treated to mice undertaken irradiation at different doses for 21
days. The radioprotective effects on the hematopoietic system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studied.

Result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radiation induced an elevation of intracellular ROS in
cells and increases cell death and DNA damage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Pretreatment of Glycyrrhizic acid (GA) and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
significantly reversed the cellular damages and attenuated radiation-induced ROS
generation, DNA damage and reduced the elevated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Spleen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irradiated mice after pretreatment of
GA and EGCG for 21 days after 4Gy radiation exposure (0.18 ± 0.01 vs. 0.25 ± 0.02, P
< 0.01). The serum ALT, AST, BUN, and creatinine levels between GA and
EGCG-treated and untreated groups were not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2

Discussion: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either GA/EGCG treated alone or combination possess the
radioprotective effects with no observable cytotoxicity in vivo and in vitro. Since
glycyrrhiza and tea polyphenols are natural foods, these results will provide more
op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protective drugs or health foods.
Keywords: glycyrrhiza, tea polyphenols, radio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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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Clastogen 汎指能直接破壞遺傳物質或產生自由基，而後引起染色體斷
裂或改變 DNA 序列的物理、化學或生物因子，包括游離輻射、環境中的化
學殺蟲劑或農藥等，尤其以暴露於電磁輻射或放射活性物質所造成的遺傳
傷害最為嚴重(Halliwell 1994)。目前已證實有極高比例的癌症及遺傳變異與
clastogens 有關，常見的疾病如第一型糖尿病便因 clastogens 破壞 β 細胞所
致，其他如神經退化疾病包括 Alzheimer’s disease、Parkinson’s disease、
Huntington’s disease 等，也都與暴露 clastogens 密切相關(Dennery 2006)。可
造成染色體變異、脂質過氧化反應與老化現象的自由基，即是個體不同生
理與生化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內生性 clastogens。因 clastogens 衍生諸多個
體遺傳傷害與病變，近年相關領域的研究乃針對如何抑制 clastogens 對個體
的危害進行探討，也找到多項具有 anticlastogen 活性的成分，並應用於相關
疾病與傷害的預防(Maxwell 1997)。
核戰、核能意外、職業暴露及核彈試爆等都是目前所知會造成大規模
輻射暴露及後續傷害的主因，1986 年 4 月車諾比核爆意外、2011 年 3 月日
本福島核電廠意外等，都是除了核戰與核彈試爆外，造成眾多人員輻射傷
害的重大事件。而因癌症所進行的自願性輻射治療與暴露，則是在無從選
擇規避的情況下，造成正常組織的輻射傷害。雖然輻射治療可以抑制或消
滅腫瘤組織並延長癌症患者的壽命，許多病患卻在治療後引發其他甚至較
先前更嚴重的癌症(Little 2001)。所以，保護正常細胞以改善治療後的個體
功能與生命品質在輻射治療時與消滅腫瘤細胞同樣地重要，輻射治療過程
中同時併用適當的輻射保護劑，應可有效降低正常組織的傷害。此外，輻
射保護劑也同時具有保護個體免於受到除腫瘤治療外包括太空航行、核
爆、職業或意外輻射暴露傷害之功能。
輻射所引發之個體傷害，通常導因於直接的分子結構破壞及高能量游
離的自由基等兩種輻射效應。包括 DNA 雙鏈斷裂(double-strand break,
DSB)、蛋白質變性與抗氧化酵素分子的結構破壞都是游離輻射引起細胞傷
害的原因之一；水分子經輻射游離的結果，則產生一系列自由基及過氧化
分子如 hydroxyl radical、hydrogen peroxide、singlet oxygen、superoxide、
peroxinitrite 等，其中 DNA 的 DSB 被認為是輻射產生的所有分子破壞中最
重要且對個體的影響也最深遠。隨著 clastogens 對個體健康的危害，尋找有
效降低細胞遺傳變異的材料或方式，便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而任何化合
物分子若能減少 DNA 的破壞，甚至具有捕獲自由基、增加內生性抗氧化酵
素、直接參與結構或細胞損傷的修補等功能，即被視為具輻射保護劑的發
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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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游離輻射是目前應用於癌症治療的主要策略之一，然而其急性(前
期)與慢性(後期)效應對正常組織的影響卻限制輻射在腫瘤治療上的應用。
不論意外或醫療所需之暴露，輻射後的個體，尤其是全身性大範圍的暴露
後，最明顯的變化大多出現在造血組織及腸胃系統(Uma Devi et al 1999)，
其中周邊血的血球變化最容易出現，也明顯影響個體的免疫、凝血與血球
攜氧之功能。因輻射所引發的個體傷害甚至延續到後代子孫，衍生個人、
家庭以及社會的龐大負擔，自二次大戰後，如何保護個體在意外或必要接
受輻射暴露時降低其輻射傷害的程度及開發新的輻射保護劑，即成為一項
重要的研究議題。本計畫主持人曾於車諾比核爆意外後進行多種天然或合
成材料的輻射保護功能評估，也發表多篇中藥複方透過增強造血系統或免
疫功能以降低個體輻射暴露傷害之研究結果，顯示適當的中藥炮製或組合
對個體輻射傷害具有潛在的保護能力(Hsu, Hau et al. 1993; Hsu, Hau et al.
1993; Hsu, Ho et al. 1993)。近年來，許多植物也陸續被確認具有不同程度及
不同作用方式的輻射保護功能(Li et al 2011; Maharwal et al 2003)，例如柑
橘、薄荷、九層塔、薑、桃兒七、雷公根等，都曾被研究過(Gandhi et al 2004)。
黃酮類化合物廣泛存在於植物中，並被證實具有保護個體預防疾病的
功能。因為輻射所誘發的生物傷害與自由基的形成有關，自然界存在的許
多抗氧化劑也被陸續發現具有輻射保護的功能，其中更有同時對輻射處理
的腫瘤細胞及正常細胞具有特異性優勢功能的成分(Maxwell 1997)，值得進
一步作相關抗氧化劑對正常組織輻射保護功能的開發。Shimoi 與 Emerit 與
其各自研究團隊，分別於 1996 及 1997 年提出植物中所含具有高度抗氧化
活性的黃酮類與多酚類成分，對輻射引發的生物傷害具有明顯的保護功能
(Emerit et al 1997; Shimoi et al 1996)。已知黃酮類物質也具有抗發炎反應之
功能，於體外實驗中將甘草純化成份加入 LPS 刺激後之小鼠巨噬細胞株，
能抑制巨噬細胞釋放 NO 以及細胞激素包括 TNF-α的分泌(Manjeet & Ghosh
1999)。Cho 等人以同樣模式處理後，則發現黃酮類成份能透過抑制 ERK
kinase，p38 kinase 之磷酸化與轉錄因子 NFκB 的活性，以減少發炎反應相
關細胞激素如 TNF-α、IL-1、IL-6 的產生並降低細胞中 iNOS 的表現，進而
阻斷 NO 的產生(Xagorari et al 2001)。黃酮類物質不僅能降低與發炎反應相
關細胞激素 TNF-α、IL-1、IL-6 及 PGE2 的產生，亦能抑制 COX-2 與 iNOS
mRNA 的基因表現、調控體內非特異性反應及細胞激素的分泌，進而達到
抑制發炎反應之功效。
茶是除了喝水外，全世界目前最普遍的飲品，喝茶同時也會因茶在水
中溶出的成分而攝取相當量的多酚類分子。過去的研究指出綠茶多酚(Green
tea polyphenols, GTP)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與罹癌風險的功能，並具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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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細胞傷害及病變的作用。茶葉乾重中含有大約 30%多酚類分子，最主
要的是包括游離型的 epicatechin、epigallocatechin 與酯化型的 epicatechin
gallate 、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 等 主 要 化 合 物 在 內 的 總 兒 茶 素
catechins (flavan-3-ols)類成份，都是抗氧化能力極高的分子，因可清除
superoxide、hydrogen peroxide、hydroxyl radicals 及 nitric oxide 等破壞細胞
穩定性之 ROS 分子，而對自由基所引發的細胞內外脂質過氧化作用有明顯
的抑制能力。綠茶屬於未發酵茶，其兒茶素是各種茶類中含量最高的。EGCG
又是綠茶中含量最高的多酚類分子，因具有四個環狀結構及八個-OH 官能
基，所以親水性很高，其生物活性也多藉由溶於體內的水進行調節。EGCG
及其相關化合物的抗氧化活性是在正常或病理情況下，藉由捕獲自由基而
達到降低細胞傷害的結果。EGCG 在體內經消化、吸收及代謝後，已被證
實具有抗發炎、抗癌化、抗血管硬化及抗菌等功能(Bushman 1998)。長期灌
食 EGCG 的小鼠，輻射誘發的肝臟脂質過氧化反應會相對減輕，也會降低
輻射對造血組織的傷害並延長全身致死性輻射劑量暴露後的存活時間
(Uchida, Ozaki et al. 1992)。近年關於 EGCG 的研究指出，當合併其他抗氧
化劑處理後，EGCG 的抗氧化能力會明顯提升(Hu, Cao et al. 2011)。
甘草，別名甜草根、密草，是豆科植物甘草的根及根莖，在中國傳統
藥學中常被列為上品，也被視為眾藥之王，中醫藥方少有不用者，因調和
眾藥有功，故有“十方九草”、“無草不成方”之說。本草綱目中記載：諸藥中
甘草為君。治七十二種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本毒，調和從藥有功。甘
草因其抗發炎、抗菌、抗病毒及免疫調節等功能，過去被用來治療包括咳
嗽、胃潰瘍、氣喘、關節炎及肝臟疾患等慢性病變。甘草萃取物的活性成
分具高度抗氧化能力，曾被報告可降低 γ 輻射所引起的 DNA 及細胞膜損傷
(Gandhi et al 2004)，甘草酸亦稱甘草籌甜素(glycyrrhizic acid, GA)為甘草根
部萃取物的主要成份，其分子結構亦具有八個 hydroxyl 官能基，親水性極
高，故易溶於水且經消化道吸收、代謝。甘草根部乾重中 GA 的含量約佔 2
～24%。甘草根之萃取成份頗具甜度，其中 GA 的甜度約為蔗糖的五十倍，
故廣泛添加於糖果、蜜餞食品中，也應用於醫藥和啤酒製造工業中。研究
指出 GA 具有輻射保護之作用，可增強輻射後小鼠的器官復元及免疫能力
(Lin et al 1996)。Gandhi 等人證實 GA 所具保護造血組織輻射傷害之功能，
是在輻射引發分子游離時，透過清除自由基以減少分子結構的二次游離所
致(Gandhi et al 2004)；Cherng 等人也以 UVB 誘發小鼠皮膚癌化之研究，證
明 GA 所具抗輻射傷害的能力(Cherng, et al. 2011)。
意外輻射暴露或臨床進行腫瘤之放射治療時，高劑量輻射產生大量自
由基並引起 DNA 的破壞，輻射誘發之細胞毒性肇因於造血與血液循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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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免疫反應、表皮與皮下結締組織等結構在一連串細胞分子的訊息調控
下，所引發包括正常組織與腫瘤的破壞。輻射生物效應依據輻射的種類、
劑量高低與暴露範圍而有嚴重程度之不同，輻射傷害的後續反應又與病變
發展的時間相關，在輻射無臭、無色、無從輕易辨識的情況下，如何預作
有效的防範是長久以來的重要課題，而發展有效的保護劑作為保護個體在
進行醫療輻射照射或意外接受暴露時，有效降低輻射之傷害，已早在 1949
年就被 Patt 等多位學者率先以 cysteine 之自由基清除功能進行成效評估(Patt
et al 1949)。此後，包括造血組織生長因子及細胞激素等均曾用以評估其對
個體之輻射保護功能，然而，卻因無法降低其對個體的毒性、有效的處理
時間過短等問題，限制其發展之潛力(Li et al 2011)。Amifostine (WR2721)
雖是目前被美國 FDA 核准的輻射或化學保護成份中最具明確功能的化合
物，也因在有效使用下所造成的毒性過高，故限制其於日常保健或預防之
廣泛應用。
中草藥因所含成份多具抗氧化功能，近年廣被採用為評估輻射保護作
用之材料，但因過去的研究大多局限於單一成份或藥材，研究內容也大半
針對抗輻射游離之自由基即其抗氧化功能進行評估，對輻射引起 DNA 結構
變異及其後續修補之機制，則甚少著墨。又因單一成份或藥材所具生物功
能往往受限於組成，其有效活性劑量也隨之增高，可能衍生的細胞毒性則
相對降低其應用的機會。為了確切分析中藥組成對個體輻射傷害的保護功
能、開發有效的輻射保護配方，提供民眾作為日常保健或在輻射暴露後降
低輻射傷害之用，在輻射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運作模式中，GA 已知的抗
氧化及調和從藥功能外，其所具輻射保護作用若佐以 EGCG，兩者都在與
其他抗氧化成分合併時具有加成作用，則合併處理所強化之輻射保護功能
當有深度研究的必要性。本計畫在以 GA 及 EGCG 進行單獨或合併處理條
件下，依細胞基因毒性之體外分析至個體生理系統變異之體內研究，初步
證實 EGCG 合併 GA 後，EGCG 與 GA 的抗氧化能力及輻射保護功能會明
顯計較單獨處理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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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GA 及 EGCG 之製備及處理
為正確評估抗氧化物的生物活性，本研究用以進行輻射保護功能評估
之抗氧化物 EGCG 及 GA 均採購自 Sigma 化學公司。兒茶素於 pH 值愈低
則愈安定；反之，若 pH > 8.0 則非常不安定。為降低本計畫均在實驗前一
小時配製兒茶素，兒茶素測試溶液之配製是以 pH < 7 之 PBS 在小於 1%
DMSO (Guo, Yang et al. 2005) 之條件下進行溶解與配製，並利用 0.22 µm
孔徑大小的無菌過濾膜過濾後進行處理。GA 分子結構上都有 8 個–OH 官能
基，故皆易溶於水。本研究進行前先將 GA 溶於 PBS 中，又參考過去研究
報告所使用的處理濃度，將分別以 50 mg/kg 進行 GA 與 EGCG 的單獨處理；
而以 25 mg/kg 進行兩者的合併處理(Hu et al 2011; Vayalil et al 2003)。因 GA
及 EGCG 易經消化道吸收及代謝，故在活體實驗中將以餵食方式進行處
理。另於細胞實驗增加已証實具有抗輻射保護之板藍根(indigowood root, IR)
作為正對照組(Positive control)(Hsu & Lin 1996; Kalpana et al 2011; Lata et al
2009; Samuni et al 1999; You et al 2009；You, Lin et al. 2009)。
二、輻射照射
本研究採用的輻射照射儀器為醫療用直線加速器(linear accelerator)，該
儀器乃放射腫瘤科應用於臨床放射線治療腫瘤之設備。利用直線加速器所
產生的 x-ray，在以雷射進行正確的照射定位後，依據照射劑量之高低，給
與細胞或小鼠不同時間的暴露。本研究擬採用之照射條件為 20 cm×20 cm
最大照野、2.4 Gy/min 劑量率、80 cm 之 FSD；照射方式均採單次全身照射
處理，體外細胞之照射劑量分別為 0.1Gy、0.5Gy、2Gy、4Gy；質體之照射
劑量分別為 2、5、10 或 20 Gy；小鼠全身照射之照射劑量則分別為 1、2 或
4 Gy。
三、體外 DNA 傷害分析
本分析方法採用質體 pBR322 之 DNA 作為輻射造成 DNA 傷害及 GA、
EGCG 對此種傷害所具輻射保護功能評估之用。溶於 0.1 M sodium phosphate
buffer (pH=7.0)的質體 pBR322 DNA (25 μg/ml)經 GA、EGCG 及輻射照射處
理後，將質體 DNA 以 1%的 agarose 凝膠進行電泳分析，再以 ethidium
bromide 染色後，觀察 DNA 之損傷情形。
四、細胞株之培養與繼代
本研究採用之免疫細胞株為 THP-1 及 IB-4 細胞，前者為人類血液腫瘤
細胞株，而後者為小鼠正常淋巴細胞株，所使用的培養基均為 RPMI-1640，
於 37°C、5% CO2 及相對溼度為 100%的條件下，以含 20%胎牛血清(fetal
bovine serum, FBS)與抗生素(penicillin-streptomycin)之培養液進行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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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細胞存活率分析
先將細胞種在 96 孔盤中穩定培養，先進行 GA 與 EGCG 之單獨或合併
處理，24 小時後再進行 0.1Gy、0.5Gy、2Gy、4Gy 等不同劑量的照射處理。
細胞在處理 24 小時後，避光進行操作，加入 0.5 mg/mL MTT，繼續培養作
用 4 個小時，MTT 在被活細胞中的還原酵素代謝之後會變成紫藍色的
formazan，所呈現的顏色越深，即表示細胞活性越高。MTT 的結晶沈澱以
DMSO 溶解後，再以 ELISA reader 測定 570 nm 波長下 OD 值的變化，即可
評估細胞活性及相對存活率之變化情形。
六、細胞免疫反應分析
本研究以抗體陣列(antibody array)測定細胞激素 IFN-γ、IL-1、IL-6、
TGF-β、TNF-α之表現。本研究先將 5×104 個 IB-4 細胞種在 6 cm 培養皿中，
續以 GA 與 EGCG 處理之，24 小時後再進行 0.1Gy、0.5Gy、2Gy、4Gy 等
不同劑量的照射處理。經過 24 小時後，收取細胞之培養液，再以西方點墨
法方式進行細胞激素 IFN-γ、IL-1、IL-6、TGF-β、TNF-α之表現分析，並將
結果加以量化，以評估細胞激素的變化。
七、DNA damage 之偵測
本研究以 TUNEL 及 PI 雙染色法偵測細胞 DNA 損壞(damage)之情形。
先收集以 GA、EGCG 及輻射照射等不同方式處理後的細胞，再加入 100 µL
的 TUNEL 及 PI solution (20 µg/mL PI, 0.1 mg/mL RNase A, 1% Triton X-100)
沖散細胞後，避光於 37℃下反應 30 分鐘，加入 2 mL cold PBS 後，再以流
式細胞儀進行分析。
八、彗星試驗分析法(comet assay)
將 500 µL 的 0.5% LMA (low melting agarose) 與 1% NMA (normal
melting agarose)混勻後，迅速取 200 µL 滴在載玻片上並以蓋玻片蓋上壓平，
置於冰上待其凝固，凝固後則小心移除蓋玻片。再取 10 µL 的經 GA、EGCG
及輻射照射等不同處理條件之細胞液(以 1×PBS 回溶並定量至 106 cell/mL)
與 42℃的 0.5% LMA 混勻後，再將其平舖在已覆蓋一層 0.5% LMA 之載玻
片上。待凝固後，將其浸泡在 Lysis buffer (2.5 M NaCl、0.1 M EDTA pH 8.0、
10 mM Tirs-HCl pH 10)，而後移至 alkaline buffer (0.3 M NaOH、1 mM EDTA)
中 10 分鐘，於鹼性環境下 (pH=13)進行電泳 15 分鐘(30V, 300 mA)，電泳
完成後，再浸泡於 Tris buffer 中 10 分鐘 (pH 7.4)，之後移至甲醇溶液 5 分
鐘，待乾燥後加入 0.4 µg/mL DAPI solution 浸泡 10 分鐘進行染色，以 1×PBS
清洗一次，吸取多餘液體再以螢光顯微鏡觀察細胞螢光表現的情形。
九、抗氧化活性分析
將細胞培養於 6 cm 培養皿中，加入含有 GA 及 EGCG 成分之培養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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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4 小時後，以 0.1Gy、0.5Gy、2Gy、4Gy 等劑量進行輻射照射處理，24
小時後離心去除上清液，將細胞 pellet 加入 1 mL PBS 並緩慢沖散，加入 10
µM 的 DCFH-DA 或 DHE 於 37℃避光培養 30 分鐘後，以流式細胞儀進行
抗氧化之測定。
十、實驗動物與處理
由慈濟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所提供的 5 週大 NMRI 雌性小鼠，實驗用小
鼠包括餵食、照顧及進行實驗等步驟，均依照慈濟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規
定之章程進行動物試驗。輻射照射前 21 天，小鼠以灌食方式及靜脈注射連
續進行 GA、EGCG、甘草及綠茶萃取物之處理。灌食用之綠茶葉以以粉碎
機打成粉末後，以篩網過篩並秤取過篩後之粉末置於 15 mL 離心管中保存
並防潮，而甘草則購買自順天堂甘草濃縮散，兩者灌食藥物皆以 50℃之溫
水充分混勻，灌食單獨劑量為 200 mg/kg，而以 100 mg/kg 進行兩者的合併
處理。另靜脈注射之藥物則先將 GA 溶於 PBS 中，又參考過去研究報告所
使用的處理濃度，將分別以 50 mg/kg 進行 GA 與 EGCG 的單獨處理；而以
25 mg/kg 進行兩者的合併處理(Hu et al 2011; Vayalil et al 2003)。
十一、血液採集並固定
依據分析內容之不同，小鼠血液之採集是在輻射照射後不同時間為
之，血球微核網狀細胞分析所用的周邊血是在 GA、EGCG、綠茶萃取物及
輻射照射處理後 7 天採收；採收之心臟血進行血清分離後，再以生化檢測
儀(Hitachi 717 Chemistry Analyzer, Hitachi, Tokyo, Japan)進行 ALT、AST、
Creatinine、Blood urea nitrogen 等生化指數之測定及變化分析。
十二、微核網狀細胞(micronucleated reticulocytes, MN-RETs)分析
本分析方法廣泛應用於評估包括物理性或化學性的細胞遺傳傷害，已
全面引用於分析化合物分子之遺傳毒性。周邊血採血後，直接加入含有 200
μL heparin 溶液的試管中，混合均勻後置放於室溫中，於 4 小時內以低溫酒
精進行固定，而後再置放於冷凍櫃中儲存備用。為減少流式細胞儀分析時
的數據誤差，酒精固定的血液樣本先經離心去除上清液後，以 PBS 清洗一
次，再加入 anti-CD71-FITC、anti-CD61-PE 以及 propidium iodide 等螢光染
劑，各別以流式細胞儀上 FL1、FL2 及 FL3 等通道進行螢光之測定，以評
估血球出現微核網狀細胞的比例變化。
十三、脾臟、胸腺指數之測定
將小鼠秤重後，以二氧化碳犧牲，解剖摘取脾臟及胸腺，而後再以電
子天秤量測脾臟及胸腺之重量。在取出脾臟、胸腺並秤重之後，計算脾臟
及胸腺之相對指數，以觀察 GA、EGCG 及綠茶萃取物對經輻射照射小鼠免
疫器官之保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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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指數(SI；spleen index)=脾臟重量/小鼠總重×100%
胸腺指數(TI；thymus index)=胸腺重量/小鼠總重×100%
十四、骨髓基質幹細胞之測定
將小鼠股骨加入 1 滴胎牛血清，將骨髓沖出並清除骨渣，於載玻片上
研勻後推成抹片，晾乾後以甲醇固定 10 分鐘，而後再用 Giemsa 溶液染色
15 分鐘，經 RO 水沖洗後，在顯微鏡下進行造骨細胞之觀察及計數。
十五、染色體分析
將骨髓沖至含 PHA 之 RPMI-1640 培養液中，於培養箱中培養 72 小時
後，再加 0.1 ml KaryMAX Colcemid Solution，於 37℃下培養 30 分鐘，而
後以 1200 rpm 離心 10 分鐘。沉澱物加入 8 ml 0.54％ KCl，混合均勻並放
入培養箱中 28 分鐘，接著與 1 mL 固定溶液快速混合後，再以 1200rpm 離
心 10 分鐘。下層沉澱物再加入 8 mL 固定溶液混合均勻，靜置 30 分鐘後，
以 1200 rpm 離心 10 分鐘。沉澱物加入固定液，放置於 4℃冰箱備用或重複
以固定液沖洗之動作，直到洗至近於呈白色狀，即可加入約 1~1.5 ml 固定
液後進行噴片、螢光素染片處理及光學或螢光顯微鏡之觀察。本研究參考
過去用以測試小鼠輻射反應之研究(Tanaka et al 2008)，除由噴片後之中期
(metaphase)細胞觀察細胞微小核之數量變化外，另以標定螢光素之螢光原位
結合染色法(FISH)進行染色體之變異分析，作為小鼠對輻射專一性生物傷害
之反應評估。
十六、統計分析
此研究中所得之數據資料皆以 SPSS 13.0 版之軟體進行統計，以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進行組內之比較，再以 Tukey’s test 比較各組
間之差異顯著性，實驗結果之數值皆以平均值±標準誤差(means ± SE)表
示，差異之顯著程度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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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以質體 DNA 分析 GA 及 EGCG 對細胞的輻射保護作用
以 1 µg 之質體 DNA (pBR322)經輻射照射後，造成質體 DNA 損傷，進
而使超螺旋(supercoil)解開形成開放環狀(open circular)之 DNA，經由洋菜膠
(agarose)電泳分析後，超螺旋結構泳動速度較開放環狀快，故以此特性探討
其藥物保護輻射損害之測試。實驗結果證實(圖一)，經由輻射照射之組別
(2、5、10、20Gy)之 open circular form 之 DNA 含量遠高於正常未經處理輻
射之控制組，經量化其色帶螢光強度得 DNA 損害程度之百分比，經 20Gy
之輻射劑量照射後，其單獨及合併藥物處理組相較輻射處理之組別，其 DNA
損害程度從 86%下降至 55%。由此實驗結果之結果可確定，細胞中 DNA 分
子對於輻射之敏感性，並經由藥物處理後確實具有保護 DNA 斷裂之情形。
二、GA 及 EGCG 對經輻射照射後免疫細胞存活之影響
以細胞試驗測試 GA 及 EGCG 兩者藥物單獨及合併處理對輻射保護之
有效劑量，故以 MTT 進行其對細胞影響之分析。MTT 在活細胞中，會被
粒線體中的還原酵素代謝變成紫藍色的結晶 formazan，活細胞數越多，其
所呈現的顏色就越深，再利用 ELISA reader 偵測其吸光值，若數值越高，
則代表存活細胞數越多。由實驗結果可知(圖二 A)，IB-4 細胞在控制組為
100%存活率的比較下，以 GA 及 EGCG 50 µM 之單獨及合併理後，並以不
同劑量之輻射照射，經 0.1Gy 及 4Gy 照射後之各組組別則無顯著差異，照
射 0.5Gy 後，以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處理之三組結果相較，未經藥物
處理之輻射控制組，其細胞存活率明顯回升(85.1 ± 2.8 and 83.1 ± 2.6 and
87.5 ± 2.9 vs. 74.3 ± 3.1, P < 0.05)；經 2Gy 照射者，以 GA 及 EGCG 合併處
理組者，相較於未經藥物處理之輻射控制組，其細胞存活率具顯著回升(75.0
± 3.2 vs. 56.3 ± 2.7, P < 0.01)(* P < 0.05；** P < 0.01)。另以板藍根(indigowood
root)萃取物作為陽性對照組(positive control)，其有效輻射保護劑量為 30
µg/mL，在 0.5Gy 劑量照射下，經板藍根處理之細胞存活率相較於未經藥物
處理之輻射控制組為高，與過去的研究結果相仿，相對佐證本研究以藥物
抑制輻射誘發細胞傷害的正確性，因此本研究細胞測試將以 GA 及 EGCG
劑量為 50 µM 作有最大有效劑量，以利後續實驗分析。另以 THP-1 血癌細
胞作劑量測試之結果（圖二 B）
，顯示未經輻射照射之 EGCG 單獨處理及高、
低劑量合併時，其細胞存活率明顯下降，亦證實藥物對 THP-1 具有毒殺性，
因此後續實驗將以 IB-4 細胞作為活體外之測試，評估 GA 及 EGCG 合併處
理之有效劑量。
三、以蛋白質抗體微陣列分析 GA 及 EGCG 對細胞的輻射保護作用
以細胞激素抗體之微陣列(cytokine antibody array)分析其免疫相關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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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反應，經陣列分析其亮點(spot)並加以量化其參數，將比較分析 IFN-γ、
IL-1、IL-6、TGF-β、TNF-α等數據於 0.5 及 2Gy 等輻射劑量之照射組與控
制組之量化結果，輻射照射組別之相對表現量顯著高於控制組(##P < 0.01
and ###P < 0.001)，經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處理之組別，其表現量顯著
低於 0.5 及 2Gy 之輻射照射組別(*P < 0.05 and **P < 0.01)，此微陣列之結果
亦指出，藥物乃透過 IFN-γ、IL-1、TGF-β、TNF-α調控細胞內與輻射保護
相關之分子。
四、以 TUNEL/PI 分析 GA 及 EGCG 對輻射造成 DNA 傷害之保護作用
免疫細胞經由高低濃度之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處理後，藉由
TUNEL/PI 的染色，並以流式細胞儀(flow cytometry) 觀察分析藥物對輻射
保護的作用。由實驗結果可知(圖四 A)，細胞經由 0.5Gy 照射後，其 DNA
斷裂之細胞比例為 33.5%，經藥物預先處理後，其斷裂程度有降低之趨勢，
其中合併藥物處理組別 DNA 斷裂之細胞比例則降低至 8.9%。經 2Gy 照射
後(圖四 B)，其 DNA 斷裂之細胞比例為 39.3%，經藥物預先處理後，其 DNA
斷裂程度有顯著降低之現象，其中合併藥物處理組別之 DNA 斷裂之細胞比
例則降低至 14.3%，此實驗結果得知合併 GA 及 EGCG 處理後可保護細胞
經輻射所造成之 DNA 斷裂。
五、GA 及 EGCG 對經輻射照射後免疫細胞之 DNA 損傷影響
以彗星試驗法(Comet assay)分析輻射對細胞中 DNA 所造成損傷之程
度，細胞以電泳分析並判定其拖尾(tail)之長度可評估 DNA 損傷之情形。其
結果顯示(圖五)，0.5Gy 之照射劑量對輻射處理組別具有拖尾之現象，經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處理後拖尾長度較短，在 2Gy 之劑量組別，其拖尾長
度則明顯長於 0.5Gy 之照射組別，經 GA 及 EGCG 處理後，其拖尾之現象
則明顯減短，由實驗結果得知，合併 GA 及 EGCG 處理後，可保護細胞經
輻射所造成之 DNA 斷裂。
六、偵測 GA 及 EGCG 對經輻射處理後 IB-4 細胞氧化壓力之影響
以 GA 及 EGCG 處理 IB-4 細胞並經不同的輻射劑量照射後，加入
DCFH-DA 及 DHE 螢光探針於細胞內偵測 ROS 含量的變化，並分別以流式
細胞儀分析 DCFH-DA 及 DHE 測量細胞內的 H2O2 及 O2- (superoxide
anion)。而 DCFH-DA 及 DHE 經 GA 及 EGCG 預處理 24 小時後，於不同輻
射劑量(0.1、0.5、2、4Gy)照射後之結果如圖六 A 所示。當輻射劑量於 0.5Gy
及 2Gy 環境下，單獨及合併 GA 及 EGCG 之 DCFH-DA 之螢光量有下降之
趨勢，其中合併藥物組別在 2Gy 劑量照射處理下，下降的情形最為明顯，
代表其細胞受到處理藥物的保護，而降低因輻射傷害所產生之自由基；圖
六 B 顯示 GA 及 EGCG 在 0.5 及 2Gy 之環境，可清除細胞內的過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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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oxide anion)，使螢光強度下降，而合併藥物組別在 0.5 及 2Gy 之輻射
劑量下，皆能顯著減少 DHE 之含量。圖六(A 及 B) DCFH-DA 及 DHE 表現
量在 0.1 及 4Gy 的照射下，則各組別間無顯著之差異(P > 0.05)，由細胞所
測得自由基之變化，可知兩者藥物對輻射保護之效果，以合併處理藥物後
並經 2Gy 照射之保護效果最為顯著，亦指出此二者藥物合併時所具輻射保
護的功能，部份與減少輻射所誘發之自由基有關。
七、以活體測試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經靜脈注射後小鼠血球中微核網
狀之改變情形
GA 及 EGCG 給藥劑量對於不同輻射照射後血球中細胞微核產生的影
響，其結果如圖七所示，經 1Gy 之輻射照射後之各組別與控制組(control)
無顯著差異(P＞0.05)，而經 2Gy 及 4Gy 之游離輻射照射後，各組處理之組
別與控制組則具有顯著差異(#: P＜0.05; ##:P＜0.01)。其中在 2Gy 照射處理
之組別，經合併處理後與輻射照射組則具有顯著差異(*: P＜0.05)，在 4Gy
條件照射下，單獨處理 EGCG 及合併處理之組別與輻射照射組亦具有統計
上之差異(*: P＜0.05)。實驗結果顯示經由合併藥物處理後之小鼠，對輻射
傷害的保護效果相當明顯，可降低血球之微核生成率。
八、以活體測試甘草及綠茶萃取物對輻射保護之效果
經細胞實驗初步證實 GA 及 EGCG 合併藥物不僅可減少輻射所產生之
自由基，亦具有保護 DNA 損傷之功能，因此先以甘草及綠茶萃取物以小鼠
進行評估其活體之療效，以 5 週齡之小鼠進行連續每日灌食或靜脈注射 3
週後，進行心臟採血、器官摘取及秤重，另將骨髓細胞沖出以利染色體變
異之分析。為了評估在具有輻射保護作用的處理條件下，甘草、綠茶萃取
物、個別純化成份 GA 與 EGCG 是否對個體可能造成生理的傷害，本研究
以灌食處 理及靜脈注射小 鼠之血清生化指 數如 AST、 ALT、 BUN 及
Creatinine 等之變化進行分析(表一、二)，而小鼠之生化指數於美國明尼蘇
達大學之動物研究中心(Research Animal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ttp://www.ahc.umn.edu/rar/index.html)指出，小鼠之 ALT 正常範圍為 17-77
U/L、AST 正常範圍為 54-298 U/L、BUN 正常範圍為 8-33 mg/dL 及 Creatinine
正常範圍為 0.2-0.9 mg/dL，此對照表與本實驗結果證實小鼠並未因長期單
獨餵食或靜脈注射而產生肝腎毒性。
經輻射照射後，個體造血器官及胸腺大小則將受到影響，本實驗結果(表三、
四)證實，在活體照射 2 及 4Gy 輻射劑量組之脾臟指數(spleen index)明顯較
控制組(control)為低(0.25 ± 0.02 及 0.18 ± 0.01 各別對照 0.31 ± 0.02；P <
14

0.05, P < 0.01)；經甘草及綠茶萃取物單獨及合併處理後之小鼠脾臟指數則
明顯增加(0.25 ± 0.02 對照 0.34 ± 0.02；P < 0.01)；以甘草及綠茶萃取物先進
行合併處理的小鼠，在經 4Gy 輻射劑量照射後，其脾臟指數也顯著上升
(0.18 ± 0.01 vs. 0.25 ± 0.02,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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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研究以體內或體外試驗證實甘草及茶多酚對輻射引起的細胞及個體
傷害具有明顯的保護作用，甘草及茶多酚的抗輻射效果與給藥的方式、處
理時間長短、給藥濃度極具相關性，在輻射前 14 至 21 天處理之效果相當
顯著；即使於活體內進行灌食甘草及茶多酚或經靜脈注射 GA 及 EGCG，
亦不會使脾臟縮小，亦可達到輻射保護生物個體之活性。由本研究所得生
理指數的變化，可證甘草及茶多酚為毒性極低且對輻射具良好防護作用之
中藥成分。已有報告指出抗氧化劑可以降低氧化壓力的病理傷害，但是評
估抗氧化劑時最重要的條件是該試劑對細胞是無毒性的。本研究使用的甘
草及茶多酚不但具有抗氧化及保護免疫細胞的功能，而且不會造成細胞的
毒性。在活體測試之結果亦與細胞實驗之結果相符，顯示此兩者藥物在開
發為輻射保護食品之潛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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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目前仍缺乏理想的西藥可應用於輻射損傷的治療與預防，因此研究開
發天然的抗輻射藥物，已成爲當務之急。輻射的照射劑量與微核及氧化壓
力之間成正相關，微核爲 DNA 損傷的一種重要指標。此研究結果顯示甘
草及茶多酚對於輻射所致的損傷具有保護能力，有助於開發預防與治療輻
射傷害之藥物，使臨床工作者或一般民眾在輻射防護策略中有更多的選
擇，並可造福長期曝露於輻射環境中的工作人員及因為醫療需要而接受放
射線暴露之患者。
本研究計畫成果初步報告已著手撰寫相關實驗結果之文章，準備投稿
國內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學研討會及國外期刊。由甘草及茶多酚的天然條
件和實驗結果，皆顯示符合理想的輻射防護應用條件，諸如可經口服給藥、
無特別毒性、材料易取得等，使民眾作為平時保養清除自由基及抗氧化，
不論以靜脈注射或口服給予藥物，均使個體對輻射有較長、較穩定的耐受
性，可以增加治療劑量，以增加病人的存活率。況且喝茶已是民間極普遍
且長久之習慣，若能加入甘草將有助於提升藥物療效，透過輻射防護觀念，
並藉由藥物之不同組合將發揮其老藥新用的價值。
二、建議
(一) 本研究計畫所規劃之實驗項目及測試組別繁多，動物實驗耗時較
久，以一至兩年以上之研究期限較為合適。
(二) 本研究計畫先以輻射照射前預先藥物處理探討輻射保護之可能效
益，盼能進一步延伸至照射後處理藥物以利比較前、後處理藥物之
差異性。
(三) 本研究計畫合併效果具有潛在發展之可能性，但其合併藥物保護輻
射造成生物體傷害之作用機制仍待深入探討，若能釐清其保護機制
將有助於改善曝露輻射環境民眾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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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圖、表

圖一、以質體 DNA 分析 GA 及 EGCG 對細胞的輻射保護功能
經 GA、EGCG 及輻射等不同處理後之質體 DNA，由其斷裂之開口式
環狀構形的比例變化，顯示 GA、EGCG 單獨或合併處理，均能有效降低
高劑量(20Gy)輻射照射所造成的 DNA 破壞。其中又以同時合併 GA 及
EGCG 之處理，對高劑量輻射所造成 DNA 破壞的保護功能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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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GA 及 EGCG 對輻射照射後 IB-4 及 THP-1 細胞之影響(A)
IB-4 細胞先以 GA 或 EGCG 處理 24 小時後，再以輻射進行不同劑量
之照射，而後穩定培養 24 小時，再以 MTT 測定細胞之存活率。(* and **
represent P value < 0.05 and < 0.01, respectively, as compared with each
radiation groups, n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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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GA 及 EGCG 對輻射照射後 IB-4 及 THP-1 細胞之影響(B)
THP-1 細胞先以 GA 或 EGCG 處理 24 小時後，再以輻射進行不同劑量之
照射，而後穩定培養 24 小時，再以 MTT 測定細胞之存活率。(*P value < 0.05
as compared to control, n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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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 and

##

###

P < 0.001 compare to control; *P < 0.05, **P < 0.01 compare with each radiation

groups, n = 4.

圖三、以蛋白質抗體微陣列分析 GA 及 EGCG 對細胞的輻射保護作用
經 GA 及 EGCG 處理後，IB-4 細胞進行輻射照射，再由細胞激素
(cytokines)中促發炎激素(pro-inflammation cytokine) IFN-γ、IL-1、TNF-α、
TGF-β及 IL-6 等蛋白質的表現量評估 GA 及 EGCG 對細胞所具輻射保護功
能(n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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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四、以 TUNEL 及 PI 染劑分析 GA 及 EGCG 對輻射造成細胞 DNA 傷害
之保護作用
IB-4 細胞先經 10 或 50 µM 的 GA 及 EGCG 單獨或合併處理，再以 0.5
或 2Gy 輻射照射處理 24 小時後，分別收取細胞，進行 TUNEL/PI 雙重染
色，並以流式細胞儀進行分析，以評估 GA 及 EGCG 對輻射所造成細胞
DNA 損傷之影響。左下角為 TUNEL(-)及 PI(-)表示無 DNA 損傷之細胞，
右下角為 TUNEL(+)，表示 DNA 出現損傷。結果顯示單獨 GA 及 EGCG
處理的細胞，均具有降低輻射所誘發 DNA 傷害的功能，尤其對 0.5Gy 劑
量的處理較 2Gy 的效果高；合併 GA 與 EGCG 的處理結果，則較單獨處
理對細胞 DNA 有明顯的輻射保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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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GA 及 EGCG 對輻射誘發免疫細胞 DNA 損傷之影響
單一細胞膠體電泳法(single cell gel electrophrosis; SCGE assay)又稱彗
星試驗法(comet assay)，可用以驗證細胞中出現的 DNA 損傷，因 DNA 的
損傷所造成的不同分子大小片段，會在電泳時以不同的速度移動，以其拖
尾長度作為 DNA 斷裂程度之指標。結果顯示輻射照射劑量越高，DNA 斷
裂程度越明顯；單獨 GA 與 EGCG 的處理，均可降低輻射所誘發的細胞
DNA 傷害，合併處理的結果，則具有較高的輻射保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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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lid black area: radiation only

* and ** represent P value < 0.05 and < 0.01, respectively, as compared with each radiation
groups, 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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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olid black area: radiation only

* and ** represent P value < 0.05 and < 0.01, respectively, as compared with each radiation
groups n = 6.

圖六、GA 及 EGCG 對經輻射照射之 IB-4 細胞的抗氧化作用
細胞經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處理 24 小時後，再各別以 0.5 或 2Gy
進行輻射照射，經 24 小時後，再以 DCFH-DA 螢光染劑觀察細胞中 ROS
之含量變化，圖 A 為利用偵測 DCFH 與 peroxidase、H2O2 及 OH等反應形
成之 DCF，以評估 ROS 的含量。圖 B 為以 DHE 螢光染劑偵測細胞內過
氧化物之含量變化，以及其 ROS 生成量之量化分析。灰色 histogram 面積
為單獨以不同劑量輻射照射之結果，以為對照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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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 and ##P < 0.01 compare to control;
*P < 0.05 compare with each radiation groups (n = 8)
#

圖七、經靜脈注射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後小鼠血球中微核網狀之改變
情形
小鼠經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注射後，再各別以 1~4Gy 進行輻射
照射，以微核試驗檢測輻射引起的染色體毒性之變化，經輻射劑量 2Gy 及
4Gy 照射後，小鼠血球均提高輻射所誘發微核網狀之形象，尤其 4Gy 劑量
的處理較 2Gy 的高；合併 GA 與 EGCG 的處理結果，則較之單獨的處理，
對小鼠之血球有更明顯的輻射保護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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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經灌食甘草及綠茶萃取物單獨及合併後小鼠血漿之生化指數變化

經甘草及綠茶萃取物灌食後再進行輻射照射，小鼠以全身麻醉進行心
臟採血後分離其血漿，再測定 AST、ALT、BUN 及 creatinine 等個體生理
功能指數之變化。(ALT, AST: U/L; Cr: ug/dL; BUN: mg/dL; 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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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經靜脈注射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後小鼠血漿之生化指數變化

經靜脈注射 GA 及 EGCG 後再進行輻射照射，小鼠以全身麻醉進行心
臟採血後分離其血漿，再測定 AST、ALT、BUN 及 creatinine 等個體生理
功能指數之變化。(ALT, AST: U/L; Cr: ug/dL; BUN: mg/dL; 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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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經灌食甘草及綠茶萃取物單獨及合併後小鼠各臟器指數之測定

經甘草及綠茶萃取物灌食處理後，犧牲小鼠並測定其全身、脾臟、腎
臟、甲狀腺、胸腺及肝臟之重量，以進行各器官變化之比較分析(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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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經靜脈注射 GA 及 EGCG 單獨及合併後小鼠各臟器指數之測定

經靜脈注射 GA 及 EGCG 後再進行輻射照射，犧牲小鼠並測定其全
身、脾臟、腎臟、甲狀腺、胸腺及肝臟之重量，以進行各器官變化之比較
分析(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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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物模式評估比較硃砂單方及含硃砂之複方
中藥對於肝臟和腎臟毒性損傷與安全性研究
(2-1)
黃俊發、蘇奕彰、陳雅雯、吳錦景
中國醫藥大學

摘

要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為：探求在硃砂使用下，是否會引起肝、腎組織毒性反應？並
且以肝腎毒性損傷為指標來進一步了解：硃砂在先前研究結果所推估具鎮靜安神作用
之硃砂使用安全劑量與期程內對肝腎毒性是否尚未產生？
首先，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來分析所購得不同之市售水飛硃砂所含汞
與其他金屬含量的差異。接續，在給予實驗動物(雄性鼷鼠)餵食硃砂單方(10 and 100
mg/kg)、及氯化汞(HgCl2-0.2 mg/kg, 為已知之毒性無機汞化物，作為正向控制組)不同
時間後，將鼷鼠犧牲，分析血液、肝臟及腎臟中汞金屬濃變化，以便能分析硃砂單方
經腸胃吸收後在肝、腎組織分佈的情形；並且分析實驗鼷鼠：肝、腎功能指標(血漿生
化值-GOT, GPT, LDH, BUN, Creatinine 的變化、尿液中蛋白含量(Urine protein)、
Creatinine 之改變)、肝、腎組織顯微構造改變(組織病理檢查實驗)、以及與肝臟、腎臟
毒性損傷相關指標(脂質過氧化(LPO)產生、穀胱甘肽(GSH) 變化、與細胞組織毒性傷
害有關之重要傳訊核醣核酸(mRNA))變化情形。
由分析市售水飛硃砂樣品發現：不同來源(或是製備過程不同)之水飛硃砂，其中
汞金屬含量亦有所差異，同時也含有其他重金屬的存在(像是：鋁(Al)、鎂(Mg)、鉛(Pb)、
硒(Se)、鋅(Zn)、鋇(Ba)等)。經由綜合分析比較後發現市售水飛硃砂-III 所含之毒性重
金屬(鋁、鉛、鋅)較低，因此選擇市售水飛硃砂-III 來進行動物實驗用。給予實驗動物
(鼷鼠)連續餵食較高劑量硃砂單方(100 mg/kg)與氯化汞(HgCl2-0.2 mg/kg)2 週後，即引
起肝腎功能損傷、汞金屬大量的蓄積於肝腎組織中、肝腎組織結構破壞、相關毒性損
傷指標改變(包含:脂質過氧化產生、穀胱甘肽減少(耗損)、與細胞組織毒性傷害有關之
重要傳訊核醣核酸改變（Kim-1, HO-1, Caspase-3, GPx）)，且氯化汞組的反應程度比
較高劑量硃砂單方(100 mg/kg)組要高出許多。而低劑量硃砂單方(10 mg/kg，為本草綱
目所建議硃砂使用治療劑量之範圍內)在連續餵食 2 週後，即引起腎臟損傷(尿液中蛋
白含量增加、脂質過氧化產生、Kim-1, Caspase-3, GPx 等與毒性傷害有關之傳訊核醣
核酸改變、組織構造異常、並伴隨著明顯汞金屬蓄積於組織中)，而肝臟組織的傷害則
是在連續餵食 4 週後才觀察到。
綜合本研究計畫之實驗結果與先前得之研究結果，所獲得初步結論為：(1)對於市
售(水飛)硃砂的使用，須嚴格管控硃砂的製程與產品品質；(2)在較長時間(> 2 週)給於
1

實驗動物暴露低劑量(10 mg/kg)硃砂單方，仍會造成肝腎毒性傷害，且腎臟組織對於硃
砂之毒性損傷反應較肝臟組織敏感；(3)推估人類使用硃砂之安全劑量為：0.05~0.07
g/day，連續使用不可超過 14 天。
關鍵詞：硃砂單方、肝臟、腎臟、毒性反應、安全劑量、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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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oxic effects, initiation time, and
possible mechanisms of cinnabar-induced in liver and kidney of mice and to estimate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the safe dosage and regimen period of cinnabar. In this project, we
first used ICP-Mass to analysis mercury and other metals contents of three commercial
cinnabar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e (the commercial cinnabar-I) of them had
much lower Hg levels (< 60 %) and contaminated with other toxic metals (such as: Al, Ba,
Mg, Pb, Se…ect.). The other two (the commercial cinnabar-II and -III) of them had better
quality. Thus, the commercial cinnabar-III was used throughout the experiments.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with single cinnabar (10 and 100 mg/kg) or HgCl2 (0.2 mg/kg, the positive
control) for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2-12 week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t could cause the
impairment of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s (including: GOT, GPO, LDH, BUN, creatinine,
and urine protein and urine creatinine), significant mercury accumulation, destroy tissue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the related biomarkers of toxic injuries (including: LPO production,
GSH depletion, alteration the mRNA expression of toxicological effects) in liver and kidney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with 100 mg/kg cinnabar or 0.2 mg/kg HgCl2 for 2 consecutive
weeks (14 days), which the efficacy of 0.2 mg/kg HgCl2 was more than 100 mg/kg cinnabar.
Furthermore, oral exposed of ICR mice to low-dose cinnabar (10 mg/kg/day, which was the
dosage of clinical used in TCM) for 2 consecutive weeks (14 days) was induced kidney
dysfunction, including: increase in urine protein, tissue LPO production, abnormalities of
tissue structure and toxic damage mRNA (Kim-1, HO-1, Caspase-3, and GPx) expressions,
which accompanied with marked Hg accumulation; and liver injuries were observed after
exposed to low-dose cinnabar (10 mg/kg) for 4 consecutive weeks. Thus, these results
provide the important evidence that long-tern (> 2 weeks) exposure to low-dose cinnabar
can induce oxidative stress damage causing cell death and tissue injuries in kidney and liver.
Beside on these results and previous findings (the non-observable neurotoxic effects dose of
cinnabar), it can help us to calculate the safe dosage and regimen period of cinnabar,
accurately.
3

Keywords: Single cinnabar, Liver, Kidney, Toxicological effects, Safe dosage, Regimen
period

4

壹、前言
硃砂(Cinnabar)，又稱丹砂，乃是一種礦物性中藥，其主要成分為硫化汞
(HgS)。在自然界中，硃砂最主要是來自天然的辰砂礦石。二千多 年來，硃砂在
中醫臨床使用之主要療效為：鎮靜安神、心煩、失眠、眩暈治癲狂、明日、解
毒、腫毒、瘡 疡…等，亦是許多方劑中不可或缺之重要成分(Liu et al., 2008；宋．
「聖濟總錄」；明．
「景岳全書」；清．「醫宗金鑒」)。然而，硃砂在中醫臨床使
用上，鮮少單獨使用，大多以複方入藥，自古以來一直將單獨、多量或長期使
用硃砂列為禁忌。在一些古籍也提到：丹砂（硃砂）祇能暫時應用，不可經久
進服、獨用、多用，令人呆悶…等，這乃是因硃砂藥材（辰砂原礦）經研末成
粉、除去雜質、水飛 精製後，其內所含硫化汞(HgS)成分達 95%以上，在大劑量
或長期的使用下，硃砂或硫化汞所含之汞金屬會經由腸胃道吸收，造成汞金屬
在體內大量蓄積於腦部、肝臟、腎臟等重要器官組織中，並造成毒性損傷(Chuu
et al., 2001a and 2001b; Young et al., 2002; Zhuo et al., 2009)。此外，若是不當使用
硃砂下（將硃砂以火烹烤，吸入硃砂蒸氣）
，則是會造成使用者死亡(Kang-Yum and
Oransky, 1992; Liu et al., 2008; Pigatto and Guzzi, 2008)。這些原因導致一般社會
大眾將「硃砂」與甲基汞、氯化汞這些含汞之劇毒性化學物質歸類成同一類，
這是當不正確的！
過去文獻報告報告指出：在低劑量硃砂的使用下，的確具有鎮靜之功效；
且代藥理學研究亦證實了：在餵食低劑量硃砂後，確實具有降低大腦興奮性、
降低腦中 serotonin (5-HT)含量而減低焦慮感、鎮靜安神與安眠作用(Huang et al.,
2007; Wang et al., 2007; Zhuo et al., 2009)。然而，在動物實驗中發現：給於實驗
動物餵食高劑量硃砂或硫化汞後，發現會造成大量之汞金屬蓄積於腦部各組
織、肝臟、腎臟等重要器官，並且造成神經系統功能損傷，(Chuu et al., 2001a and
2001b; Young et al., 2002)；而在更長時間且低劑量硃砂的暴露下，仍是會引起神
經毒性反應產生(Huang et al., 2007; 2008; Kang-Yum and Oransky, 1992)。
在先前關於硃砂相關研究結果所推估出：成人使用水飛硃砂的安全劑量為
0.05g~0.07 g/day，連續重複使用最好不超過 10-14 天。然而先前研究結果所推估
出：硃砂使用之安全劑量（成人使用劑量：50-70 mg/day）與使用時間（重覆始
用不超過 10-14 天）
，是依據一系列神經功能評估與毒性損傷試驗之實驗結果，
如：鎮靜安神作用、神經與聽力系統毒性反應及偵測汞金屬在腦部各組織蓄積
量…等所推測出來(蕭水銀，2002)。然而，硃砂進入動物體內後，其所含之汞金
屬會經由腸胃道吸收、血液運送，最後除累積在腦部組織外，亦會大量蓄積於
肝臟與腎臟組織中（為體內汞金屬最主要且大量的蓄積組織）
。因此，必須將硃
砂對於肝、腎組織產生之毒性傷害之相關反應，納入使用硃砂之安全性評估中，
以便能更清楚的推估出硃砂使用之安全劑量及安全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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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畫將著重於長時間且低劑量(10 mg/kg)使用硃砂單方下（市售水
飛硃砂）
，是否會對於肝臟與腎臟所產生相關毒性傷害反應（引起傷害之起始時
間、相關損傷情形、與可能之作用機轉）？同時在本研究計劃所獲得之重要成
果為基礎下，再配合先前以硃砂所引起神經毒性傷害為指標所得到的結果，進
而能更準確的推估硃砂使用之安全劑量與安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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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實驗步驟如下：
(一) 首先，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分析本研究計畫所使用市售水飛
硃砂樣品中汞金屬含量。
(二) 將雄性成年鼷鼠(6-8 週大)分成：對照組（餵食去離子水）
、餵食硃砂(10
and 100 mg/kg)組、餵食氯化汞(HgCl2-0. 2 mg/kg（為硃砂組 1/500~1/50
倍劑量，為已知之毒性無機汞化物，作為正向控制組)，並記錄實驗鼷鼠
每週進食與飲水量；
(三) 在餵食不同時間後（目前暫定為：二、四、六星期或更長時間，依據肝
臟、腎臟毒性作用產生程度再做決定），收集鼷鼠之血清與尿液樣本，
迅速保存於-80℃冰箱中。待實驗樣品收集完畢後，進行分析血清生化值
與尿液中之肝、腎功能指標變化。而測定分析之指標包含：麩胺酸草醋
酸胺基轉脢(GOT)、麩胺酸丙酮酸胺基轉脢(GPT)、乳酸脫氫脢(LDH)、
尿素氮(BUN)、血清肌酸酐(Creatinine)；尿液中蛋白含量(Urine protein)、
與血清肌酸酐…等，藉以求出硃砂與氯化汞引起肝臟、腎臟毒性損傷作
用之起始時間；
(四) 於適當之暴露時間（肝、腎功能生化分析指標產生顯著變化），將鼷鼠
犧牲後，收集鼷鼠血液、肝臟、腎臟，迅速保存於-80℃冰箱中。待實驗
樣品收集完畢後，接著繼續進行相關檢測分析，包含：測定血液與肝臟、
腎臟組織樣品中汞金屬含量變化、及肝腎組織病理檢查實驗（組織染色
切片，觀察分析組織顯微構造改變）等實驗，以便能夠支持硃砂單方對
於肝、腎組織影響程度；
(五) 此外，也進一步分析肝臟、腎臟組織脂質過氧化(Lipid peroxidation, LPO)
產生、穀胱甘肽(Glutathione, GSH)變化、抽取組織核醣核酸(RNA)，以
即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quantitative RT-PCR)偵測組織毒性
傷害有關之傳信核醣核酸(mRNA)變化情形，藉以試著探求出硃砂單方
引起肝腎組織毒性損傷之作用機轉。
二、實驗材料與方法如下：
(一) 實驗動物準備、藥物餵食：
我們將從樂斯科生物科技股份公司選購雄性成年（6-8 週大）或幼
年（3 週大）鼷鼠（Male ICR mice）
，並遵守動物管理委員會的照護與使
用規範來進行實驗的操作。每 8 隻鼷鼠飼養在一個籠位，並維持其飼養
環境溫度在 23 ± 2 ℃，相對溼度 50 ± 20 %，每 12 小時循環更換燈照時
間，供應實驗室專用之固體飼料和充足的飲水。所有的實驗動物在實驗
進行前都先進入動物中心適應環境，並控制實驗進行時間都在 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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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05:00 PM 的時間執行。在實驗進行中，於每天上午固定時間餵食暴露
藥物（硃砂單方(10 and 100 g/kg)、氯化汞(HgCl2-0.2 mg/kg)）
，控制組給
予餵食去離子水。並於每週紀錄各組鼷鼠之體重變化、飲水與飼料進食
量。
(二) 血液、肝臟與腎臟組織汞金屬含量分析：
血液與組織樣品中汞金屬含量測定是依據 Huang 等人(2007)的方
法來進行。取 0.2 mL 血液或 0.2 公克之組織放入 15mL 之耐熱耐酸試管
中，加入 0.3 mL 之王水(鹽酸:硝酸=3:1)後，蓋上蓋子，放入 56℃培養箱
中作用 24 小時候，置於 4℃中環境中降溫；接著加入定量稀釋液混合後，
以 3000 轉離心取上清液，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測定樣品中
汞金屬含量。
(三) 血漿中天門冬胺酸轉胺 酶(GOT)之測量：
血漿中天門冬胺酸轉胺酶 將利用天門冬胺酸轉胺酶 商業分析套裝
試劑（購自 Tecoduag, USA）
。方法簡述如下：取 50 ul 血漿及標準液（等
倍稀釋）至 96 孔盤中，加入 100 uL 受質混合液均勻混合，於 37℃下避
光反應 10 分鐘後，再加入 0.1N 之鹽酸 1 mL 混合後，以分光光度計
(Spectrophotometer)測量測量 530 nm 之吸光值，套入公式計算正確濃度
(Song et al., 2011)。
(四) 血漿中丙胺酸轉胺酶(GPT)之測量：
血漿中丙胺酸轉胺酶將利用商業分析套裝試劑(購自 Tecoduag, USA)
來進行偵測。方法簡述如下：取 20 uL 血漿及標準液（等倍稀釋）至 96
孔盤中，加入 100 uL 受質混合液均勻混合，於 37℃下避光反應 30 分鐘
後，加入 100 uL 反應劑反應 10 分鐘，再加入呈色劑再反應 10 分鐘後。
最後以分光光度計(Spectrophotometer)測量 502nm 之吸光值，套入公式
計算正確濃度。
(五) 血漿中尿素氮(BUN)之測量：
血漿中尿素氮分析是使用商業分析套裝試劑（購自 bioassaysys,
USA）
。分析方法簡述如下：取 5 uL 血漿及標準液(5 mg/dl)至 96 孔盤中，
加入反應試劑 200 uL 均勻混合，室溫反應 20 分鐘(濃度低時反應 50 分
鐘)，利用酵素連結免疫分析讀盤儀(ELISA Reader)測量 520nm（低濃度
用 430nm）之吸光值。經由與標準濃度之吸光值換算後，求出正確濃度
(Snykers et al., 2007)。
(六) 乳酸脫氫酵素(LDH)之測量：
血漿中乳酸脫氫酵素測量是採用標準化商業分析套裝試劑組(購自
bioassaysys, USA)來進行 LDH 含量之分析。分析方法簡述如下：取出 10
uL 血漿與標準液（等倍稀釋）至 96 孔盤中，之後加入 200 uL 受質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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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在室溫下避光反應 25 分鐘後，利用酵素連結免疫分析讀盤儀(ELISA
Reader)測量 565nm 之吸光值。經由與標準濃度之吸光值換算後，求出正
確濃度(Lu et al., 2008)。
(七) 血漿及尿液中肌酸酐(Creatinine)之測量：
利用肌酸酐分析套裝試劑（購自 bioassaysys, USA）來進行血漿及
尿液中肌酸酐濃度分析。分析方法簡述如下：取 30 uL 之檢體與標準液
（等倍稀釋）至 96 孔盤中，隨後加入反應混合液 100 uL 試劑 A 與試劑
B 反應 5 分鐘，利用酵素連結免疫分析讀盤儀(ELISA Reader)測量 510nm
之吸光值。。經由與標準濃度之吸光值換算後，求出正確濃度(Wang et al.,
2006)。
(八) 血漿與組織中脂質過氧化(LPO)產生分析：
將肝臟與腎臟組織置入等張緩衝液(25mM Hepes, pH 7.4,含 250 mM
蔗糖)中，將之均質化並離心 13,000 轉 10 分鐘後，取其上清液使用。取
等量之血漿或組織均質液放入 96 孔微量分析盤中，加入脂質過氧化分
析試劑(Calbiochem, USA)在 45℃反應 1 小時後，利用酵素連結免疫分析
讀盤儀(ELISA Reader)測量樣品中之 586nm 吸光值，經由與標準濃度之
吸光值換算後，求出樣品中濃度。同時，並且分析待測樣品中蛋白質含
量（與蛋白質偵測分析試劑反應後，偵測 570 nm 吸光值，測得樣品中
蛋白質濃度）。最後，在經與蛋白質濃度校正後，求得正確脂質過氧化
產生之變化量(Huang et al., 2007)。
(九) 尿液中蛋白含量(Urine protein)之測量：
利用標準化商業分析套裝試劑組(購自 Pierce, Rockford, IL, USA)。
分析方法簡述如下：取 10 uL 尿液及標準液（等倍稀釋）至 96 孔盤中，
加入 100 uL 反應試劑均勻混合，37℃下反應 30 分鐘，利用酵素連結免
疫分析讀盤儀(ELISA Reader)測量 570nm 的吸光值。經由與標準濃度之
吸光值換算後，求出正確濃度。
(十) 組織中穀胱甘肽(GSH)之測量：
將肝臟組織置入等張緩衝液(25mM Hepes, pH 7.4,含 250 mM 蔗糖)
中，將之均質化並離心 13,000 轉 20 分鐘後，取其上清液使用。麩胱甘
肽含量之測量使用 GSH 商業分析套組(購自 Sigma-Aldrich, USA)，分析
方法簡述如下：取 10 uL 組織樣品液與標準液（等倍稀釋）至 96 孔盤中，
加入受質混合液 90 uL，於 37℃下避光反應 1 小時，最後以螢光讀盤儀
測量螢光強度(激發光 390nm，放射光 478 nm)，經由與標準濃度之螢光
值換算後，求出樣品中 GSH 濃度。同時，並且分析待測樣品中蛋白質
含量（與蛋白質偵測分析試劑反應後，偵測 570 nm 吸光值，測得樣品
中蛋白質濃度）。最後，在經與蛋白質濃度校正後，求得正確組織中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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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甘肽之變化量 (Yen et al., 2011)。
(十一) 組織訊核醣核酸(mRNA)變化分析：
與組織毒性傷害有關之訊息核醣核酸(mRNA)變化情形分析方
法如下(Yen et al., 2011)：
1. 核糖核酸(RNA)萃取：
利用異硫氰酸胍及苯酚混合液(Trizol-Phenol)將組織細胞溶解
釋放出核糖核酸，加入氯仿使核糖核酸存於水相，再加入異丙醇將
核糖核酸沉澱，最後回溶於焦炭酸二乙酯水(DEPC 水)，並測量
260nm 的吸光值以定量核糖核酸(RNA)濃度。
2. RNA 反轉錄(Reverse-transcription)反應：
將純化之核糖核酸與反轉
酶錄 (RT enzyme) 、 三 磷 酸 鹽
(dNTP)、緩衝液及逢機引子(random primers)依比例混合均勻後，置
於聚合酶連鎖反應器以 37℃反應 2 小時，70℃反應 15 分鐘，完成
反應得到互補去氧核糖核酸(cDNA)。
3. 即時定量聚合連鎖反應(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將 所 得 互 補 去 氧 核 糖 核 酸 (cDNA) 加 上 適 當 之 專 一 性 引 子
(primer)及螢光染劑-賽巴格林染劑(Syber Green, Applied Biosystem
(ABI), USA)，置入即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器(StepOnePlusTM)，
於 95℃變性 2 分鐘後，以 95℃ 10 秒鐘及 64℃ 30 秒鐘進行 30 次
反應，最後在 72℃反應 10 分鐘。並以軟體進行分析定量。
(十二) 組織病理學檢查：
實驗鼷鼠於暴露藥物不同時間後，給深度麻醉後(Zoletil 50 (100
mg/kg))，將其犧牲，迅速收集肝臟與腎臟組織後，浸泡於 4％福馬林
(Para-formaldehyde)將組織固定，接著將肝臟及腎臟組織，復經一系
列不同濃度的酒精脫水、石蠟包埋，連續切片及 H-E (hematoxylin-eosin)
染色，以進行組織病理學之研究(觀察分析組織顯微構造改變)。
(十三) 實驗數據之統計：
(十四) 實驗數據以平均值 ± 標準差(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S.D.))表示，
而每組實驗動物數目皆超過 6 以上(n ≧ 6)。實驗組與控制組間之差異
以 Student’s t test 加以評估，分別以’*’表示：p < 0.05；’**’ 表示：p <
0.01 者表示具統計學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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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硃砂樣品(市售水飛硃砂)汞金屬與其他金屬含量測定：
首先，我們從市面上購得 2 種硃砂樣品(市售硃砂-I 與-II)及由計畫協同主持
人-蘇奕彰主任所提供之硃砂樣品(市售水飛硃砂-III)，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ICP-MS)來分析此 3 種硃砂樣品之汞金屬之含量。由分析的結果發現：市售水
飛硃砂-I 之汞金屬含量約為 572.33 (57.2%) mg/g，而市售水飛硃砂-II 與-III 樣品
之汞金屬含量則分別為 882.3(88.2%)與 858.2 (85.8%)mg/g。並且，也同時含有其
他的重金屬，像是：鋁(Al)、鎂(Mg)、鉛(Pb)、硒(Se)、鋅(Zn)、鋇(Ba)等的存在
(表一)。推測市面上水飛硃砂製備會因每位製備者的方法不同而導致硃砂純度上
有所差異，且其他有毒金屬成份含量也會所不同。
二、餵食硃砂樣品與氯化汞對於實驗動物体重、進食與飲水量之影響：
經由綜合比較後發現：市售水飛硃砂-II 與-III 樣品之汞金屬含量均較市售水
飛硃砂-I 高出許多，推測硫化汞(HgS)含量是以市售水飛硃砂-II 與-III 較佳。同
時，市售水飛硃砂-III 所含之毒性重金屬：鋁、鉛、鋅較市售水飛硃砂-II 樣品要
來的低，因此我們選擇市售水飛硃砂-III 之樣品(同時也依本年度研究計畫申請時
所規劃：市售水飛硃砂來源由計畫協同主持人-蘇奕彰主任所提供)作為本研究計
畫所使用之硃砂單方樣品。在分別給予實驗動物(鼷鼠)餵食 10 mg/kg/day 及 100
mg/kg/day 的硃砂，並且以餵食氯化汞(HgCl2)-0.2 mg/kg/day 為正向控制組，於
不同時間(2-12 週)將鼷鼠犧牲後觀察硃砂對於鼷鼠肝、腎功能之影響。由實驗結
果發現：實驗動物(鼷鼠)在餵食硃砂與氯化汞的過程中，對於每星期體重之變化
(圖一)、食物的進食量(表二)、與飲水量(表三)並無明顯的改變。
三、對於血液、肝臟與腎臟組織中汞金屬含量之改變：
由圖二、圖三與圖四結果顯示：在餵食硃砂樣品 2 星期後，分析鼷鼠血液
與肝、腎組織樣品中汞金屬濃度發現：在餵食硃砂-100 mg/kg 組血液中汞金屬濃
度有顯著的上升(2 週時，100 mg/kg 硃砂組 vs. 控制組：2.97 vs. 0.83 ppb，**p <
0.01)，低劑量組(硃砂-10 mg/kg)則是沒有明顯增加(與控制組相近)(圖二)；同時，
在肝臟組織中也有相類似的結果(100 mg/kg 硃砂組 vs. 控制組：66.0 vs. 24.8 ng
Hg/ug wet.，**p < 0.01)(圖三)。而在腎臟組織中，則是發現在餵食較低劑量硃砂
(10 mg/kg)2 星期時間下，汞金屬就顯著的蓄積在腎臟組織中(10 mg/kg 硃砂組 vs.
控制組：46.1 vs. 22.4 ng Hg/ug wet.，**p < 0.01，約為控制組 2 倍含量)，且隨著
劑量的增加，汞金屬蓄積的量就更為顯著(有著’劑量效應’與’時間效應’存在；圖
四)。而氯化汞組不論是在血液、肝臟、腎臟組織中汞金屬含量更是明顯的蓄積(在
餵食 2 週時間)，尤其是在腎臟組織中更是顯著；且隨著餵食時間的增加，汞金
屬的累積量亦是大量的增加，同時亦較餵食高劑量硃砂組(100 mg/kg)高出許多(2
週時，餵食 100 mg/kg 硃砂組與氯化汞組之組織中汞金屬含量分別為：血液，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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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12.5 ppb；肝臟：66.0 vs. 163.4 ng Hg/ug wet.；腎臟，200.9 vs. 970.3 ng Hg/ug
wet.)。
四、實驗動物在餵食硃砂樣品與氯化汞後對於肝腎功能之影響：
在肝臟功能血清生化質分析發現：10 mg/kg 硃砂組實驗動物，血漿中 GOT、
GPT 與 LDH 在連續餵食 4 週後相較於控制組(餵食去離子水)才有明顯的增加
(GOT 變化：236.0 ± 26.1(10 mg/kg 硃砂單方組) vs. 204.7 ± 11.6 U/L (控制組)；
GPT 變化：64.7 ± 3.1(10 mg/kg 硃砂單方組) vs. 57.8 ± 4.3 U/L (控制組)；LDH 變
化：226.2 ± 16.1(10 mg/kg 硃砂單方組) vs. 201.1 ± 12.1 U/L (控制組),*p < 0.05)，
在 6 週時，增加程度有更為明顯。餵食硃砂-100 mg/kg 組則是在連續餵食 2 週後，
就有顯著增加血清中 GOT、 GPT 與 LDH 的含量(GOT 變化：270.3 ± 27.9(100
mg/kg 硃砂單方組) vs. 224.5 ± 27.1 U/L (控制組)；GPT 變化：61.2 ± 6.4(100 mg/kg
硃砂單方組) vs. 50.7 ± 3.7 U/L (控制組)；LDH 變化：238.5 ± 20.1(100 mg/kg 硃
砂單方組) vs. 185.1 ± 5.5 U/L (控制組),**p < 0.01) (圖五、圖六、圖七)。然而，
在腎臟功能相關生化質檢測分析則是發現：不論是在餵食硃砂組鼷鼠或是氯化
汞組實驗動物，其血漿中尿素氮(BUN)與肌酸酐(Creatinine)皆沒有顯著的改變
(圖八、圖九)。分析尿液中蛋白含量(Urine protein)則是發現：餵食硃砂-10 mg/kg
組鼷鼠在 2 週時尿液中蛋白含量就有些微的增加(23.1 ± 1.9(10 mg/kg 硃砂單方組)
vs. 19.0 ± 3.7 mg/dL (控制組))(與控制組相比較及有統計上之差異，*p < 0.05)，
在餵食 4 週與 6 週之後，增加的程度更是明顯(4 週：27.3 ± 5.2(10 mg/kg 硃砂單
方組) vs. 21.4 ± 3.3 mg/dL (控制組)，*p < 0.05；6 週：30.1 ± 3.8(10 mg/kg 硃砂單
方組) vs. 20.7 ± 2.9 mg/dL (控制組)，**p < 0.01)；而尿液中肌酸酐(Creatinine)含
量則是要在餵食 4 週後才些微增加(13.9 ± 2.3(10 mg/kg 硃砂單方組) vs. 11.2 ± 1.8
mg/dL (控制組)) (相較控制組具有統計上差異，*p < 0.05)。在較高餵食劑量硃砂
組鼷鼠(100 mg/kg)，尿液中蛋白含量在 2 週時就有明顯的增加(27.8 ± 5.9(10
mg/kg 硃砂單方組) vs. 19.0 ± 3.7 mg/dL (控制組)，**p < 0.01)，且隨著餵食時間
增長，上升幅度也越趨明顯(圖十)；同時也發現在尿液中肌酸酐含量亦有相類似
的變化情形(圖十一)。而在氯化汞組，不論是血清中 GOT、GPT 與 LDH 的分析
結果或是尿液中蛋白含與肌酸酐含量，皆在連續餵食 2 週時就有相當顯著的增
加(餵食 2 週，氯化汞組 vs. 控制組：326.6 ± 27.9 vs. 224.5 ± 27.1 U/L (GOT 變
化)、91.2 ± 17.2 vs. 50.7 ± 3.7 U/L (GPT 變化)、312.4 ± 44.3 vs. 185.1 ± 5.5 U/L
(LDH 變化), 45.3 ± 10.4 vs. 19.0 ± 3.7 mg/dL (尿液中蛋白含量變化)、21.9 ± 5.3 vs.
11.7 ± 2.4 mg/dL (肌酸酐含量變化)，**p < 0.01)，且隨著餵食時間增長，上升程
度也更加明顯，同時也較餵食 100 mg/kg 硃砂組高出許多(餵食 2 週，氯化汞組 vs.
100 mg/kg 硃砂組：326.6 ± 27.9 vs. 270.2 ± 27.9 U/L (GOT 變化)、91.2 ± 17.2 vs.
61.2 ± 6.3 U/L (GPT 變化)、312.4 ± 44.3 vs. 238.5 ± 20.1 U/L (LDH 變化)、45.3 ±
10.4 vs. 27.8 ± 5.79 mg/dL (尿液中蛋白含量變化)、21.9 ± 5.3 vs. 18.6 ± 4.3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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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酸酐含量變化))。
五、實驗動物在餵食硃砂樣品與氯化汞後對腎臟與肝臟組織相關毒性損傷指標
之變化情形：
在先前的研究報告指出：硃砂或汞金屬所引起神經毒性傷害最主要是因汞
金屬在進入哺乳動物體內後，大量的蓄積在腦部組織中，並且誘發氧化性壓力
損傷產生(Huang et al., 2008 and 2011)。而在本研究計畫之實驗結果發現：給與
實驗動物餵食硃砂或低劑量氯化汞 2 週後，肝臟與腎臟組織中汞金屬含量即明
顯的增加(圖三、圖四)。因此，我們進一步的分析肝臟與腎臟組織中脂質過氧化
(Lipid peroxidation; 為氧化性壓力損傷產生之生物偵測指標)產生情形與抗氧化
酵素-穀胱甘肽(Glutathione, GSH)含量之變化。在分析腎臟與肝臟組織脂質過氧
化產生與穀胱甘肽含量的實驗結果發現：在連續 2 週暴露硃砂-10 mg/kg 組實驗
動物，其腎臟組織之脂質過氧化含量產生較控制組有統計上明顯的增加(106.9 ±
6.1% of 控制組，*p < 0.05)(圖十二)，穀胱甘肽含量則是有意義的減少(91.8 ±
8.1% of 控制組，*p < 0.05)(圖十四)；而肝臟組織則是在連續餵食 4 週後(非餵食
2 週時間)，脂質過氧化含量產生才有較明顯的上升(99.5 ± 12.1% of 控制組，p >
0.05)(圖十三)與穀胱甘肽含量的減少(94.1 ± 4.7% of 控制組，*p < 0.05)(圖十
五)。較高劑量硃砂(100 mg/kg)組與氯化汞組實驗動物，則是在餵食 2 週時其腎
臟與肝臟組織之脂質過氧化含量就有很顯著的增加(100 mg/kg 硃砂組：114.3 ±
15.6% of 控制組(腎臟)、107.5 ± 10.4% of 控制組(肝臟)，**p < 0.01；氯化汞組：
126.9 ± 21.1% of 控制組(腎臟)、113.3 ± 11.2% of 控制組(肝臟)，**p < 0.01)，且
組織中穀胱甘肽含量的減少亦是明顯 (100 mg/kg 硃砂組：84.3 ± 10.1% of 控制
組(腎臟)，**p < 0.01、93.5 ± 6.1% of 控制組(肝臟)，*p < 0.05；氯化汞組：74.7
± 6.7% of 控制組(腎臟)、87.0 ± 3.0% of 控制組(肝臟)，**p < 0.01)；，且隨著餵
食時間的增加，這些反應的產生情形更是明顯。
在一些研究報告亦指出(Yen et al., 2011; Wu et al., 2011)：當受到毒性重金屬
或藥物作用而引起氧化性壓力產生，造成細胞死亡與器官損傷過程中，會使得
一些與細胞組織毒性傷害有關之重要傳訊核醣核酸(mRNA)產生改變，包含：
kidney injury molecule-1 (Kim-1, 為腎臟傷害之偵測指標)、heme oxygenase-1
(HO-1, 與氧化壓力損傷有關)、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 與氧化壓力損傷有
關)、Caspase-3 (為細胞凋亡之重要偵測指標)。由實驗結果發現：在連續 2 週暴
露 10 mg/kg 硃砂組實驗動物，其腎臟組織之 Kim-1(1.23 ± 0.07 倍 of 控制組，
**p < 0.01)(圖十六-A)與 Caspase-3(1.25 ± 0.07 倍 of 控制組，**p < 0.01)(圖十
六-C)mRNA 有明顯的增加，GPx 則是明顯的減少(0.92 ± 0.03 倍 of 控制組，**p
< 0.01)(圖十六-D)，而 HO-1 則是要到 4 週時相較於控制組在統計學上有明顯的
差異(1.08 ± 0.04 倍 of 控制組，**p < 0.01)(圖十六-B)。在暴露較高劑量(100
mg/kg)硃砂組實驗動物，其腎臟組織之 Kim-1(1.55 ± 0.13 倍 of 控制組，**p <
13

0.01)、HO-1(1.17 ± 0.08 倍 of 控制組，**p < 0.01)、Caspase-3(1.58 ± 0.16 倍 of
控制組，**p < 0.01)、及 GPx(0.83 ± 0.03 倍 of 控制組，**p < 0.01)等與毒性傷
害有關之重要傳訊核醣核酸則是在餵食硃砂 2 週時即有顯著的改變，且在餵食
硃砂 4 週與 6 週時反應程度有更明顯的變化。此外，氯化汞組(0.2 mg/kg)的實驗
動物，其腎臟組織與傷害有關之重要傳訊核醣核酸(mRNA)改變，在給予連續餵
食氯化汞 2 週時亦即顯著產生(Kim-1:2.0 ± 0.37 倍 of 控制組、HO-1:1.29 ± 0.08
倍 of 控制組、Caspase-3:2.27 ± 0.26 倍 of 控制組、GPx:0.75 ± 0.04 倍 of 控制
組，**p < 0.01))，且隨著餵食時間的增加，反應也更為明顯，並且相關毒性損
傷反應程度要比餵食較高劑量(100 mg/kg)硃砂組更加明顯(圖十二、圖十四、圖
十六)。而在肝臟組織中實驗結果則是發現：給予連續餵食 4 週 10 mg/kg 硃砂組
實驗動物，肝臟組織中 Caspase-3(1.14 ± 0.08 倍 of 控制組，**p < 0.01)、及
GPx(0.91 ± 0.09 倍 of 控制組，*p < 0.05)傳訊核醣核酸(mRNA)才有較明顯改
變；而餵食 100 mg/kg 硃砂組實驗動物，則是在連續餵食 2 週時，肝臟組織中
Caspase-3(1.18 ± 0.07 倍 of 控制組，**p < 0.01)、及 GPx(0.92 ± 0.07 倍 of 控制
組，*p < 0.05)傳訊核醣核酸(mRNA)就有明顯的反應。氯化汞組(0.2 mg/kg)的實
驗動物，在給予連續餵食氯化汞 2 週後，對於肝臟組織中 Caspase-3(1.39 ± 0.07
倍 of 控制組，**p < 0.01)、及 GPx(0.84 ± 0.04 倍 of 控制組，**p < 0.01) mRNA
影響更是顯著(圖十七-B and C)。同時，也會使的 HO-1 mRNA 明顯的增加(1.13 ±
0.15 倍 of 控制組，*p < 0.05)，且隨著暴露時間的增加反應也更加顯著。然而，
在餵食硃砂組之實驗動物，只有在暴露 100 mg/kg 硃砂組之肝臟中 HO-1 mRNA
才有增加的表現(1.09 ± 0.07 倍 of 控制組，**p < 0.01)，而較低劑量(10 mg/kg)
硃砂組則是沒有明顯的反應(圖十七-A)。
六、對於腎臟與肝臟組織形態與顯微構造之影響：
由圖十五結果顯示：給於實驗動物連續餵食 10 mg/kg 硃砂 2 週後，腎臟組
織中腎小管細胞有脫落情形產生，且管腔中有黏液的蓄積(箭頭所指處，圖十八
-B)。在餵食硃砂-100 mg/kg 組中則是發現腎小管細胞除了有脫落、管腔中有黏
液的蓄積外(箭頭所指處)，腎小管細胞亦有膨脹的情形出現，且有部分管腔中之
黏液以形成圓柱狀體(圖十八-C)。而餵食氯化汞-0.2 mg/kg 組除了有上述之損傷
情形出現外(傷害之嚴重程度更加的顯著)，同時也造成腎小管組織結構的改變
(變形的產生，圖十八-D)。在連續餵食 4 週後(圖十九)，不論是在硃砂-10 mg/kg
組與硃砂-100 mg/kg 組、或是氯化汞-0.2 mg/kg 組，其腎臟組織結構破壞則是更
加的嚴重，且在硃砂-100 mg/kg 組與氯化汞-0.2 mg/kg 組亦造成腎小管管腔的增
厚。
在肝臟組織形態之影響方面：連續餵食 2 週較高劑量(100 mg/kg)硃砂之實
驗動物，其肝臟組織形態上發現有部分肝細胞的死亡，且細胞組織間隙有膠原
蛋白(Collagen)的產生(箭頭所指處，圖二十-C)。餵食氯化汞-0.2 mg/kg 組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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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肝臟細胞死亡程度更為明顯(圖二十-D)；在連續餵食 4 週後，此 2 組實驗
動物之肝臟組織細胞死亡與構造改變則較餵食 2 週時更加的嚴重(圖二十一-C、
D)。
餵食 10 mg/kg 硃砂組實驗動物之肝臟組織，則是在餵食 2 週時無明顯組織
結構的改變(圖二十-B)。在連續餵食 4 週後，才出現部份之肝細胞死亡與細胞組
織間隙有膠原蛋白的產生(箭頭所指處，圖二十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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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計畫之實驗結果，我們所獲得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我們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分析三種不同來源之市售水飛硃砂所
含之汞金屬與其他微量金屬元素，結果發現此三種硃砂所含之汞金屬含量
有很大的差異，推估硃砂樣品中所含硫化汞(HgS)含量亦有所不同。同時，
此三種市售水飛硃砂中亦含有其他重金屬(包含：鋁(Al)、鎂(Mg)、鉛(Pb)、
硒(Se)、鋅(Zn)、鋇(Ba)…等)的存在。此一結果顯示：市售水飛硃砂，因其
來源不同或製備方法差異，導致硃砂品質有很大的差異，同時也會使得毒
性重金屬的存在，而這些毒性重金屬(如：鋁、鉛、鋅、鋇…等)是會造成人
體傷害產生，不應該出現。因此，建議訂定相關法規用以規範市售水飛硃
砂的品質(規範水飛硃砂主成份硫化汞的含量)，以及所含有毒重金屬之最低
含量。
二、由本研究計畫之實驗結果發現：長時間(> 2 週)給予實驗動物(鼷鼠)餵食較高
劑量水飛硃砂(100 mg/kg)或是氯化汞(0.2 mg/kg)，會造成汞金屬大亮的蓄積
肝腎組織中(尤其是腎臟組織)，並且造成肝腎功能的傷害與組織結構的破
壞。進一步的實驗結果探求出:硃砂單方或氯化汞所造成肝、腎組織傷害最
主要是透過引起氧化壓力損傷產生、損耗抗氧化酵素含量，進而導致細胞
死亡與組織結構的破壞。
三、餵食 10 mg/kg 硃砂單方連續 2 週後，在腎臟組織汞金屬含量就有明顯的蓄
積，且引起腎功能損傷(尿液中尿蛋白上升)、組織結構改變、及相關毒性損
傷產生。而肝臟的損傷反應則是在連續餵食 4 週後才出現。因此，推估腎
臟組織對於硃砂之毒性損傷反應較肝臟來的敏感。
四、在給予實驗動物(鼷鼠)餵食氯化汞-0.2 mg/kg 與較高劑量硃砂單方-100
mg/kg(劑量為氯化汞組織 500 倍)2 週後，皆會引起鼷鼠肝臟與腎臟：組織
中汞金屬蓄積、肝功能血清生化值上升、尿液中尿蛋白與肌酸酐含量的增
加(腎臟功能損傷)、組織顯微構造的破壞、相關毒性損傷指標之改變(脂質
過氧化產生、穀胱甘肽的減少、與傷害有關之重要傳訊核醣核酸的改變)。
若是以組織中汞金屬蓄積量及肝腎功能指標的差異程度為基礎(氯化汞-0.2
mg/kg 組增加的程度約為硃砂單方-100 mg/kg 組的 2~5 倍；而氯化汞-0.2
mg/kg 劑量為硃砂單方-100 mg/kg 的 1/500 倍)，推估氯化汞的肝腎毒性約為
硃砂單方的一千倍至二千五佰倍。
五、在本研究計畫實驗中所使用硃砂單方劑量為 10 mg (0.01 g)/Kg/day，若以成
人體重為 50~70 公斤計算，本研究計劃在實驗動物之測試劑量換算為成人
劑量是 500~700 mg/Kg(0.5~0.7 g/day)，則此劑量符合本草綱目所推薦硃砂
治療劑量的範圍內(0.3~1.5 g/day)。由本研究計劃之實驗結果發現：在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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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鼷鼠)連續餵食 10 mg (0.01 g)/Kg 硃砂單方 2 週(14 天)後，則會引
起腎臟的損傷，而肝臟的傷害則是要到餵食 4 週(28 天)後才會出現；因此
推估：10 mg (0.01 g)/Kg/day 硃砂單方使用下，不可連續使用超過 14 天。
此推估硃砂單方使用之安全劑量與安全期程是與先前之研究結果(以神經毒
性損傷試驗之實驗結果推估硃砂使用之安全劑量與期限)是相符合的！
六、因此，綜合這些研究結果，我們進一步的推估人類使用硃砂單方之安全劑
量與安全期程為：10 mg/kg/day (硃砂使用劑量)×50~70 kg (成人平均體
重)×1/10(人類對於化學物質之敏感性為鼠類 10 倍) = 50~70 mg/day，連續使
用不可超過 14 天。
上述所推估硃砂之人類使用安全劑量與安全期程乃是依據使用硃砂單方進
行各項肝腎組織毒性損傷試驗所測得之實驗結果加以分析推測出來。然而，中
醫在臨床上使用硃砂時大多以複方使用，鮮少以單方獨自使用，同時硃砂亦是
許多複方中藥固有成方中不可缺少之重要成分。因此，硃砂與其他中藥合用時，
對於肝腎毒性作用是否會有所改變(加強或降低毒性反應)，進而影響到使用之安
全劑量與安全期程？亦是急需探討的重要課題！所以，希望中醫藥委員院能夠
繼續給予支持，讓我們能夠在下一年度繼續進行「含硃砂之複方中藥對於肝臟
和腎臟毒性損傷與安全性研究」
，進而能夠更清楚的推估出硃砂使用之安全劑量
與安全時間。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0-RD-046 提供經費
贊助，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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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表
表一、市售硃砂樣品中所含汞與其他微量金屬含量分析
mg/g

市售硃砂-1

市售硃砂-2

市售硃砂-3

Hg
Al
As
Ba
Ca
Mg
Pb
Se
Zn

572.33 ± 12.95
0.41 ± 0.07
N.D
2.95 ± 0.19
5.07 ± 0.6
4.34 ± 0.46
1.50 ± 0.20
14.57 ± 0.48
0.53 ± 0.09

882.3 ± 9.54
1.22 ± 0.14
N.D
5.48 ± 1.01
12.52 ± 0.47
1.80 ± 0.21
0.24 ± 0.03
2.37 ± 0.08
0.22 ± 0.05

858.2 ± 2.83
0.65 ± 0.10
0.44 ± 0.09
11.44 ± 1.01
10.84 ± 0.26
3.52 ± 0.44
0.17 ± 0.07
6.91 ± 0.1
0.1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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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餵食硃砂與氯化汞對於鼷鼠體重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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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eeks)

表二、實驗動物每週進食量之變化
Weeks

1

2

3

4

5

6

Control

34.80 ± 1.54

48.27 ± 1.36

50.14 ± 3.31

46.57 ± 2.53

51.38 ± 3.68

54.33 ± 6.84

Cinnabar 10mg/kg

34.96 ± 0.28

46.37 ± 1.03

49.10 ± 1.53

45.00 ± 1.28

50.56 ± 3.98

53.50 ± 0.70

Cinnabar 100mg/kg

33.80 ± 0.18

46.92 ± 0.71

48.16 ± 1.60

42.81 ± 2.49

50.83 ± 1.80

62.40 ± 4.81

HgCl2 0.2mg/kg

33.56 ± 0.55

45.25 ± 0.72

47.04 ± 1.09

43.22 ± 1.18

49.67 ± 1.33

59.63 ± 4.77

7

8

9

10

11

12

Control

59.62±3.89

63.08 ± 1.30

62.75 ± 4.36

61.50 ± 2.47

61.68 ± 6.39

63.28 ± 0.16

Cinnabar 10mg/kg

65.17±2.52

60.20 ± 1.13

62.78 ± 0.04

63.03 ± 0.32

61.63 ± 0.88

68.43 ± 12.43

Cinnabar 100mg/kg

63.17±1.48

67.30 ± 4.67

66.33 ± 1.52

68.83 ± 0.81

68.93 ± 6.61

68.70 ± 8.06

HgCl2 0.2mg/kg

59.61±1.78

63.20 ± 10.18

62.45 ± 7.00

61.98 ± 5.98

59.18 ± 7.67

58.45 ± 7.00

Group

Weeks
Group

1. Food consumption was expressed g/week/mice.
2. Data were presented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S.D.) and n = 10 for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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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實驗動物每週飲水量之變化。
Weeks

1

2

3

4

5

6

Control

41.14 ± 1.52

47.81 ± 4.51

53.84 ± 2.09

61.55 ± 7.04

49.13 ± 6.76

70.67 ± 7.10

Cinnabar 10mg/kg

41.78 ± 0.61

41.61 ± 1.40

50.37 ± 1.96

60.21 ± 1.14

44.96 ± 3.03

67.56 ± 1.42

Cinnabar 100mg/kg

39.66 ± 2.84

45.61 ± 5.88

52.63 ± 3.91

57.58 ± 10.75

68.89 ± 6.42

68.89 ± 6.42

HgCl2 0.2mg/kg

37.01 ± 1.99

42.28 ± 3.18

48.91 ± 3.17

59.82 ± 4.91

70.61 ± 3.83

70.61 ± 3.83

7

8

9

10

11

12

Control

69.58 ± 7.90

73.08 ± 14.97

66.25 ± 14.02

64.50 ± 1.17

64.10 ± 7.21

66.39 ± 1.11

Cinnabar 10mg/kg

56.15 ± 2.33

62.30 ± 1.84

60.00 ± 0.00

62.50 ± 3.54

61.03 ± 4.56

64.35 ± 1.20

Cinnabar 100mg/kg

69.68 ± 2.72

74.70 ± 0.42

65.63 ± 3.71

70.80 ± 2.70

65.33 ± 1.52

70.30 ± 3.25

HgCl2 0.2mg/kg

70.68 ± 4.14

71.45 ± 15.49

64.85 ± 10.39

69.40 ± 14.71

64.00 ± 11.31

63.70 ± 5.23

Group

Weeks
Group

1. Food consumption was expressed mL/week/mice.
2. Data were presented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S.D.) and n = 10 for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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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Blood Mercury Levels (µ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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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鼷鼠血液中汞金屬含量之變化(每組實驗動物
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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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鼷鼠肝臟組織中汞金屬含量之變化(每組實驗
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24

Kidney Mercury Levels (ng/g wet.)

5000

D.D.W.
Cinnabr-10 mg/kg
Cinnabar-100 mg/kg
HgCl20.2 mg/kg

∗∗

4000
3000

∗∗

2000
∗∗

1000
0

∗∗

∗∗
∗∗

∗∗
∗∗

2

4

∗∗

∗∗
∗∗

∗∗

6

12

(weeks)

Kidney Mercury Levels (ng/g wet.)

圖四-A、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鼷鼠腎臟組織中汞金屬含量之變化(每組實
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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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B、餵食硃砂 2-12 週後鼷鼠腎臟組織中汞金屬含量之變化(每組實驗動物數
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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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對於鼷鼠血清中 GOT 含量之改變(每組實驗
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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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對於鼷鼠血清中 GPT 含量之改變(每組實驗
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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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對於鼷鼠血清中 LDH 含量之改變(每組實驗
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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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對於鼷鼠血清中尿素氮(BUN)含量之影響(每
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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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對於鼷鼠血清中肌酸酐(Creatinine)含量之影響
(每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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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對於鼷鼠尿液中蛋白含量(Urine protein)含量
之影響(每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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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12 週後對於鼷鼠尿液中肌酸酐(Creatinine)含量之影
響(每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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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6 週後對於引起鼷鼠腎臟組織脂質過氧化含量產生
之影響(每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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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6 週後對於引起鼷鼠肝臟組織脂質過氧化含量產生
之影響(每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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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4 週後對於引起鼷鼠腎臟組織穀胱甘肽(Glutathione)
含量產生之影響(每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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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4 週後對於引起鼷鼠肝臟組織穀胱甘肽(Glutathione)
含量產生之影響(每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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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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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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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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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D
圖十六、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6 週後對於引起鼷鼠腎臟組織毒性傷害有關之傳訊
核醣核酸(Kim-1(A); HO-1(B); Caspase-3(C); GPx(D) mRNA)改變情形
(每組實驗動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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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C
圖十七、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6 週後對於引起鼷鼠肝臟組織毒性傷害有關之傳訊
核醣核酸(HO-1(A); Caspase-3(B); GPx(C) mRNA)改變情形(每組實驗動
物數量為 10 隻鼷鼠(n = 10);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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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 週後對於鼷鼠腎臟組織顯微構造(組織結構)之影響
(箭頭指示：細胞脫落、黏液蓄積、腎小管管腔增厚；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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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4 週後對於鼷鼠腎臟組織顯微構造(組織結構)之影響
(箭頭指示：細胞脫落、黏液蓄積、腎小管管腔增厚；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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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2 週後對於鼷鼠肝臟組織顯微構造(組織結構)之影響
(箭頭指示：細胞死亡、膠原蛋白產生；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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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餵食硃砂與氯化汞 4 週後對於鼷鼠肝臟組織顯微構造(組織結構)之影
響(箭頭指示：細胞死亡、膠原蛋白產生；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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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療法對肺癌病人預後之長期效益：個
案配對研究（2-1）
唐婉如
長庚大學

摘

要

研究目的：
比較西醫治療與合併療法(合併中西醫治療)對肺癌病人預後(存活率、平均存
活時間、有無轉移/何時轉移、症狀困擾、身體活動功能、及生活品質)之長期效
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兩年期之個案配對研究，於臺灣北、中、南三所醫學中心中同步收
案。為控制可能的干擾變項，符合收案條件的肺癌病人以配對方式(依性別、與肺
癌期別進行配對)分別選取到西醫治療組、及合併治療組。本研究擬招收 15 位接
受 西醫 治 療及 15 位 接受 中 西 醫合 併 療 法的 肺 癌 病人 。 筆 者以 症 狀 困擾 表
（Symptom Distress Scale, SDS）
、身體活動功能量表(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 Rating, ECOG-PSR) 與 生 活 品 質 量 表 (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EORTC QOQ C-30 & EORTC QLQ-LC13)等測量工具在正式治療前(T1)、治療後
第 1 個月(T2)、3 個月(T3)、6 個月(T4)、與 12 個月時(T5)，分別測量兩組個案的
症狀困擾、身體活動功能、及生活品質。此外，筆者亦透過病歷回顧方式，收集
各個時間點上兩組個案的存活率、平均存活時間、有無轉移或何時轉移等重要預
後指標之變化。為增加研究之反應率，每位個案在研究過程中都會由同一位研究
者負責收集資料。

結果與討論：
截至目前為止，共接觸 44 位符合收案條件的肺癌初診斷病人，其中 9 位因
家屬擔心而拒絕參加研究，目前共收案 22 位接受西醫治療及 13 位接受中西醫合
併療法的肺癌病人，反應率為 79.5%。經資料分析顯示，於 T1 時間點上，兩組
個案在基本人口學與疾病嚴重度的變項上除了教育程度之外並無不同。於 T2 時
間點上，礙於肺癌病人確診後未必立即接受正規療法，因此目前只完成 26 位個
案(74.3 %)的資料收集，預計於 12 月底將完成兩組所有個案 T2 資料之收集。誠
如文獻所言，肺癌之死亡率遠高於其他癌症(如乳癌、子宮頸癌、或口腔癌)，本
1

研究中已有 4 位個案(2 位合併組及 2 位西醫組個案)於接受第一次化學治療後隨
即往生。
根據初步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分析顯示，在
控制干擾變項(教育程度)之下，兩組個案在 T2 (接受治療後第一個月)的重要結果
變項之比較上，除了合併組在財務困難上顯著高於西醫組(p<.001)之外，兩組在
其他症狀困擾、身體活動功能、生活品質、和存活率等重要變項的指標上，皆無
顯著差異(p＞.05)，可能因為中藥療效非短期所能體現，亦有可能中藥效益並非
明顯效益，因此在個案數不足的情況下(N=26)無法看出兩組之顯著差異。由於 T2
兩組資料尚未收集完整，因此不宜依初步分析結果貿然做任何結論，以免誤導讀
者。未來將繼續完成兩組個案 T2-T5 的資料收集，並在控制教育程度變項後，運
用 GEE 來檢視兩組在不同收案時間點上之重要結果變項有無不同。
關鍵詞：肺癌、中西醫療法、個案配對研究、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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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Benefi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rapies for the Prognosis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2-1)
Woung-Ru Ta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ABSTRACT
Aim:
Compare Western therapy group with combined therapy group for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lung cancer patient prognosis (survival rate, median survival time,
occurrence of metastasis, when the metastasis occurred, the symptom distress,
performance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
This study was a 2-year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and the subjects at Chang
Gung Medical Center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were enrolled
simultaneously. For controlling the possible confounding variables, lung cancer
patients who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matched (on gender, and cancer stage)
and selected to Western therapy group, and combined therapy group. Measurement
scales such as Symptom Distress Scale,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 Rating , and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symptom distress,
performance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from two groups before the formal
treatment(T1) and at month 1(T2), month 3(T3), month 6(T4), and month 12 after the
treatment(T5),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chart review was performed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of important prognostic indicators such as survival rate, median survival
time, occurrence of metastasis, and when the metastasis occurred at each time point for
analysis. To increase the response rate of the study, the information of each subject was
collected by one researcher during the study.

Results & Discussion:
Until now, 44 patients who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contacted by the
researcher. Nine refused to participate due to concerns from the family caregivers.
Twenty-two patients who received western therapy and 13 patients who received
combined therapy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The response rate was 79.5%. After
data analysi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at T1 on basic information and disease severity
level between groups, except for educational level. Subjects who agree to use
combined therapy had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than subjects in the Western therapy
group. Because of patients did not receive chemotherapy right after confirmation of
3

diagnosis, the investigator only collected data from 26 patients (74.3%) at T2. We
expected to complete data collection for T2 at the end of December, 2011. Same as the
literature, the mortality rate for lung cancer patients are much higher than patients with
other types of cancer, such as breast cancer, cervical cancer, and oral cancer. Four
subjects in this study passed away soon after receiving 1st chemotherapy.
From the initial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 analysis for T2, after
controlling the educational level as the confounding variable, subjects in combined
therapy group had more financial difficulty (p<.001) than subjects in the Western
therapy group. Other than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ymptom
distress, physical performance status, quality of life, and survival rate between groups
(p ＞ .05).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not be
experienced within short period of time.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effect siz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s too small to detect under such a small sample size (N= 26).
We believe that it is unsuitable to draw any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initial data
analysis due to imcomplete data collection at T2. The investigator will continue data
collection for T2-T5 and use GEE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 on important outcome
variables between groups.
Keywords: Lung cancer, Chinese and western therapies,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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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肺癌是全世界癌症死亡率的第一名，在國內最近幾年衛生署公佈的男
女十大癌症死因排名，肺癌也一直名列前茅 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分類，
肺癌依照生物特性、治療和預後的不同，則可大致分為小細胞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約佔所有肺癌的比率 12~15%和非小細胞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約佔所有肺癌比率的 85~88% 2。NSCLC 多由吸菸
引起，多發生在男性，雖然癌細胞小，但是快速分裂並迅速擴散到其他器
官，通常發生在肺部中央靠近肺門位置，容易往大的支氣管發展。NSCLC
又可分為三種類型：1.腺癌(Adenocarcinoma)，約占非小細肺癌 50%，是肺
癌中最常見的類型，大多發生於女性，沒抽菸罹患肺癌者多屬此類，常長
在肺部邊緣的腺體組織，多半有遠端轉移之後才出現臨床症狀。2.鱗狀細胞
癌(Squameous cell cancer)，約占非小細肺癌之 20%，常見於男性吸菸者，
多半長在肺部中央靠近肺門位置，早期為局部向外延伸的轉移，後期則經
血路擴散。3.大細胞癌(Large cell cancer)，約占非小細肺癌之 10%，主要發
生在肺部周邊組織，雖然生長速度較緩慢，但常有早期轉移的現象 2。
肺癌分期的目的主要是提供治療的選擇及作為判斷預後的指標，也可
當 成 描 述 疾 病 的 統 一 標 準 。 SCLC 一 般 採 美 國 榮 民 醫 院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Lung Cancer Study Group)之兩階端分期：1.局限期(limited
stage)，腫瘤局限在單側胸廓內的病灶，可被涵蓋入一個放射線治療計畫的
範圍。2.擴散期(extensive stage)，超過局限期範圍，有惡性肋膜積水，或出
現遠端轉移情形。NSCLC 則是根據美國癌症聯合委員會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Staging, AJCC)的分期法，2009 年 10 月公佈了第七版的
癌症分期 3。肺癌期別的訂定分別依照:腫瘤大小(T)、淋巴結的狀況(N)及是
否遠端轉移(M)的三大因素，再將之分成Ⅰ至Ⅳ期。
SCLC 因容易早期轉移，故多以化學治療為主要的治療方式，有時也建
議化學治療加放射線治療合併使用 4。NSCLC 的治療以手術、化學治療與
放射線治療為主，視病患狀況與疾病情形、癌症期別，可能使用單一或合
併的方式治療。各國針對該癌症第Ⅰ與Ⅱ期病患的治療指引，皆建議使用
手術治療；對於ⅢA 期的病患，若可接受手術切除病灶，則建議使用手術
治療，若不可切除，則建議使用同時化學放射線治療；對於ⅢB 期的病患，
有指引建議使用放射線治療或加上化學治療，部分指引則建議使用同步化
療放射線治療；對於Ⅳ期的病患，目前仍以化學治療為主 2, 5。
中醫對肺癌的治療在大陸已十分風行，特別是針對老年人罹患晚期
(III-IV 期)之非小細胞性肺癌(NSCLC)的治療上 6-12。肺癌的中醫治療十分
重視證候。證是證據而候是外觀(亦即病人的臨床表現)，以四診(望、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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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切) 獲取證候，再進行辨證治療 8, 13-14。中醫對肺癌的治療不像西醫
這麼標準化，反之非常有個別性。一般而言，當確立診斷但病人尚未出現
腫瘤相關症狀時，選擇以「辨病論治」(如使用白花蛇舌草、黃藥子、蒲公
英、黃芩、半枝蓮、天門冬、豬苓、乾蟾皮、龍葵、山慈姑…)為主，
「辨症
論治」為輔再加上適當的引經藥(如:百部、百合 )等方式治療；如果病人已
出現腫瘤相關症狀，則視病人的證型(肺脾氣虛、肺熱痰阻、肺胃陽虛、氣
滯血瘀..等等)以「辨證」和「辨病」論治相結合的治則處理 8, 15。臨床上
病人的「證」在不同的疾病階段可能會改變，因此要隨之轉換處方不能拘
泥於某一處方而錯失治療良機 8。此外，以肺癌為例，中醫又可大分為有根
據(泛指宮廷醫療根據病人脈象給藥，多半為合方治療，如霍香正氣散或易
咳散治療)、及無根據(多以土茯苓、刺五加、蒲公英等做單方治療)，多數
中醫建議合方治療而非單方治療 10。若依據中華中醫協會對人類體質的分
類，又包含 9 大體質，再考慮男、女不同性別，因此治療就可大分為 18 種
(9×2(男&女)=18)，如果加上節氣(春、夏、秋、冬)之考量，其治療處方可
謂包羅萬象 16。
近年來中西醫合併療法對肺癌病人預後的效益已逐漸形成共識 8-9，專
家認為中西醫合併療法對肺癌病人的預後比只用西醫或純中醫療法來的有
效 17，它不但可以增進化療效果、降低化療不適症狀、更可促進病人生活
品質。研究者發現以放射線治療合併中醫治療可減少晚期(stage III-IV)肺癌
病人接受化療的療程，延長化療之間距，因此對病患生活品質的提升與延
長生存期有正面的效果 6。此外，也有學者針對晚期肺癌病人使用純中醫或
合併中西醫療法進行兩個療程(6-8 週)的觀察，發現合併治療組的病人比純
中醫組的病人有較佳的近期療效，也不會造成免疫功能受損，因此建議晚
期肺癌病患使用中西醫合併療法 11。周等人 7 更以前瞻隨機對照研究來比
較接受化療、純中醫治療、及中西醫合併療法的晚期肺癌病人之預後，以
Cox Regression 分析發現合併療法與純中醫治療組的死亡率比化療組低，此
外，也發現性別、體重、身體活動功能、血液濃度、腫瘤大小、與治療方
式是影響肺癌病人生存之重要預後因素。在另一份隨機臨床試驗中，研究
者亦發現使用 Feiji recipe(為一種複方中醫煎劑)的中醫組與化療合併 Feiji
recipe 對 NSCLC 病人生活品質(特別是在角色、社交、疲憊、及整體健康上)
的維持都較化療組為佳 10。另外，也有學者運用開放性非隨機對照研究來
檢視西醫治療與順序性中西醫療法(先完成放療/化療之後再使用中藥 4-6 個
月)對晚期肺癌預後的效益，結果發現中西醫合併療法組的個案在第 2 及第
3 年生存率上明顯的優於西醫組個案，其生存期也比西醫組延長 6 個月 8。
從一份前瞻性隨機控制的跨機構臨床試驗，學者也發現接受中西醫合併療
法的 NSCLC 個案比接受化療的個案，有較佳的生活品質和較長的生存期
6

12。由以上文獻統整中不難看出中醫及中西醫合併療法對肺癌病患預後及
生活品質的效益。
國內外研究發現肺癌病人 5 年存活率僅 11-15%左右 18-20，可能與肺
癌初期多無症狀，因此三分之二的病人發生症狀並確定診斷時已屬晚期
(Stage III B-IV)21 有關。五年存活率指的是凡診斷出為癌症患者，經過正規
西醫治療後，五年之內平均存活的機率。國際間更以五年存活率當成癌症
病人預後的重要指標 14。此外，根據筆者回顧最近三年的文獻顯示，學者
常以存活率 14, 22-23、癌症侵入程度 24、平均存活時間 24-28、癌症復發
與否 29、 生活品質 25, 27, 30、身體活動功能 27、疼痛強度 27、整體健
康狀況 27、及因治療副作用而中斷治療 22 等做為肺癌病人對治療之預後
指標。因此在參考上述文獻之後，於本研究中，筆者擬以存活率、平均存
活時間、有無轉移或何時轉移、症狀困擾、身體活動功能、及生活品質等
為評估中西醫療法對肺癌病人預後之長期效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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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筆者以個案配對研究(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在控制可能的干擾變
項(性別、和腫瘤期別)之後，長期追蹤接受西醫療法、與合併療法的肺癌初
診斷個案。本研究之理論架構是依據相關文獻所得延伸而出，個體本著自
身的基本屬性（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與經濟狀況）與相關治療資料（共
病性、肺癌期別、自覺整體健康狀況、與對治療的整體評估）
，加上檢查結
果和對治療花費的考量，會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法來對抗肺癌的威脅，進而
衝擊預後指標。而治療期間透過主、客觀預後指標(存活率、平均存活時間、
有無轉移/何時轉移、症狀困擾、身體活動功能、及生活品質)的長期追蹤可
瞭解不同療法(西醫治療、及合併療法)之效果，研究架構如圖一 (p.18)。
一、收案機構與個案數
筆者採方便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在北、中、南長庚醫療系統
中收取 22 位接受正規西醫治療及 13 位接受合併治療的肺癌初診斷病人。
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均列為可能的收案對象：
(一) 年滿 20 歲之成人
(二) 初診斷為非小細胞性肺癌且癌症分期為 III-IV 者
(三) 接受西醫、或合併療法的肺癌病人
(四) 了解研究目的與過程並同意參與研究者
如果個案的中醫診療項目與肺癌無關，則不會列入收案之考量。此外，
個案若有腦轉移(Brain metastasis)或呈現意識不清及無法溝通者則排除於本
研究中。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括 1.症狀困擾量表、2.生活品質量表、3.身體活動功能量
表、及 4.個案基本資料表。以下敘述研究工具之信效度：
(一) 症狀困擾量表 Symptom Distress Scale (SDS)
本研究採用賴 31 修訂自 McCorkle & Young 32 所發展的症狀困
擾量表來測量不同組別個案之症狀困擾，共計 22 題。量表採 Likert
五分法計分，1 分表示完全沒有不舒服，5 分代表該症狀非常嚴重
困擾病人。總分介於 22-110 分之間，分數越高表示症狀困擾程度
越高。此量表已廣被使用於癌症相關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1, 33
。在本研究中，SDS 的內在一致性為 0.89。
(二) 生活品質量表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EORTC QOQ C-30 & EORTC
QLQ-LC13)
正在接受治癒性治療的癌症病人其生活品質的測量應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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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而健康相關生活品質量表又可分為一般
性測量及特定疾病別測量。本研究採用歐洲癌症治療與研究組織
所推薦的 EORTC QOQ C-30 量表來測量接受西醫治療或接受合併
療法的肺癌病人的一般性生活品質。EORTC QOQ C-30 是由
Aaronson 等人於 1993 年所發展 34，歷經修改目前推薦使用 3.0
版本。此版本共 30 題，包含五個功能次量表（身體、角色、認知、
情緒、及社交）
、癌症常見症狀（疲憊、疼痛、噁心嘔吐、呼吸困
難、食慾降低、失眠、便秘、和腹瀉）
、及兩個單一題測量(Single
item indicator)，分別為第 29 及 30 題針對整體健康和整體生活品
質做測量。除了兩題單一測量採 1-7 數字記分（1=非常差、7=極
好）之外，其餘題目皆採 1-4 數字記分（1=完全沒有、2=有一點、
3=相當多、4=非常多）。在本研究中，EORTC QOQ C-30 整體量
表的內在一致性為 0.88，而各次量表的內在一致性介於 0.81 和
0.94 之間。
針 對 特 定 疾 病 別 生 活 品 質 的 測 量 ， 筆 者 採 用 EORTC
QLQ-LC13，這是歐洲癌症治療與研究組織針對肺癌病人與治療所
發展出來的特定疾病別生活品質測量工具，用來評估肺癌相關症
狀及肺癌病人接受化療或放療後生活品質的改變，通常搭配
EORTC QOQ C-30。EORTC QLQ-LC13 共有 13 題，採 1-4 數字記
分（1=完全沒有、2=有一點、 3=相當多、4=非常多）
。這兩份國
際知名的生活品質問卷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廣被世界各國學者
應用於腫瘤相關的臨床試驗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5。在本研究
中，EORTC QLQ-LC13 的內在一致性為 0.83。
(三) 身 體 活 動 功 能 量 表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 Rating (ECOG-PSR)
ECOG-PSR 在歐洲廣被用來測量癌症病人的身體活動功能。
範圍 0-4 分，0 分表示完全可以自由活動，4 分為完全沒辦法自己
活動，必須依賴別人幫忙自我照顧。分數越高，代表身體活動功
能愈差 36。效度方面，ECOG-PSR 與 KPS (The Karnofsky's index of
performance status)之相關性很高(r = 0.87)36。由於 ECOG-PSR 只
有 1 題，故沒有內在一致性信度資料。此份量表簡單易使用，可
由病人自行填答，或由家屬與照護者代為評估。
(四) 個案基本資料表
本研究的個案基本資料表是依參考文獻及研究目的而擬定，
內容包括人口學特性及相關治療資料兩大方面。人口學變項包
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宗教、婚姻狀況及自覺經濟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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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治療資料則包括：過去病史、共病性、肺癌分期、患病期間、
治療處方與劑量、及自覺整體健康狀況。此外，也包含實驗室檢
查數據(Hb, WBC, N/L, Platelet 和 GOT/GPT..等)及理學檢查數據
(Chest X-ray, Chest CT, 病理切片, 頸部超音波)等資料。筆者亦評
估個案自覺西醫療法與合併療法的效果、及是否規律使用該療法
等等。因為根據研究顯示，若個案認為療法效果很好，會比認為
療法沒效果或效果不好的人有較少的不適症狀及較佳之生活品質
37，因此對治療的遵從行為可能會增加，進而影響預後，所以了
解個案對治療的想法與是否規律接受治療十分重要。
三、資料收集過程
經過三個多月不斷的溝通和努力，筆者與收案機構胸腔科及中醫部醫
師們已建立收案之共識。兩位專任研究助理分別負責跟診林口與高雄長庚
肺癌個案最多的主治醫師，而其它主治醫師於看診過程中若發現符合收案
條件之個案，隨即先跟病人簡單說明本研究的目的，若病人有意願進一步
了解本研究的方法及義務，在病人的同意下，主治醫師則通知研究助理，
再由研究助理與其聯繫，做更深入的說明並取得研究同意書。正式取得個
案親自簽名的同意書後才開始收集資料。針對不願參與或中途退出的個
案，除了紀錄其原因之外，研究人員亦從病歷中收集個案年齡、性別、教
育程度、及癌症分期等資料，以便未來比較拒絕研究、中途退出、和完成
研究者在人口學基本資料與疾病嚴重度上有無不同，詳細收案流程圖請見
圖二 (p.19)。
本兩年期研究之資料收集點共 5 點，分別於個案確診後但尚未開始治
療前(Baseline, T1)、開始治療後第一個月(T2)、第三個月(T3)、第六個月
(T4)、及第十二個月(T5)。第一年預計收集 T1 及 T2 資料，研究人員於 T1
及 T2 收案時間點，皆親自前往病房或門診收集研究所需資料(包括 SDS、
EORTC QOQ C-30 & EORTC QLQ-LC13、ECOG-PSR、及相關治療資料)。
基本人口學資料只有在 T1 才需收集。至於客觀資料，如實驗室檢查數據、
理學檢查資料、或肺癌分期與治療等，皆由固定研究人員前往機構中閱讀
病歷而取得。
四、資料處理方法
(一) 資料處理軟體：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SPSS 17.0)
與 STATA 11.0。
(二) 資料分析方法：在輸入資料前後，研究者與研究助理重複檢查資料
輸入之正確性。本研究顯著水平 α 為 0.05.依研究目的將資料分析
的方式分為描述性統計及推論性統計，茲敘述如下：
1. 描述性統計：依照變項不同的數據尺度，而使用不同的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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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資料的尺度可分為四種：等比(ratio)、等距(interval)
變項是屬於連續型資料，常以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及標準
差等來描述，如年齡、存活時間；名義(nominal)、次序(ordinal)
變項，則是屬於類別型資料，常以次數分配、百分比來描述，
如：性別、教育程度 38。
2. 推論性統計：因肺癌病程動態多變，醫師會依病況調整治療方
式，原則上研究團隊並不會排除病人，但會繼續追蹤其治療方
式並詳細登錄證型、治則、處方、與劑量等相關資料。筆者將
於 第 二 年 收 案 結 束 後 ， 使 用 廣 義 估 計 方 程 式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在調整教育程度此干擾變項之下，
比較兩組個案在結果變項(如: SDS、MQOL 及 ECOG-PSR)上的
差異。另外，也以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在調整教育
程度此干擾變項之下，比較兩組個案在存活時間、time to
metastasis 等存活分析之結果變項的差異。此兩種方法，皆可調
整治療期間因考量病人最大利益為原則下，變更治療方針所造
成的影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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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因第一年計畫於 100 年 07 月 19 日進行議價，於 100 年 08 月 17 日才
正式完成簽約工作，因此許多前置作業都需提前進行才不至於影響研究進
度，雖然如此，某些收案機構仍要求收到正式合約才能讓派駐於該機構之
專任助理執行收案工作，因此影響收案進度，尤其是合併治療組。自 100
年 07 月 26 日到 100 年 09 月 23 日之間，本人共召開五次研究說明會(林口
長庚：2 次；高雄長庚：2 次；嘉義長庚：1 次)，目的在說明研究目的與進
行方式，透過面對面會談方式與單位主管(胸腔科主任、中醫部主任、護理
部主管、及相關單位護理長)澄清疑慮，希望能讓計劃順利推動。
截至 100 年 11 月 04 日為止，我們共接觸 44 位符合收案條件的肺癌初
診斷個案，其中 9 位拒絕參加研究(8 位是家屬拒絕，1 位以太虛弱為由)，
T1 完成 35 位個案的資料收集，反應率(responde rate)為 79.5% (定義: 於研
究期間接觸多少符合選樣條件的個案，而真正參與研究且回答研究資料的
個案又有幾位，之間的比率=35/44=79.5%)。專家建議 60%的反應率，本研
究的反應率為 79.5%應可不用擔心反應偏差(response bias)的問題 39。第一
年研究個案追蹤圖請見圖三(p.20)。為求慎重，筆者分析拒絕與參加研究的
個案在基本人口學資料與及病嚴重度上之差異，發現除了年齡之外其它變
項並無不同。拒絕參加研究的個案其平均年齡比參與研究者較高(M= 73.0
vs M= 60.8)，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t= 2.670, p= 0.009)(見表一, p.21)。
35 位初診斷為非小細胞性肺癌 III-IV 期的病人，其中 22 位接受正規西醫療
法另外 13 位接受中西醫合併療法。22 位為接受正規西醫療法的個案中，其
中 2 位(9.1%)接受標靶治療，14 位(63.6%)接受傳統化學治療，5 位(22.7%)
接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1 位(4.5%)接受標靶治療+放射治療。22 位個案中
已有兩位於接受完第一次傳統化學治療後隨即往生，另外一位個案於第一
次化療後第三天因腸穿孔住院治療，其餘 19 位個案皆依建議療程固定接受
治療中。22 位西醫組個案的平均年齡為 61.6 歲(SD=12.1)，大多數為已婚
(86.4%)男性(68.2%)、多數(77.3%)教育程度為國中或國中以下層級、15 位
個案(68.2%)沒有工作、經濟狀況多為中等程度足夠(45.5%)，少數個案
(36.4%)除了罹患肺癌之外，同時也有其它共存疾病，如高血壓或糖尿病等
等 (請見表二, p.22)。
13 位接受中西醫合併療法的個案中，其中 2 位(15.4%)接受標靶治療，
7 位(53.8%)接受傳統化學治療，4 位(30.8%)接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13
位個案中已有四位於接受完第一次傳統化學治療後隨即往生，另外三位因
工作因素拒絕再繼續參與此計劃(見圖三, p.20)。目前合併組的個案中已有 8
位個案已經開始服用中藥來降低化療副作用及提升生活品質，他們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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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治則、與處方的相關資料請參見表三(p.24)。這 13 位合併組的個案之
平均年齡為 60.2 歲(SD=11.8)，大多數為已婚(83.3%)男性(76.9%)、多數
(41.7%)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層級、9 位個案(75.0%)沒有工作、經濟狀況多
為不足夠(58.3%)，少數個案(25.0%)除了罹患肺癌之外，同時也有其它共存
疾病，如高血壓或糖尿病等等(請見表二, p.22)。筆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及
卡方檢定等統計方法，分析兩組在基本人口學與疾病嚴重度(癌症期別)上的
資料有無不同，發現除了在教育程度上合併組高於西醫組之外，其它變項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請見表二, p.22)，表示兩組個案的同質性很高。
此外，在重要結果變項的分析上，筆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統計分析，
發現兩組個案在基準點測量上(尚未接受任何正式治療時：T1)，重要結果變
項，如症狀困擾、身體活動功能、和生活品質的其它指標上，兩組並無顯
著差異(p＞.05)(見表四, p.26)。
針對 T2(接受治療後一個月)之統計分析，由於目前僅完成 26 位(74.3%)
個案(18 位西醫組與 8 位合併組)的資料收集，因此在解讀統計結果上宜格
外謹慎。根據初步 GEE 分析顯示，兩組個案在 T2 (接受治療後第一個月)
的重要結果變項之比較上，除了合併組在財務困難上顯著高於西醫組
(p<.001) 之外，其他在症狀困擾、身體活動功能、和生活品質等變項的指
標上，兩組皆無顯著差異(p＞.05)(見表五與表六, p.28-p.29)。筆者推估這樣
的結果也許是因為合併療法效益不大，或是 T2 資料尚未收集完成所導致。
筆者預計於今年 12 月底前完成所有 T2 資料的收集，若能順利申請到第二
年計劃的研究經費，加收 20 位新個案(10 位西醫組; 10 位合併組) 並繼續長
期追蹤第一年的個案且完成 T3-T5 的資料收集，如此應可達成本研究之最
終目的：探索中西醫合併療法對肺癌病人預後之長期效益是否會優於僅接
受正規西醫治療者。

13

肆、討論
傳統中醫療法(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是臺灣民眾最常使用
的補充性/替代性醫療(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therapy, CAM) 40-41。雖然
如此，無論是一般民眾 42-44 或是癌症病人 45-46，其心目中最好的治療方
式仍是以西醫為主，CAM 或 TCM 為輔的治療觀念。王等 47 強調中醫治療
可以貫穿整個西醫癌症治療過程，在不同癌症階段配合西醫，可以降低西
醫治療的副作用減輕不適症狀、提高病人生活品質、與延長生存期。TCM
對癌症病人在治療過程中副作用的效益已被少數質性研究證實 48-49。雖然
如此，依據筆者的臨床觀察，癌症病人在醫院中同時併用中西醫療法的比
率卻不高。本研究由醫師主動詢問病人對 TCM 使用的意願，即便如此也只
有 37.1%的個案同意使用，截至目前為止，真正使用的比率只有 22.8%。根
據研究顯示，臺灣癌症病人 TCM 訊息的獲得常來自親友或病友而非醫護人
員 50，臨床上癌症病人若提起 TCM 的使用，多半不能獲得醫師的支持 16。
本研究在醫師主動詢問之下，22.8%的肺癌病人真正使用了 TCM，比 Pu 等
51 研究五大癌症別中之肺癌病人之使用率稍高(16.03%)。也許是因為研究
族群的不同，過去許多研究發現女性較常使用 TCM40, 45, 50-53，但本研究
聚焦於以男性為主的肺癌上，因此發現男性的使用者較女性為多。
本研究根據 T2(治療後一個月)的初步資料分析，發現相較於西醫組個
案，合併組個案反而有較差的財務困難狀況，但是兩組在其他症狀困擾、
身體活動功能、生活品質、和存活率等重要變項的指標上，皆無顯著差異(p
＞.05)。筆者推測導致以上結果的原因可能與中醫療效速度及個案數太少有
關。根據本人先前的研究 49 及其它文獻 16 之論述，中醫對癌症病人的療
效非短期所能體現，它是一種長期調養的理念，需長期監測才能看出效益。
本研究 8 位使用中藥的個案，其中 3 位只接受 1-2 週左右的中醫治療，也許
還無法展現中醫之效果。此外，雖然合併組有 13 位病人同意接受合併療法，
但目前為止真正接受中醫診治並服用中藥者只有 8 位，個案數太小的情況
下也有可能讓筆者無法看到兩組在重要結果變項上的差異。本研究發現肺
癌病人的治療充滿許多的不確定性，35 位個案中已有 4 位(2 位西醫組；2
位合併組)於接受第一次化療後隨即往生，亦有三位個案分別因腸穿孔、呼
吸衰竭、及嚴重噁心嘔吐而住院(其中一位在加護病房)治療，加上有些個案
確診之後未立即接受化療(個案去其它醫院再確認診斷，或要求聽第二意
見)，因此影響 T2(接受治療後第一個月)資料之收集。此外，某些個案雖然
同意併用中西醫療法，參加研究時被歸類於合併組，因為完成第一次化療
後並無明顯之副作用，因此未立即開始中醫治療。根據文獻 54-57 及臨床經
驗得知，多數肺癌病人會在第 2-3 次化療之間經歷明顯副作用，因此合併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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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可能會於第二及第三次化療結束後較密集尋求中醫診治，屆時其中醫
診治之相關資料，如證型、治則、與方藥將會於第二年計畫收集完整資料
後，做出較客觀之呈現。
以目前真正有使用中藥的 8 位個案為例，他們出現之證型多為氣血瘀
滯、氣陰兩虛、陰虛內熱、及胃氣上逆，與李金瀚 8 所發現的四種常見證
型，如肺脾氣虛型、肺熱痰阻型、肺胃陽虛型、及氣滯血瘀型，不完全相
同。有可能是因為治療方法的不同，本研 究合併組的個案是化療與中醫同
時使用，而李所採用的是順序性療法，也就是肺癌病人 完成正規化學治療
或放射線治療後才開始使用中藥。相同的是李與本研究都沒有固定使用某
一中藥方，完全依賴辨證論治來決定方藥。此外，病人有無共病性
(Cormorbility)問題、其化療藥物的種類、都可能影響證型、治則，而這方面
的推測有待更多實證研究之證實。未來有興趣的學者可以考慮選擇肺癌期
別與化療用藥都十分類似的個案，例如小細胞性肺癌個案，做跨國或跨機
構的合作，以獲得更多有關於肺癌中醫治療的相關證型、治則、及方藥的
客觀資料。不過與其他研究 10, 16, 50 相同的是，本研究接受 TCM 治療的
個案，截至目前為止，皆未主訴任何與服用中藥有關的副作用，符合民眾
對中醫溫和、無害之看法 49。
有趣的是，本研究發現於 T1 同意使用合併治療的個案多為南部個案、
且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國外許多研究發現教育程度高者傾向使用 CAM52，
而依據臺灣 1997-2003 本土健保資料庫之分析，也的確看出中南部居民對
TCM 的使用率較高 40。臺灣民眾使用 TCM 的就診理由多半與呼吸道和肌
肉骨骼問題有關 40-41, 53。可惜的是這些大型資料庫分析並未特別提及
TCM 使用與教育程度之相關性 40, 53，但 Pu 等人 51 的研究中，針對臺灣
五大癌症別(乳癌、子宮頸癌、肺癌、肝癌、與直腸癌)個案(N=2034)所做的
合併療法調查中發現，22-5%的癌症病人同時使用中西醫治療，教育程度較
高或經濟情況較好者傾向同時併用中西醫治療，其中教育程度的發現與本
研究所見雷同。臺灣中南部居民因區域文化的影響較傾向使用 TCM40, 51，
由於本研究在臺灣北部與南部醫學中心中收案，發現多數(69.2%)合併組個
案的確來自南部醫學中心，亦與文獻所見類似。
所遭遇之問題與困難及解決辦法：
目前筆者所遭遇到最大的困難在於中西醫合併療法組的治療狀況，13
位同意接受合併治療的個案中目前只有 8 位定時接受中醫診治。合併組尚
未開始使用中醫診治的個案中，有一位於第一次化療結束後出現嚴重腹瀉
嘔吐等副作用而住院治療，另一位也出現嚴重噁心嘔吐現象，主訴聞到中
藥的苦味會更加不適，因此暫不使用中醫治療，亦有個案因接受完第一次
傳統化療後並未出現明顯的副作用，因此尚未接受中醫診治。由於服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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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的天數可能會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還好合併組個案的中醫診治皆由專
任研究助理協助掛號並親自陪同看診，因此可以非常仔細的紀錄個案就診
時的主訴，何時開始中醫治療，詳細登錄他們的證型、治則、與方藥等相
關資料。筆者將於第二年計畫分析資料時，以 GEE 之廣義線性模式比較兩
組個案在結果變項(如: SDS、QOL 及 ECOG-PSR)上的差異。另外，我們也
會以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比較兩組個案在存活時間、time to
metastasis 等存活分析之結果變項的差異。此兩種方法，皆可調整治療期間
因考量病人最大利益為原則下，變更治療方針所造成的影響效應。
根據 T2 資料分析，發現合併組個案的財務困難情形較西醫組明顯，加
上胸腔科醫師也不斷反映詢問筆者是否可以由研究經費中支付合併組個案
中醫的掛號費用，也許額外的掛號費用也是合併組個案接受中醫診治的阻
礙因素之一，由於第一年計畫並未編列此項費用，因此筆者擬在第二年研
究經費中編列合併組個案的中醫掛號費用，以降低病患之經濟負擔使研究
能更順利進行。其它於期中報告中所遭受的困難, 如胸腔科醫師對轉介病人
給中醫部抱持保守的態度、醫師事先篩選疾病嚴重度較低的病人加入本研
究、和個案加入本研究後又參加其它臨床試驗，經過不斷的溝通都獲得明
顯的改善，因此已經不是期末報告的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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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雖然根據 T2(接受治療後一個月)資料分析，接受西醫治療的肺癌病人
反而比接受合併治療的個案有較少的財務困難狀況，因為在 35 位肺癌初診
斷個案(22 位西醫組；13 合併組)，T2 資料尚有 9 位個案(25.7%)尚未收集完
整，因此不宜使用這些初步資料分析貿然做任何結論，以免誤導群眾。感
謝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對本研究第一年研究經費之提供，讓研究得以順利
推動，未來若可以提前各項作業程序，讓第二年計畫的執行期間不必像第
一年計畫一樣需在緊縮的五個月內完成，相信對研究個案數的增加及收案
品質之提升都會有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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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預後指標
癌症治療︰
1. 西醫療法

客觀資料︰
存活率
平均存活期間
轉移與否/
何時轉移

2. 合併療法

圖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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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後第十二個
月

治療後第六個月

治療後第三個月

治療後第一個月

尚未開始治療前

人口學資料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經濟狀況
相關治療資料
共病性
肺癌分期
整體健康狀況
對治療的整體
評估
實驗室檢查
WBC
N/L
Hb
Platelet
治療花費
健保給付部份
自費部份

主觀資料︰
症狀困擾
身體活動功能
生活品質

於胸腔科組晨會中向所有主治醫師說明研究計畫
個案來源：1.住院病患
2.門診病患(包括門診化療室)
不符合

評估病患是否符合收案條件
符合

由主治醫師簡單說明研究目的
並詢問病患參與研究的意願

不同意

收集基本人口學資料
及拒絕研究之原因

結案

同意

由研究人員深入說明及簽定研究同意書

收案
由主治醫師詢問病人
是否有意願使用中西醫療法
有意願

無意願

A 組：西醫治療組

B 組：合併治療組

資料收集點：T1（開始治療前）

T2（開始治療後第 1 個月）

T3（治療後第 3 個月）

T4（治療後第 6 個月）
T5（治療後第 12 個月）
完成收案評估

圖二、收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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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
研究

收集個數及
中斷原因

Sampling Pool (N=44)
9 位拒絕
原因:家屬不同意,身
體虛弱
方便取樣但配對至
A & B 組

A 組:西醫治療組
(N=22 )

B 組:合併治療組
(N=13)

已收案：18
中斷研究(N=3)
個數與原因：
2 死亡
1 不想繼續參加

已收案：8
中斷研究(N=4)
個數與原因：
2 死亡
2 不想繼續參加

圖三、第一年研究個案追蹤圖

25

T1

T2

表一、參加者與拒絕者在人口學與疾病嚴重度資料之比較 (N=44)
變項
年齡 Mean±SD
性別
男
女
遺漏值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以上
遺漏值
癌症期別
Ⅳ

同意 (N=35)
人數 (%)

拒絕 (N=9)
人數 (%)

P值

60.8±11.8

73.0±12.0

0.009

25 (71.4)
10 (29.4)
1

4 (44.4)
5 (55.6)
0

0.285

21 (61.8)
8 (23.5)
5 (14.7)
1

6 (100.0)
0 (0)
0 (0)
3

0.183

19 (54.3)

5 (55.6)

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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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兩組在基準點人口學與疾病嚴重度資料之比較 (N=35)

年齡
Mean±SD

西醫組
(N=22)
N (%)

合併組
(N=13)
N (%)

P值

61.6±12.1

60.2±11.8

0.760

性別

男
女

15 (68.2)
7 (31.8)

11 (84.6)
2 (15.4)

0.868

婚姻狀況

未婚/單身
已婚/同居
喪偶
遺漏值

2 (9.1)
19 (86.4)
1 (4.5)
0

0 (0)
10 (83.3)
2 (16.7)
1

0.302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以上
遺漏值

17 (77.3)
5 (22.7)
0 (0)
0

4 (33.3)
3 (25.0)
5 (41.7)
1

0.003

工作狀況

無工作
有工作
遺漏值

15 (68.2)
7 (31.8)
0

9 (75.0)
3 (25.0)
1

0.982

不足夠
中等程度足夠
足夠
遺漏值
本身有其他 無
疾病
有 (HTN, DM)
遺漏值

9 (40.9)
10 (45.5)
3 (13.6)
0

7 (58.3)
4 (33.3)
1 (8.3)
1

0.161

14 (63.6)

9 (75.0)

0.678

8 (36.4)
0

3 (25.0)
1

治療方式

14 (63.6)
2 (9.1)

7 (53.8)
2 (15.4)

經濟狀況

化學治療
標靶治療
27

0.822

化學+放射治療
標靶+放射治療

5 (22.7)
1 (4.5)

4 (30.8)
0 (0.0)

疾病嚴重度 ⅢA
(癌症期別) ⅢB
Ⅳ

1 (4.8)
8 (38.1)
12 (57.1)

0 (0.0)
5 (38.5)
8 (61.5)

0.742

化療種類

注射
口服
遺漏值

15 (88.2)
2 (11.8)
2

7 (71.9)
2 (22.1)
2

0.895

化療藥物

Docetaxel + Cisplatin
Gemcitabine
Pemetrexed disodium +
Cisplatin
Oral Vinorelbine +
Cisplatin
Docetaxel
Gemcitabine+ Cisplatin
遺漏值

6 (40.9)
2 (11.8)

3 (33.3)
1 (11.1)

0.232

2 (11.8)

1 (11.1)

2 (11.8)

2 (22.2)

5 (29.4)
0 (0.0)
2

0 (0.0)
2 (22.2)
1

Iressa
Tarceva

2 (66.7)
1 (33.3)

2 (100.0)
0 (0.0)

標靶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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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表三、合併組個案之中醫證型、治則、與方藥一覽表 (N=8)
主訴

證型

治則

方藥

咳嗽有痰、胸口悶、需 氣血瘀滯
吸一口氣再吐出來較 氣陰兩虛
舒服、偶而會有左胸抽
痛現象
咳嗽、C/T 後開始有便 陰虛內熱
秘情形、睡不好

活血散瘀
益氣養陰

生脈散、柴胡疏肝
散、丹參、鬱金、
枇杷葉、桑白皮

養陰清熱
寧心安神

加味逍遙散、沙
參、麥門東、麻子
仁丸、柏子仁、酸
棗仁

現在排便變成一天 3-4 陰虛內熱
次，仍然睡不好，而且 上擾心神
有頭痛情形

養陰清熱
寧心安神

加味逍遙散、麻子
仁丸、柏子仁、酸
棗仁、川芎茶調
散、合歡皮、夜交
藤

C/T 3rd 後開始有噁心 陰虛內熱
反胃情形，肚子餓但看 胃氣上逆
到食物卻吃不下
咳嗽、覺得痰好像都黏 氣陰兩虛
在喉嚨咳不出來

養陰清熱
和胃降逆

主訴服用標靶藥物後 氣血瘀滯
陰虛內熱
有腹瀉且容易累疲倦

養陰清熱

天王補心丹、橘皮
竹茹湯、丹參、合
歡皮、夜交藤
生脈散、杏蘇散、
枇杷葉、葶藶子、
瓜冬子
沙蔘麥冬湯

目前無不適主訴，回診 氣血瘀滯
時醫師表示肺部腫瘤 陰虛內熱
明顯變小
氣血瘀滯
主訴打完化療比較累

養陰清熱

沙蔘麥冬湯

活血散瘀

血府逐瘀湯加減

主訴打完這次化療後 氣血瘀滯
有噁心、嘔吐、吃不
下，而且比較累

活血散瘀

血府逐瘀湯加減

益氣養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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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訴

證型

治則

夜眠差、胸悶、肩頸僵 氣陰兩虛
硬、走路不穩、鼻塞、
夜咳、痰液白色、口乾
嚴重

益氣養陰

麥門冬、柴胡疏肝
散、甘麥大棗湯

頭暈兩天、睡眠時好時 氣陰兩虛
壞、輕微胸悶、偶有胃
酸逆流、咳嗽、痰液黃
色
知罹患癌症後開始難 氣陰兩虛
入睡易醒，化療後有便
秘情形、胃口較差，覺
得一股氣悶在上腹
部，夜間較容易咳嗽、
或是有聞到刺激味道
時也會咳嗽

益氣養陰

柴胡疏肝散、清肺
湯、天麻鉤藤飲、
甘麥大棗湯

益氣養陰
寧心安神

天王補心丹、沙
參、百合、遠志、
苦杏仁、栝蔞仁、
蒲公英

睡眠改善很多，排便也 氣陰兩虛
順很多，偶而咳嗽沒有
痰，最近腰很酸，尤其
是睡醒的時候
咳嗽，覺得痰好像都黏 氣陰兩虛
在喉頭一樣，咳不出來

益氣養陰
寧心安神

天王補心丹、百
合、遠志、苦杏仁、
栝蔞仁、蒲公英、
杜仲、百部
生脈散、杏蘇散、
枇杷葉、葶藶子、
冬瓜子

益氣養陰

氣陰兩虛

痰覺得比較好咳出來 氣陰兩虛
了，化療後心跳快、偶
而會喘、疲倦及難以入
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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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藥

葛根、辛夷、葶藶
子、冬瓜子、沙參、
麥冬湯、生脈散

表四、兩組在基準點身體活動功能、生活品質、與症狀困擾、體重之比較
(N=35)
西醫組 (N=22) 合併組 (N=13)
N (%),
N (%),
P值
Mean±SD
Mean±SD
ECOG
0 日常活動正常，可以從事所有活
11 (50.0)
7 (53.8)
0.595
動而無限制
1 無法從事費力的活動，但可下
9 (40.9)
3 (23.1)
床，且可從事一般的輕度工作
2 臥床活動時間＜50%，偶而需協
助才可下床，亦可自我照顧，但
0 (0.0)
0 (0.0)
無法從事一般工作，醒時有＞
50% 的時間是站的
3 臥床時間＞50%，可從事有限的
自我照顧，醒時有＞50% 的時
2 (9.1)
3 (23.1)
間是臥床或坐在椅子上
4 完全臥床，無法自我照顧，亦無
0 (0.0)
0 (0.0)
法下床或坐在椅子上
EORTC QLQ-C30
身體功能
78.5±21.9
81.8±28.5
0.712
角色功能
79.5±32.9
84.8±31.1
0.660
情緒功能
73.9±28.6
75.7±24.2
0.968
認知功能
78.0±24.3
79.1±27.6
0.589
社會功能
72.7±34.3
66.7±23.6
0.603
整體生活品質
50.0±30.4
54.5±22.8
0.665
疲倦
28.8±29.4
27.8±26.6
0.886
疼痛
25.8±30.3
19.7±27.7
0.572
噁心嘔吐
6.1±12.1
13.6±30.6
0.313
呼吸會喘
30.3±36.9
27.3±32.7
0.819
難以入睡
30.3±30.7
36.4±37.9
0.624
食慾不振
18.2±30.4
24.2±30.2
0.592
便秘
15.2±28.6
12.1±26.9
0.772
腹瀉
4.5±11.7
9.1±15.6
0.354
財務困難
13.6±26.5
33.3±28.4
0.052
EORTC QLO-L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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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難
咳嗽
咳血
口腔疼痛
吞嚥困難
手腳針刺感
掉頭髮
胸痛
手臂肩膀疼痛
其他部位疼痛

西醫組 (N=22) 合併組 (N=13)
N (%),
N (%),
Mean±SD
Mean±SD
29.3±27.5
20.2±24.8
42.4±31.2
42.4±15.6
7.6±17.6
9.1±15.6
6.1±16.7
3.0±10.1
7.6±17.6
6.1±13.5
10.6±15.9
6.1±13.5
7.6±14.3
3.0±10.1
21.2±21.9
27.3±20.1
19.7±28.5
21.2±22.5
19.7±26.5
21.2±22.5

服用止痛藥
SDS
整體分數
噁心
嘔吐
食慾影響
失眠
疼痛
疲倦
排便情形 (排便有問題)
排尿情形 (排尿有問題)
呼吸困難
咳嗽
腹脹
口乾
口腔/食道疼痛、潰爛
焦躁不安
無法集中精神
外觀改變
出血
顫抖/忽冷忽熱
發燒

8 (36.4)

4 (33.3)

33.6±11.1
1.2±0.6
1.1±0.5
1.5±0.7
1.9±0.9
2.0±0.9
1.9±1.1
1.4±0.7
1.2±0.5
2.0±1.3
2.3±1.1
1.5±0.7
1.6±0.7
1.2±0.5
1.7±1.2
1.6±1.2
1.4±0.9
1.4±1.0
1.3±0.7
1.2±0.9

32.1±6.9
1.3±0.6
1.3±0.6
1.6±0.7
1.6±0.5
1.6±0.5
1.8±0.9
1.4±0.8
1.1±0.3
1.5±0.7
2.4±0.7
1.4±0.7
1.8±0.8
1.2±0.6
1.5±0.7
1.8±0.9
1.2±0.4
1.1±0.3
1.1±0.3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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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
0.363
1.000
0.811
0.585
0.804
0.423
0.300
0.448
0.879
0.872
1.000

0.637
0.688
0.493
0.866
0.721
0.309
0.814
0.865
0.436
0.196
0.800
0.717
0.508
1.000
0.480
0.577
0.531
0.408
0.420
0.536

麻木感
胸悶
胃灼熱感
痛苦指數
體重

西醫組 (N=22) 合併組 (N=13)
N (%),
N (%),
Mean±SD
Mean±SD
1.4±0.5
1.2±0.4
1.7±0.9
1.6±0.7
1.3±0.6
1.4±0.7
4.2±2.6
62.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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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
59.5±11.2

P值
0.270
0.883
0.681
0.702
0.456

表五、兩組在治療後一個月身體活動功能之比較 (N=26)
西醫組 (N=18) 合併組 (N=8)
N (%)
N (%)
ECOG
0 日常活動正常，可以從事所有活
動而無限制
1 無法從事費力的活動，但可下
床，且可從事一般的輕度工作
2 臥床活動時間＜50%，偶而需協
助才可下床，亦可自我照顧，但
無法從事一般工作，醒時有＞
50% 的時間是站的
3 臥床時間＞50%，可從事有限的
自我照顧，醒時有＞50% 的時
間是臥床或坐在椅子上
4 完全臥床，無法自我照顧，亦無
法下床或坐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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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3.3)

1 (12.5)

9 (50.0)

4 (50.0)

2 (11.1)

1 (12.5)

1 (5.6)

2 (25.0)

0 (0.0)

0 (0.0)

P值

0.396

表六、兩組在治療後一個月生活品質、症狀困擾、與體重以 GEE 分析之比
較(N=26)
依變項

自變項

Estimate

Error

X2 值

P值

身體功能
角色功能

合併組

-6.88

9.46

0.529

0.467

合併組

-11.25

12.50

0.811

0.368

情緒功能

合併組

-4.89

12.56

0.151

0.697

認知功能

合併組

-2.79

9.76

0.081

0.775

社會功能

合併組

-7.64

11.91

0.411

0.521

整體生活品質

合併組

-3.31

11.78

0.079

0.779

疲倦

合併組

5.73

11.05

0.269

0.604

疼痛

合併組

-8.18

15.34

0.284

0.594

噁心嘔吐

合併組

16.32

12.56

1.688

0.194

呼吸會喘

合併組

0.25

13.28

0.000

0.985

難以入睡

合併組

-3.70

13.34

0.077

0.781

食慾不振

合併組

14.81

11.29

1.721

0.190

便秘

合併組

10.10

9.99

1.023

0.312

腹瀉

合併組

3.94

5.62

0.493

0.483

財務困難

合併組

35.52

7.94

19.989

<0.001

呼吸困難

合併組

-5.02

9.26

0.294

0.588

咳嗽

合併組

-3.25

8.48

0.146

0.702

咳血

合併組

-4.41

2.32

3.62

0.057

口腔疼痛

合併組

2.59

7.91

0.108

0.743

吞嚥困難

合併組

0.63

6.78

0.009

0.926

手腳針刺感

合併組

4.81

5.70

0.713

0.398

掉頭髮

合併組

-10.71

8.03

1.780

0.182

胸痛

合併組

4.63

10.46

0.196

0.658

手臂肩膀疼痛

合併組

-0.76

8.18

0.009

0.926

其他部位疼痛

合併組

4.49

10.36

0.188

0.665

服用止痛藥

合併組

-2.86

5.64

0.257

0.612

SDS

合併組

1.52

4.93

0.094

0.759

痛苦指數

合併組

0.01

1.40

0.000

0.994

體重

合併組

4.45

4.19

1.13

0.288

註：以西醫組做為參考組，控制因子：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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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新型中醫藥之轉譯醫學研究(2-1)
侯庭鏞
中國醫藥大學

摘

要

研究目的：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是體內胰島素不足或細胞產生胰島素抗性而導致
血糖濃度無法降低，造成高血糖症的發生。目前臨床治療糖尿病的策略，大多是
使用注射胰島素或口服降血糖藥物等方法控制血糖。然而在糖尿病長程的病程發
展過程中，除了血糖的控制外，還須留意糖尿病併發症的發生，如：低血糖症、
酮酸中毒、心血管疾病、慢性腎衰竭、視網膜病變等，這些併發症往往造成死亡
率及醫療費用的攀升。許多研究認為這些併發症高度關聯到醣化血色素
（HbA1c），因此若能控制 HbA1c 就可能減緩或降低併發症的發生。

研究方法：
本研究經由臨床治療經驗分析可能具控制 HbA1c 之中醫藥方劑，再透過基
礎實驗驗證中醫方劑在控制 HbA1c 的療效，進一步探究其調控 HbA1c 是否可減
緩或降低糖尿病併發症的發生。

結果與討論：
我們以中央健保局所推動「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中的糖尿病病患
（ICD-9-CM250）為研究對象，為能使「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發揮效果，我
們納入的準則為加入計劃後滿一年內，有持續定期接受追蹤者。統計結果符合定
義的人數共有 9,973 人，曾經使用過中藥的糖尿病患者有 529 人。而由中央健保
局所推動的「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中的糖尿病病患統計分析中，發現以六味
地黃丸、玉泉丸、白虎加參湯、知柏地黃丸、濟生腎氣丸、杞菊地黃丸、甘露飲、
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八味地黃丸等中醫方劑較常使用。在分析中醫方劑改善
HbA1c 的情形後，發現 TCM-DM 可以明顯地降低病患的 HbA1c 值，進一步將
TCM-DM 以人體劑量餵食小鼠後，再於葡萄糖攻擊後不同時間測定血糖。結果顯
示與對照組相比，TCM-DM 呈現明顯調降血糖的功效，而且調降血糖的效應呈現
劑量反應，這些結果代表 TCM-DM 具有調整血糖的活體效應。接著取上述動物
與葡萄糖調控有關的肌肉組織樣品，萃取 RNA，再利用 DNA 微陣列進行分析，
將表現有差異的基因進行訊息傳導路徑的分析，結果顯示 TCM-DM 會明顯地影
響與糖類或脂肪代謝有關的訊息傳導路徑，包括 citrate cycle、PPAR signaling
pathway、fatty acid metabolism、FFA signaling pathway 等，也會影響胰島素訊息
1

傳導路徑，這些結果代表 TCM-DM 可能可以藉由影響與糖類或脂肪代謝有關的
訊息傳導路徑，而達到調整血糖的活體功效。利用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進
行分析 TCM-DM 的組成分，除了可以將 HPLC 指紋圖譜作為日後 TCM-DM 品管
的標準外，也發現在沖提 5 分鐘及 17.5 分鐘時所出現的波峰可能含有 TCM-DM
的特定物質，值得進一步分析及追蹤。本研究透過 physiological （HbA1c、血糖）
、
biochemical（血清生化）及 pharmacogenomic （DNA 微陣列）等方式進行特定
中醫方劑基礎研究的驗證，期望將臨床觀察到的現象利用科學驗證證實其功效，
確定其最適用病程、投與時間及劑量等細節，未來再推向臨床試驗。
關鍵詞：糖尿病、中醫藥、轉譯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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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al Medicine Study of New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for Diabetes
Tin-Yun H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Aim:
Diabetes mellitus (DM) refers to a group of common metabolic disorders that
share the phenotype of hyperglycemia. Administration of glucose-lowering agents,
such as insulin, and insulin secretagogues, such as tolbutamide, has been used for the
glycemic management of DM. In addition to hyperglycemia, DM leads to several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retinopathy, nephropathy, and neuropathy. Clinical studies
showed that reductions in glycated hemoglobin A1c (HbA1c) directly reflect
improvements in glycemic control and diabetic complications. Therefore, the specific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find the Chinese medicinal formula with HbA1c-lowering
potential and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is formula on the DM and diabetic complications.

Method:
Chinese medicinal formulae with HbA1c-lowering potentials were further
analyzed for their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mechanisms by glucose tolerance test and
DNA microarray.

Results & Discussion:
By surveying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 for the DM patients who
administer both Chinese medicinal formula and clinical agents, we found that
TCM-DM significantly lowered the HbA1c level in patients. Oral administration of
TCM-DM decreased the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mice, and the decrease was dose
dependent. DNA microarray further showed that TCM-DM significantly affected
several pathways involved in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including citrate cycle,
PPAR signaling pathway, fatty acid metabolism, FFA signaling pathway, and insulin
signaling pathway.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CM-DM might regulate the blood
glucose by affecting the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The
components of TCM-DM were analyzed by HPLC. Data showed that HPLC
fingerprinting map could be the standard for quality control of TCM-DM. Moreover,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CM-DM might be present in the fractions eluted at 5 min
and 17.5 min. In conclusion, the phys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HbA1C and blood
glucose level), biochemical investigations (serum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pharmacogenomic investigations (microarray analysis) will be further perform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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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ucid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TCM-DM on DM. Additionally, this project is
a translational medicine study that connects the basic molecular studies and clinical
studies of TCM-DM.
Keywords: Diabetes,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Translatio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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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是一種慢性的代謝性疾病，其致病原因通
常是由於體內胰島素缺乏或功能不全，亦或者是先天的基因加上後天環境
造成周邊組織的胰島素抗性，以致於對醣類的利用能力減低，甚至完全無
法利用，進而造成體內血糖過高及蛋白質與脂肪代謝的異常（Davidson,
1991；Powers, 200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的相關統計顯示， 糖尿病患者的總數一直呈現驚人的成長，從 1985 年的三
千萬人，到 2000 年的一億七千萬人，依照其成長數率，推估到了 2030 年，
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數將到達三億三千萬（Wild et al., 2004）。由於盛行率及
發生率的逐年增加，糖尿病已成為現階段主要的公共衛生課題。
根據致病機轉的差異，1997 年美國糖尿病學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將糖尿病分成四類：（一）第一型糖尿病：又稱為胰島素依賴
型糖尿病，是由於分泌胰島素的 β 細胞受自體免疫系統的攻擊而破壞殆盡，
以致無法分泌胰島素，必須每天注射胰島素。第一型糖尿病約佔所有糖尿
病患 5~10%。因為遺傳的原因，所以第一型糖尿病容易出現家族性，家族
間若有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其子女約有 10%會在 50 歲左右發病，若是有
同卵雙胞胎，發病率約 25~50%，發病的高峰期集中在青春期也是特徵，女
性約在 10~12 歲，男性約在 12~14 歲。
（二）第二型糖尿病：又稱為非胰島
素依賴型糖尿病，導因於分泌胰島素不足或是胰島素抗性糖尿病（身體組
織對胰島素的反應不良）
，前者是醣類攝取過多，使胰島素分泌趕不上，因
慢性分泌不足所引起的；後者是對脂肪細胞表面的胰島素受體產生抵抗，
阻礙了胰島素的結合，致胰島素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第二型糖尿病佔
90~95%，其中約三分之ㄧ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通常是在 45 歲以後發病，
在明顯感受到症狀，或是引發併發症之前，大多數的患者都是不太理會而
沒有好好控制。
（三）妊娠糖尿病，是指在懷孕過程中發生的糖尿病。
（四）
其他：可以找到明確病因的糖尿病，包括特定基因突變、其他內分泌疾病、
藥物、感染等，佔所有糖尿病患 1~2%（Gabir et al., 2000）
。
臨床治療糖尿病的策略，除了飲食控制和減輕體重外，大多是使用注
射胰島素或口服降血糖藥物等方法控制血糖，除胰島素之外，根據藥物的
作用機制，目前西醫所用的口服降血糖藥劑可分為五大類：
（一）磺醯尿素
類（sulfonylureas）
，可促進胰臟分泌胰島素及增加組織細胞之胰島素的接受
器；
（二）安息香酸衍生物，可刺激胰島素之分泌；
（三）雙胍類（biguanides）
，
可抑制胃腸吸收糖分、抑制肝臟製造糖分、及促進組織利用糖分；
（四）α葡萄糖酶抑制劑（α-glucosidase inhibitors），可抑制雙糖分解為腸道可吸收
之單糖；
（五）胰島素敏感劑，可降低周邊組織與肝臟細胞對胰島素的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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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而，上述藥物各具不同副作用，舉例而言，磺醯尿素類藥物會使病
患發生皮疹及低血糖之現象；安息香酸衍生物會導致低血糖；雙胍類藥物
會造成胃腸不適及乳酸中毒；α-葡萄糖酶抑制劑會使病患胃腸不適；而胰島
素敏感劑則會導致肝功能異常及肝細胞傷害（Davidson, 1991；DeFronzo et
al., 1999；Powers, 2001）。
此外，在糖尿病的病程發展過程中，除了血糖的控制外，還須留意糖
尿病併發症的發生，如低血糖症（hypoglycemia）、酮酸中毒（ketoacidosis,
DKA）
、糖尿病血管病變、糖尿病腎病變、視網膜病變、神經病變及微血管
（microvascular）病變等（Yakubovich and Gerstein, 2011）
，這些併發症往往
造成死亡率及醫療費用的攀升。許多研究認為這些併發症高度關聯到醣化
血色素（glycated hemoglobin, HbA1c）（Fowler and Vasudevan, 2010），糖尿
病的病人，經常需要測血糖值來監督血糖控制的情形，並作為調整藥量的
依據。但血糖值只代表抽血當時的血糖高低，而較長時期的血糖控制情形，
則須靠醣化血色素來反應。1968 年 Rabber 首先指出 HbA1c 增加對於糖尿
病而言，在臨床上具有重要意義。紅血球在血液中運行時，血中的葡萄糖
可進入紅血球中而依附在血紅素上，形成醣化血紅素。形成 HbA1c 的量與
血中葡萄糖的平均濃度成正比的關係。血糖越高，醣化血色素的比例就越
高，此反應不需酵素參與，為不可逆反應。血紅素一旦被葡萄糖依附後，
就會一直保持這種狀態，直到此紅血球死亡為止。一但醣化血色素形成於
血色素中，便存在於整個紅血球的生命週期中，而紅血球的壽命是 120 天，
所以，HbA1c 可用來反應最近三個多月來的血糖控制狀況。研究指出，若
能控制 HbA1c 就可能減緩或降低併發症的發生。因為西藥治療常因 HbA1c
控制不良產生嚴重的併發症，因此越來越多糖尿病患者會借助中醫藥或替
代醫學輔助治療糖尿病（Bode and Battelino, 2010）。
本研究架構是由臨床的經驗，透過科學實驗的驗證，之後再導引至臨
床。我們已經由全民健保統計分析出具一個具有明顯調控 HbA1c 之治療方
劑--TCM-DM。為證實其療效及機轉，我們將利用糖尿病動物模式，驗證
TCM-DM 確實具有控制 HbA1c 及血糖值的效果，並經由血清生化值的測
量，確認 TCM-DM 是否會增加胰島素的量而控制血糖，並是否可以降低與
腎病變相關的指標，例如：blood urea nitrogen（BUN）及 creatinine，最後
我們利用 DNA 微陣列分析 TCM-DM 作用的機轉及影響的路徑。HbA1c 數
值及血中葡萄糖濃度皆是本計畫要監測之數值，至於血糖及 HbA1c 的因果
關係及主導之機轉，將藉由其它實驗（例如 DNA 微陣列、西方雜合法等）
加 以 釐 清 。 本 研 究 透 過 Physiological （ HbA1c 、 血 糖 ）、 Biochemical
Investigations （血清生化）及 Pharmacogenomic （DNA 微陣列）等方式進
行基礎研究驗證，期望將臨床觀察到的現象利用科學性驗證證實其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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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其最適用病程、投與時間、及劑量等細節，未來再推向臨床試驗。
為了完成本計畫之目標，本計畫結合不同專長的基礎研究學者與臨床
醫師進行研究。全民健保資料庫的統計分析由本校生統中心李采娟教授負
責；實驗平台建立、藥理作用及臨床前試驗的督導主要由本校中醫系侯庭
鏞教授負責；機轉分析由醫學系項千芸教授執行；中藥活性成分的分析由
中資系黃慧琪助理教授協助進行；而臨床試驗評估則由本校附設醫院新陳
代謝科陳清助醫師協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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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以流行病統計學方法分析全民健保資料庫，找到具改善 HbA1c 潛能之
中醫方藥，並以此作為臨床經驗觀察的起點及後續實驗的基礎
本部分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健保資料庫的資訊，尋找具有控制 HbA1c 及
治療糖尿病潛力之中醫方藥。方法為：以「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收納
糖尿病病患使用西醫治療或合併中西醫藥治療的 HbA1c 變化情況為基礎，
該計畫的糖尿病病患（ICD-9-CM250）之納入準則訂定為加入計畫後滿一
年，且有持續定期接受追蹤者為研究對象，分析符合上述準則的糖尿病病
患其單獨使用西醫治療或合併中西醫藥治療的 HbA1c 變化情況，並進一步
分析合併中西醫藥治療的研究對象加入論質計酬計劃期間使用方劑的種類
及 HbA1c 變化情況。目前初步分析發現一特定中醫方劑 TCM-DM 具明顯
改善 HbA1c 之能力。
本計畫擬針對健保資料庫中糖尿病病患使用排名前 10 名的方劑，利用
「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中的糖尿病病患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的分析
及探究，之後將效應較明顯的方劑 TCM-DM 作為本計畫之主標的，進一步
探究其動物試驗的療效、作用機轉及未來應用於臨床試驗的可能性。
二、以動物平台驗證治療糖尿病潛力中醫方藥之血糖調整效應
為了有效探討中醫方藥 TCM-DM 之血糖調整效應，本研究利用葡萄糖
耐受性試驗（glucose tolerance test）進行測定（Polotsky et al., 2003）
。首先，
我們以正常實驗動物進行本項實驗，選擇 6-8 週齡、體重 20±1 公克的雌性
BALB/c 小鼠為實驗動物，在禁食 18 小時後，以腹腔注射方式給予高濃 度
的葡萄糖溶液（4 g/kg 體重）
。經前驅實驗證實葡萄 糖溶液以腹腔注射的方
式給予小鼠，可以使小鼠維持穩定的高血糖狀態。而以腹腔注射葡萄糖溶
液（0.5~ 4 g /kg 體重）進行劑量反應的測試，發現血糖濃度會隨著葡萄糖
注射濃度的上升而增加，在腹腔注射 30 分鐘後，血糖濃度會達到高峰，而
2 小時後，血 糖濃度會下降成背景值。因此我們利用每公斤體重 4 公克的葡
萄糖濃度、腹腔注射的條件，進行後續相關方藥調整血糖的實驗。在實驗
分組方面，將二十隻實驗動物隨機分配成四組，每組有五隻小鼠，再將不
同劑量之 TCM-DM 餵食小鼠後，以腹腔注射方式給予葡萄糖液，於 60、
120、150、180、240 分鐘利用尾靜脈採血測量血糖值。
因為糖尿病患者大多數為第二型糖尿病，因此我們參考 Luo 等（1998）
的方法，利用高脂飲食及低劑量的 streptozotocin（STZ）誘發第二型糖尿病
動物模式。實驗方法概述如下：四週齡大的 BALB/c 公鼠先投予高脂飼料三
週，然後注射低劑量的 STZ（90-100 mg/kg），繼續投予高脂飼料三週，於
老鼠十週齡時測其空腹四至六小時血糖值，空腹血糖值大於 250 mg/d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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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即為第二型糖尿病鼠。在實驗分組方面，擬將六隻第二型糖尿病鼠隨
機分配成二組，每組有三隻小鼠，再將 TCM-DM 餵食小鼠後，以腹腔注射
方式給予葡萄糖液，於 30、60、90、120、150、180、210、240 分鐘利用
尾靜脈採血測量血糖值，然後將老鼠犧牲，取其組織進行 DNA 微陣列分
析。第二型糖尿病動物模式的建立及 TCM-DM 療效的分析擬於第二年展開。
三、利用全基因體反應圖譜分析具改善 HbA1c 潛能之中醫方劑的作用機轉
及影響路徑
因為 DNA 微陣列可觀測到全基因體上受調控的基因種類，也可進一步
利用生物資訊軟體分析影響及作用的路徑為何，因此我們摘取與葡萄糖調
控有關的肌肉組織，進行基因微陣列實驗分析。
(一) RNA 樣品之製備
RNA 樣品是以 RNeasy Mini kit（Qiagen, Valencia, CA,
USA）製備。RNA 樣品先利用分光光度計（Beckman Coulter,
Fullerton, CA, USA）進行 RNA 的定量，A260/A280 比值大於
1.8 的樣品則進一步利用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Agilent
Technologies, Santa Clara, CA, USA）評估其 RNA 的品質。只
有當樣品的 RNA integrity number 高於 8.0 時，才會用於下述的
微陣列實驗分析。
(二) 微陣列的流程
將 RNA（5 μg）先利用 MessageAmpTM aRNA kit（Ambion
Austin, TX, USA），經由試管內轉錄的步驟加以放大。放大的
RNA（amplified RNA, aRNA）再和 Cy5 染劑進行化學反應，
將 Cy5 染劑標定到 aRNA 上，使得 aRNA 成為帶有螢光標定的
aRNA。螢光標定完成後，將螢光標定的 aRNA 與 Whole Genome
OneArrayTM（Phalanx Biotech Group, Hsinchu, Taiwan）混合，
於 50℃經過一夜的雜合反應後，藉由清洗步驟將非專一性結合
的 aRNA 從晶片上清除。接著將晶片以離心的方式使之乾燥，
並利用 Axon 4000 掃描器（Molecular Devices, Sunnyvale, CA,
USA） 進 行 螢 光 強 度 的 掃 描 。 我 們 使 用 genepix 4.1 軟 體
（Molecular Devices, Sunnyvale, CA, USA）對晶片上每一點的
Cy5 螢光強度進行分析。每一點的訊號經由扣除周圍背景值的
方式校正其強度。我們刪除作為內在控制的探針（probe）或是
訊雜比（signal-to-noise ratio）小於零的點。通過這些門檻的點
藉由 R 程式的 limma package 進行歸一化（normalization）。
(三) 利用生物資訊軟體分析具改善 HbA1c 潛能之中醫方藥的作用
機轉及影響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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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TCM-DM 所影響基因除以對照組所影響基因之歸一化
數值，計算出基因的表現倍數（fold change）後，選取表現倍
數大於 1.5 倍或小於-1.5 倍的基因進行生物路徑分析（pathway
analysis）
。生物路徑分析的方法為利用 limma package 軟體中的
geneSetTest 功能進行運算，生物路徑的資料庫來源為 ArryTrack
（http://www.fda.gov/nctr/science/centers/toxicoinformatics/Array
Track/）， 其 包 含來 自 於 KEGG（ http://www.genome.jp/kegg/
pathway.html）及 PathArt（Jubilant Biosys）的共 352 個生物路
徑資料。除了生物路徑分析外，可將表現有差異的基因利用
Gene Ontology Tree Machine（http://bioinfo.vanderbilt.edu/gotm/）
進行 Gene Ontology 分析，以找出這些受調控的基因所影響的
細胞行為模組（Zhang et al., 2005），並利用生物資訊軟體，例
如：Medical Subject Headings（MeSH）
（http://www.nlm.nih.gov/
mesh/meshhome.html）、BiblioSphere Pathway Edition 等分析表
現有差異的基因之作用機轉、影響的路徑及與疾病的關連度。
四、藉由薄層色譜層析分析（TLC）及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進行具改
善 HbA1c 潛能之中醫方藥的品質管制及基源成分鑑定
中醫方藥的品質管制及基源成分鑑定藉助薄層色譜層析分析搭配不同
呈色試劑，檢驗其中所含化學成分的類型與相關化學和物理性質，並利用
高效液相層析法分析中草藥的成分。其分析方法如下：將具改善 HbA1c 潛
能之中醫方藥稱取一定量後，加二十倍體積的水，煮沸至少三十分鐘，煎
煮至半量，趁熱以紗布過濾，收集濾液至已知重量濃縮用茄形瓶中，減壓
濃縮至乾，於乾燥器內放置四小時後秤重。之後加入相當於浸膏半量重之
澱粉量，混合均勻即成濃縮製劑檢品。接著取上述檢品，加入 75%甲醇 25
ml，超音波振盪 30 分鐘，過濾，殘渣再加入 75%甲醇 25 ml，超音波再振
盪 30 分鐘，過濾，合併上述濾液，減壓濃縮至乾，以 75%甲醇定容至 10 ml，
供作檢液。接著以具改善 HbA1c 潛能中醫方劑之各組成單味藥的成分為標
準品，利用高效液相層析儀分析之，進一步利用管柱色層層析法（column
chromatography）
，以矽膠（70~230 mesh 及 230~400 mesh）
、大孔吸附樹脂、
葡聚糖凝膠和 RP-18 等固定相充填在管柱內，以 不同極性或pH 值的溶媒為
移動相進行沖提純化，並利用再結晶等技術純化化合物。最後以核磁共振
（NMR）、質譜（MS）、紫外光-可見光全波長掃瞄（UV）和紅外光（IR）
等光譜進行結構確認，再進行體內與體外試驗，確認其活性。這些經局部
純化或已知結構之化合物，可作為未來品管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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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健保資料庫的分析
我們以中央健保局所推動「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中的糖尿病病患
（ICD-9-CM250）為研究對象，為能使「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發揮效
果，我們納入的準則為加入計劃後滿一年內，有持續定期接受追蹤者。統
計結果符合定義的人數共有 9,973 人，單獨使用西藥的糖尿病患者有 9,444
人，合併使用西藥及中醫方劑的糖尿病患者有 529 人。病患的基本資料見
表一。
而由中央健保局所推動的「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中的糖尿病病患
統計分析中，發現以六味地黃丸、玉泉丸、白虎加參湯、知柏地黃丸、濟
生腎氣丸、杞菊地黃丸、甘露飲、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八味地黃丸等中
醫方劑較常使用。各方劑之每次使用總量、每次平均開藥天數、每人使用
總量、每人平均開藥天數等相關用藥參數見表二。
在分析中醫方劑改善 HbA1c 的情形後，發現 TCM-DM 可以明顯地降
低病患的 HbA1c 值，改善的結果見圖一，因此本計畫進一步針對 TCM-DM
進行療效及機轉的探究。至於目前臨床上降血糖的西藥除了胰島素外，對
HbA1c 並無明顯的改善現象。而在本計畫分析的病患中，使用胰島素治療
的病患可能較少（第一型病患數為 162 人，第二型糖尿病患數為 9,646 人）
，
因此統計過後整體呈現單獨使用西藥組並無改善 HbA1c 的效果，而這個結
果也呈現 TCM-DM 降低 HbA1c 的效果及優勢。
二、利用動物模式分析 TCM-DM 調整血糖的療效
進一步將 TCM-DM 以動物模式，分析其調整血糖的活體效應。將
TCM-DM 以人體劑量餵食小鼠後，再於葡萄糖攻擊後不同時間測定血糖。
圖二顯示，與對照組相比，TCM-DM 呈現明顯調降血糖的功效，而且調降
血糖的效應呈現劑量反應，這些結果代表 TCM-DM 具有調整血糖的活體效
應。
三、利用全基因體反應圖譜，分析中醫方劑 TCM-DM 的作用機轉及影響
取上述動物與葡萄糖調控有關的肌肉組織樣品，萃取 RNA，再利用分
光比色計及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評估 total RNA 的品質。接著將 total
RNA 經由試管內轉錄的步驟加以放大。放大的 RNA（aRNA）再和 Cy5 染
劑進行化學反應，並將 Cy5 染劑標定到 aRNA 上。螢光標定完成後，將螢
光標定的標的物與 Whole Genome OneArrayTM（Phalanx, Hsinchu, Taiwan）
進行雜合反應。之後，將表現有差異的基因進行生物路徑的分析，表三顯
示，TCM-DM 會明顯地影響與糖類或脂肪代謝有關的訊息傳導路徑，包括
citrate cycle、PPAR signaling pathway、fatty acid meyabolism、FFA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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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 等，也會影響胰島素訊息傳導路徑，這些結果代表 TCM-DM 可能
可以藉由影響與糖類或脂肪代謝有關的訊息傳導路徑，而達到調整血糖的
活體功效。
四、中醫方劑 TCM-DM 之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分析
我們進一步分析 TCM-DM 的組成分，以作為後續品管的標準及活性物
質的探勘。取乾燥的竹葉石膏湯加入 50% MeOH 溶解，製備濃度為 1
mg/ml。HPLC 的分離條件為利用 Discovery○
R HS C18（SUPELCO）為分離
管柱（4.6 x 250 mm, 5 μm）
，流動相溶液為 CH3CN-1.0% H3PO4，以梯度方
式由 0-30 分鐘（0-60% CH3CN）
、30.01-50 分鐘（60% CH3CN -100% CH3CN）
沖提，流速為 1 ml/min，樣品注射量為 5.0 μl，檢測波長為 254、230、210 nm。
儀器設備包括自動樣品槽（Shimadzu SIL-20） 、幫浦（Shimadzu LC-20AT）
及偵測器（Shimadzu SPD- M20A）等。
TCM-DM 在 254、230、210 nm 吸收波長的 HPLC 指紋圖譜見圖三，
結果顯示，在 254 nm 吸收波長的偵測中發現沖提 5 分鐘出現明顯的波峰，
在 230 nm 吸收波長的偵測中發現沖提 5 分鐘及 17.5 分鐘分別出現明顯的波
峰，而在 210 nm 吸收波長的偵測中發現沖提 2.5 分鐘、5 分鐘及 17.5 分鐘
會出現明顯的波峰，代表 HPLC 指紋圖譜可以作為日後 TCM-DM 品管的標
準，而在沖提 5 分鐘及 17.5 分鐘時所出現的波峰可能含有 TCM-DM 的特定
物質，值得進一步分析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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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糖尿病可依照對胰島素的依賴性分為兩型，第一型糖尿病又稱為胰島
素依賴性糖尿病（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是一種自體免疫疾
病。由於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體內無法生產胰島素，所以必須終生給與胰
島素治療，停藥不久會發生酮酸中毒，若未加妥善處理，則會有死亡的危
險。第二型糖尿病又稱為非胰島素依賴性糖尿病（non-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典型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以肥胖者居多，通常在中年後
發病。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主要因為遺傳、飲食習慣與肥胖等因素，造成體
內長時間高血糖的狀態，而身體為了有效控制血糖，所以升高體內胰島素
的分泌量，進而造成血中高胰島素的現象。但隨著時間的增加，周邊各組
織細胞逐漸對胰島素產生抗性，而血糖也因此失去控制，當血糖濃度高於
腎臟回收血中糖類的最高效能時，便產生“糖尿”的現象。目前第二型糖尿病
所用的降血糖藥有五大類，其可經由降低身體糖分的吸收、抑制肝臟的糖
質新生、促進胰島素的分泌、降低周邊組織細胞對胰島素的抗性或直接給
予適量的胰島素等機轉，來控制患者的血糖。雖然部分患者僅給予單一藥
物便可有效地控制糖尿病患的三大指標—空腹血糖値、餐後血糖値和
HbA1c 的糖化百分比，但仍有很多患者需要使用兩種以上的藥物，才能有
效地控制血糖（Powers, 2001）。
就目前臨床上降血糖的策略而言，第一型糖尿病患者僅有胰島素可
用，而第二型糖尿病的部分患者可藉由飲食控制與適度運動來控制血糖，
但大部分患者仍需給予一種或數種不同作用機轉的降血糖藥或胰島素來控
制血糖。根據 Dall 等（2008）的研究顯示，美國每位使用胰島素的糖尿病
患者每年平均花費 751 美元購買胰島素，而每位使用降血糖藥的患者每年
花費約 697 美元購買降血糖藥，雖然如此，並非所有患者的 HbA1c 都可控
制在 7%之內。Ramsdell 等（2003）的藥物經濟學研究報告指出，ㄧ個能將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之 HbA1c 控制在 7%之內的用藥策略，治療前三年的花
費在 3,500~5,000 美元左右。此外，糖尿病也與其他代謝性疾病有一定程度
的關連，而且患者在長期血糖失控的情況下，還會誘發腎臟與眼部的病變，
所以從流行病學與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糖尿病藥物的市場仍極具成長的空
間，尤其在本計畫所鎖定之 HbA1c 控制之藥物使用上。
中醫利用方劑及單味藥治療糖尿病已有長久的經驗（Li et al., 2004；Qi
et al., 2010）
，2004 年 Li 等人提及了數十個經由實驗證實具有治療糖尿病及
預 防 糖 尿 病 併 發 症 功 效 的 中 醫 藥 ， 包 括 ： 黃 耆 （ Radix Astragali seu
Hedysari）
、熟地黃（Radix Rehmanniae）
、天花粉（Radix Trichosanthis）
、葛
根（Radix Puerariae）
、人參（Radix Ginseng）
、黃精（Rhizoma Polygo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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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連（Rhizoma Coptidis）
、枸杞子（Fructus Lycii）
、茯苓（Poria）
、蒼朮（Rhizoma
Atractylodis ）、 知 母 （ Rhizoma Anemarrhenae ）、 麥 門 冬 （ Radix
Ophiopogonis ）、 女 貞 子 （ Fructus Ligustri Lucidi ）、 五 味 子 （ Fructus
Schisandrae）、蘆根（Rhizoma Phragmitis）、澤瀉（Rhizoma Alismatis）、菟
絲 子 （ Semen Cuscutae ）、 淫 羊 藿 （ Herba Epimedii ）、 威 靈 仙 （ Radix
Clematidis）
、石斛（Herba Dendrobii）
、附子（Radix Aconiti）
、刺五加（Radix
Acanthopanacis Senticosi）、大黃（Radix et Rhizoma Rhei）、半夏（Rhizoma
Pinelliae）等。而由中藥所組成的複方，例如六味地黃丸、玉泉丸、白虎加
參湯、知柏地黃丸、濟生腎氣丸、杞菊地黃丸、甘露飲、白虎湯、竹葉石
膏湯、八味地黃丸等，更是常見的治糖尿病方劑。雖然這些中草藥療法已
有長久的臨床使用經驗，不過許多中草藥的作用機制並不清楚，而且長期
服用中草藥對人體的毒性也仍待釐清。因此，本研究用現代科學方法來研
究探討傳統中醫藥可否降低糖尿病控制不良導致併發症的發生及治療機
制，希望提供未來糖尿病照護更完整藥物開發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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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我們由全民健保資料庫統計分析，已發現一個具有明顯調降糖尿病患
HbA1c 之中醫方劑―TCM-DM。為了證實其療效及機轉，已利用動物模式
驗證 TCM-DM 確實具有調降血糖值的效果，此外，經由 DNA 微陣列分析，
也發現 TCM-DM 可能可以藉由影響與糖類或脂肪代謝有關的訊息傳導路
徑，而達到調整血糖的活體功效。進一步進行 TCM-DM HPLC 指紋圖譜的
分析，發現沖提 5 分鐘及 17.5 分鐘會出現明顯的波峰，代表 HPLC 指紋圖
譜可以作為日後 TCM-DM 品管的標準，而在沖提 5 分鐘及 17.5 分鐘時所出
現的波峰可能含有 TCM-DM 的特定物質，值得進一步分析及追蹤。本研究
透 過 physiological （ HbA1c 、 血 糖 ）、 biochemical （ 血 清 生 化 ） 及
pharmacogenomic （DNA 微陣列）等方式進行特定中醫方劑基礎研究的驗
證，期望將臨床觀察到的現象利用科學驗證證實其功效，確定其最適用病
程、投與時間及劑量等細節，未來再推向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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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表一、本計畫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Variable
Age, mean ± SD, y

Population (n=9973)
60.52 ± 11.62

Age intervals, No. (%)
< 40 y

389 (3.9)

40-50 y

1299 (13.03)

50-60 y

2603 (26.1)

60-70 y

3297 (33.06)

>70 y

2385 (23.91)

Type of diabetes
Type 1

162 (1.62)

Type 2

9646 (96.72)

Other

71 (0.71)

Loss

94 (0.95)

HbA1c, mean ± SD, %

8.11 ± 1.86

HbA1c value, No. (%)
<7

3050 (30.58)

≥7

6844 (68.63)

Loss

79 (0.79)

History intervals, No. (%)
0-10 y

7139 (71.58)

>10 y

2781 (27.89)

Loss

53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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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各中醫方劑之每次使用總量、每次平均開藥天數、每人使用總量、每人平均開藥天數等參數。
使用人數

每次使用總量 每次平均開藥天數

每人使用總量

每人平均開藥總天數

六味地黃丸

138

57.09 ± 42.73

21.03 ± 22.02

187.52 ± 383.31

70.42 ± 150.36

玉泉丸

56

58.03 ± 33.86

16.24 ± 14.73

272.23 ± 453.07

86.16 ± 128.41

白虎加參湯

78

47.22 ± 36.68

17.65 ± 16.78

153.32 ± 237.04

58.19 ± 93.65

知柏地黃丸

82

65.89 ± 56.29

19.16 ± 20.03

176.52 ± 360.17

51.34 ± 60.17

濟生腎氣丸

54

48.63 ± 29.02

15.28 ± 13.29

181.68 ± 271.60

58.72 ± 78.38

杞菊地黃丸

60

57.16 ± 31.24

23.76 ± 17.97

168.57 ± 240.40

70.42 ± 116.04

甘露飲

42

42.33 ± 26.40

16.67 ± 17.44

116.68 ± 139.99

45.32 ± 48.41

白虎湯

46

47.29 ± 44.22

21.73 ± 16.52

128.21 ± 194.16

58.90 ± 90.86

竹葉石膏湯

38

46.63 ± 26.88

17.64 ± 11.69

122.72 ± 165.04

48.03 ± 65.56

八味地黃丸

36

46.21 ± 26.52

21.35 ± 17.12

110.91 ± 132.26

50.71 ± 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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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1c (%)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one year

**

Basal level of
patient

圖一、中醫方劑 TCM-DM 改善 HbA1c 的情況。
以中央健保局所推動「全民健保論質計酬計劃」中的糖尿病病患為研
究對象，資料來源自 2001 年至 2004 年。結果為所有病患的 HbA1c 基準數
值（basal level of patient；n=9,973）
、一年後單獨服用西藥病患（w/o TCM；
n=9,444）、合併服用西藥和中醫方劑病患（w/ TCM；n=529）、及合併服用
西藥和 TCM-DM 病患（w/ TCM-DM；n=39）之 HbA1c 數值。結果以平均
值±標準差表示。**p<0.01，與合併服用西藥和中醫方劑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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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圖二、TCM-DM 調整血糖的活體分析。
小白鼠禁食 18 小時後，將不同劑量的 TCM-DM 餵食小白鼠，15 分鐘後，
再將每公斤體重 4 公克的葡萄糖溶液以腹腔注射的方式投與小白鼠，接著
於不同時間採血測定血糖濃度。結果以平均值±標準差 (n=5)表示。*p<0.05;
**p<0.01; ***p<0.001，與 mock 相比。

21

表三、TCM-DM 所影響的生物路徑。
Pathwaya

p valueb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4.77×10-13

Citrate cycle (TCA cycle)

1.45×10-9

Insulin signaling pathway

0.000117

IGF Signaling Pathway

0.000142

Arginine and proline metabolism

0.000233

PPAR signaling pathway

0.000311

Fatty acid metabolism

0.000747

FFA Signaling Pathway

0.001233

a

選取表現倍數大於 1.5 倍或小於-1.5 倍的基因進行分析。

b

p 值是利用 limma package 軟體中的 geneSetTest 功能進行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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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TCM-DM 的 HPLC 指紋圖譜。
將 TCM-DM 利用 HPLC 分析，再以 254、230、210 nm 吸收波長進行偵測。
(A)為三個吸收波長的結果，(B)為 254 nm 吸收波長的結果，(C)為 230 nm 吸收波長
的結果，(D)為 210 nm 吸收波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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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代謝體學建立龍膽中藥材生產品質管
制種植規範(GAP) (2-2)
張文德
中國醫藥大學

摘

要

GAP（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為國際要求的優良種植規範，主要分三個
體系：藥材質量體系、操作規範及後期加工標準。從育種土壤開始，到施肥、
農藥、栽培、採集等各個環節都需要有標準規範。中藥材龍膽原植物為粗糙龍
膽（Gentiana scabra Bunge），具有保肝利膽、清熱瀉火之功效。現代科學化的
藥理研究亦證明具有保肝、利膽、健胃、抗發炎、抗過敏及骨骼肌鬆弛等作用。
台糖公司研究所已成功地利用組織培養技術自龍膽出瓶苗株中選拔耐熱個體
株，於控制環境下建立龍膽組織培養母瓶並進行增殖，降低產程中微生物污染
之損耗，提高組織培養苗生產效率。並在溫室種植試驗，對栽培期間之病蟲害
及環境因素進行病原性測定及防治管理，提供龍膽產業化生產收穫規範之依據。
本計畫針對台糖公司研究所所生產之龍膽藥材，與中國生產之龍膽藥材，
進行藥理活性之分析研究，探討台灣生產之龍膽藥材取代中國進口龍膽藥材的
可能性，結果發現在肝臟損傷的保護評估，除了台灣種植的龍膽根部比大陸進
口之藥材有相當不錯的效果外，由台糖自行開發之組織培養苗，對小鼠的急性
肝炎預防有更大的效果，其結果甚至比正對照組的 Silymarin 的療效還好。其作
用機轉之一可能藉由防止 SOD、GPx 和 GRd 等抗氧化酵素活性下降，因而減
少肝臟組織中 MDA 及 NO 的生成量，增加體內抗氧化能力，降低四氯化碳代
謝過程中所產生之過氧化物或活性自由基所造成之肝臟損傷。
關鍵詞：龍膽、保肝作用、GAP、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種植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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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GAP on Gentiana Scabra
Using Metabolomic Strategy (2-2)
Wen-Te Cha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main aspects involv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 of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GAP), including materials quality, manipulation guides and
processing standard. Each step has to be set up the standard guideline from breeding,
propagation, cultivation management and diseases control. Gentiana scabra is the
original plant for Chinese medicinal Long Dan (Radix Gentianae) which acts on the
liver and gallbladder channels. It has the functions of quenching fire of liver and
gallbladder and eliminating damp-heat. The effects in pharmacology are stomachic,
hepatoprotective and choleretic, hypotensive and diuretic, as well as antibacterial and
anti-inflammatory. Taiwan Sugar Research Institute has successfully screened the
heat-resistant plant from mericlones of G. scabra using tissue cultures and propagated
under controlled system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mericlones production. Then,
th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arrangements were conducted for blight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during the cultivation in the greenhouse. These findings are
able to be a basis for production and harvest of G. scabra in industrial scale.
The main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evaluate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materials of G. scabra produced by Taiwan Sugar Research Institute and materials
from China, such as stomach empting test, and hepatitis test. The hepatoprotective
effect of G. scabra was evaluated based on 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induced liver
injury. 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f the increase of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G. scabra decreased
the malondialdehyde (MDA) level and elevated the content of reduced glutathione
(GSH) in the liver a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CCl4 group. Furthermore, G. scabra
enhanced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tive enzymes including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 glutathione reductase (GRd) and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GST). The hepatoprotective mechanisms of G. scabra
2

were likely associated to the decrease in MDA level and increase in GSH level by
increasing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such as SOD, GPx, GR and GST.
Keywords: Gentiana scabra, Hepatoprotective Effect,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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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GAP（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為國際要求的優良種植規範，主要
分三個體系：藥材質量體系、操作規範及後期加工標準。從育種土壤開始，
到施肥、農藥、栽培、採集等各個環節都需要有標準規範。至於加工的程
式、藥材風乾炮製等二次加工標準，也需要有嚴格控制，以防止藥材被污
染 1。有機栽培和 GAP 模式生產的農產品或中草藥藥材，有其獨特的市
場價值。台灣具有全世界頂尖的農業生產技術，若能鼓勵以有機或 GAP
模式栽培中藥藥材，並與綠肥輪作，取代現行不合理的休耕政策，同時，
也可以發展精緻與觀光農業，應是更合乎全民利益且可行的方向。
台灣每年進口中藥材超過五萬公噸，而且所使用的中藥材有 95%來自
中國大陸 2，但是大陸中藥材的品質難以掌控。除了天然因素和加工過程
所造成的品質參差不齊外，還有重金屬殘留和農藥殘留等疑慮，是台灣發
展中草藥相關產業有待突破的先天限制，同時對於中醫藥現代科學化的推
動，隱藏極大的變數。不但對國人的健康影響至鉅，也對中草藥相關產品
外銷產生相當大的阻礙。沒有設立一套相關的標準，藥材品質將無法一
致，便無法與世界醫療市場接軌。為了鞏固我國的中草藥國內市場及躋身
國際市場，以及配合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所推動「中醫藥健康安全
防護網計畫」之執行 3, 4，對中藥材原料的來源及安全性，鼓勵由台灣本
地栽培來取代部份進口中藥材，並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並遵循嚴格的
生產中藥藥材之 GAP 規範，以確保藥材之品質、療效與安全性。
GAP 於中藥材生產領域即“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規範”，是中藥材生產
品質管制的基本準則。其核心是對藥材生產實施全面品質管制，最大限度
地保證藥材內在品質的可靠性、穩定性，由此延伸至中藥科研、生產、流
通的所有品質領域。GAP 和 GLP、GCP、GMP、GSP 等共同組成完備的
藥品品質管制體系 5。
實施 GAP 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藥材的品質，從而保證中藥飲片、中
藥商品的品質。中藥由於其成分的多樣性、複雜性和不明確性，無法用單
一的指標對中藥品質進行控制，只能通過控制中藥生產的整個過程來達到
對藥材品質的控制。GAP 的栽培首重於栽種植物之基源選定，栽培環境
不受污染，栽種作物的土地，包括灌溉溝渠之水質、土壤的理化性質、重
金屬含量、肥料的施用、藥劑的使用及病蟲害防治等，均須合乎規定標準。
保健植物在收穫、加工炮製、貯藏、運輸等過程須注意品質管制，合乎國
家食品衛生標準，如此才能有助於保健植物之推廣種植。藥材 GAP 安全
且良好的品質生產規範，包括各種藥材之品種、來源、栽培地點、土壤條
件、採收時間及病蟲害防治，均需加以記錄與控管，並建立相關資料，進
4

一步配合重金屬及農藥殘留的檢測、指標成分分析等詳細紀錄資料，才能
有效生產優質道地零污染的中草藥材，以符合國際藥用植物市場安全性
（safety）
、有效性（efficacy）及穩定性（stability）之需求 7。主要目的在
規範中藥材的生產，保證中藥材的質量，並促進中藥的標準化、現代化和
國際化。
龍膽屬(Genus Gentiana)包含約 360 個種，其花部具觀賞價值，但其最
重要的經濟利用為藥用植物，在德國就有將近 300 個龍膽相關成分的生藥
及保健產品。在化學活性成分方面，Jensen 等人(2002)7 曾以化學成分進
行龍膽科之分類指標，結果顯示存在於龍膽科的主要化學成分包括
iridoids、xanthones、mangiferin 及 glucoflavones。Iridoids 類化合物主要為
secoiridoid glucosides 普遍出現於所有已知龍膽品 種中，最明顯的為
swertiamarin 及/或 gentiopicroside，大約有 90 種不同的化合物在 127 個種
（24 屬）被報導 8, 9, 10, 11, 13。
中藥材龍膽原植物有粗糙龍膽（Gentiana scabra Bunge）
、條葉龍膽（G.
manshurica Kitagawa）
、三花龍膽（G. triflora Pallas）
、堅龍膽（G. rigescens
Franchet ＆ Hemsley）等四種 12, 14，具有保肝利膽、清熱瀉火之功效。
現代科學化的藥理研究亦證明具有保肝、利膽、健胃、抗發炎、抗過敏及
骨骼肌鬆弛等作用 14。龍膽根可刺激胃液及膽汁的分泌、退燒、調整甲
狀腺機能等之效果，古希臘人將龍膽用於解熱及緩瀉劑，在外用上其汁液
可幫助疤痕及光灼傷之治療，近代醫學應用龍膽萃取成分於高血壓及中樞
神經系統等治療 15, 16。
緣於國際市場對龍膽藥材之供應與需求鏈之失衡，加上各國對野生藥
材之保護措施，台糖公司研究所藉由龍膽藥材品種 G. scabra 著手，在馴化
過程進行基因調控，選育出適應本土栽植之耐熱龍膽品種，並經由指標成
分之監控配合栽培技術，建立具有效性、安全性之種苗生產技術，並欲進
一步大量提供田間栽植，以達藥材供應之穩定性。台糖公司研究所將龍膽
草從中國東北引進，利用組織培養技術自龍膽出瓶苗株中選拔耐熱個體
株，於控制環境下建 立龍膽組織培養母瓶並進 行增殖，降低產程中微生物
污染之損耗，提高組培苗生產效率。改進組培苗株馴化苗生產技術，擴大
至溫室及田區種植試驗，對栽培期間之病蟲害及環境因素進 行病原性測定
及防治管理，提供龍膽產業化生產收穫規範之依據。
針對每批次生產之龍膽指標成分化學分析，與市場品之成分含量及指
紋圖譜比對之研究成果中，發現所生產之龍膽其指標成分 Gentiopicroside
（ 龍 膽 苦苷 ） 維 持 在 5-9% ， 而來 自 中 國 三 年 生 之 龍 膽 市 場 品 的
Gentiopicroside 含量為 2%左右；一般市面上的龍膽藥材所含 Swertiamarin
（當藥苦苷）相當微量，甚至無法檢出，但台糖公司研究所所生產之組培
5

龍膽之 Swertiamarin 含量均維持在 0.6%以上。就田間種植六個月的龍膽
藥材之地下部與地上部之主要成分 HPLC 分析，龍膽地下部的龍膽苦 苷含
量為 4.01±0.12ppm，而當藥苦 苷含量為0.19±0.08ppm；龍膽地上部的龍膽
苦苷含量僅為 0.24±0.07ppm，而當藥苦 苷含量甚少，幾乎無法偵測出來。
中藥多成分組成與複雜的生物活性的特性，以及微量成分之間的協同
作用、結合或抗爭作用，使得中藥產品以主要（指標）成分含量角度的傳
統品質管制分析的結果，與其生物活性關聯性一直有著相當的爭議性與困
難度 17。台糖公司研究所所生產之龍膽苗之指標成分 Gentiopicroside 含量
在 5-9%，比一般龍膽市場品的含量更高。但是相對的藥理活性是否比較
好？尤其原本種植在中國東北及內蒙地區的龍膽，移植至台灣南部亞熱帶
地區後，其藥理活性是否有所變化，在國際研討會中一直被質疑。
仔細檢視台糖公司研究所所執行之計畫成果發現，雖然已經成功地利
用龍膽組織培養生產篩選耐熱植株與馴化苗，並建立溫室栽培技術，使存
活率更為提高近 95%，為後續利用田間種植生產龍膽根部藥材打下良好基
礎，但是對於田間大量栽培之種植研究並未完成與落實。也就是說，台糖
公司研究所已經成功地在實驗室篩選優良品系並在溫室進行馴化之研
究，使東北產的龍膽也能在南台灣種植，但是對於真正建立田間種植 GAP
規範、以利於推廣至農民種植之條件探討，仍未完成。因此，藉由台糖公
司研究所所累積之龍膽種植的豐碩經驗，以及配合鼓勵台灣本地栽培來取
代部份進口中藥材之策略，我們利用台糖公司的離蔗農場進行龍膽大量的
田間栽培，依照國際 GAP 規範的條件要求，從植株質量體系、種植操作
規範及後期加工標準等，建立台灣本地之龍膽種植和採收質量管理規範
（GACP）
。另外從中醫藥專業角度，針對台糖公司研究所所生產之龍膽藥
材與中國生產之龍膽藥材，除了研究兩者之間的差異度外，並探討台灣生
產之龍膽藥材取代中國進口龍膽藥材的可能性，建立高品質龍膽藥材之供
應體系，甚至藉由此計畫來開發台灣種植龍膽之其他功效與機能。
本計畫為兩年連續型計畫。第一年研究主軸為建立龍膽田間大量種植
之中藥材生產種植規範，依照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規範，訂定出包括
GACP 規範所要求之 18 項項目之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種植規範（GACP）
，
並結合植物代謝體學進行台灣與中國兩地生產龍膽之品質比較。第二年的
研究主軸配合藥理的活性測試，將龍膽藥材的品質與活性作一相關聯，以
科學的證據，輔助訂定龍膽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種植的規範。
在第一年計畫之後半期，我們進行了初步急性肝炎的小鼠試驗，探討
台灣種植的龍膽藥材與中國進口之龍膽藥材在小鼠由四氯化碳所導致之
急性肝損傷的預防效果。結果顯示，除了台灣種植的龍膽根部比大陸進口
之藥材有相當不錯的效果外，由台糖自行開發之組織培養苗，對小鼠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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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肝炎預防有更大的效果，其結果甚至比正對照組的 Silymarin 的療效更
加優秀。非常值得加以深入探討。
護肝或保肝的市場一直都是國人保健的最大市場，根據台灣經濟研究
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2007 年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保肝的市場規模大
約佔保健產品市場的 18%，按台灣的保健市場規模約 600 億則相當於有
100 億的經濟規模。市面上具護肝功能之保健產品，型態多以膠囊為主，
而主要保健成分大致可分為：三 萜類、多醣體、甘草素、香菇菌絲體萃取
物、類黃酮、總多酚、花青素、靈芝酸、人參皂甘、芝麻素等。目前市面
上保肝之健康食品，經科學實驗證實具降低肝功能指數者，共計有 12 項。
其中除了保健成分以胺基酸為主的優酪乳與蜆精，屬動物性來源食品外，
其餘 10 項皆為植物來源之健康食品。
鑒於此問題的存在，也為台灣產龍膽開發市場新價值，本計畫第二年
計畫將針對台糖公司研究所所生產之龍膽藥材進行護肝功能之藥理活性
試驗，包括肝功能生化指數、麩胱苷 (glutathione, GSH)濃度、麩胱苷肽過
氧 化 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活 性 、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過氧化氫酶（catalase, CAT）、羥脯氨酸
(hydroxyproline)含量等測試。同時，也將持續探討其他藥理功能之效果，
如胃腸蠕動試驗以及慢性肝炎試驗等，配合系統性生物學的觀點，闡明龍
膽藥材成分與活性的關聯性，建立高品質龍膽藥材之供應體系，為台灣精
緻農業開創另一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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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本計畫為兩年連續型計畫。第一年研究主軸為建立龍膽田間大量種植
之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種植 GACP 規範。第二年的研究主軸為藥理的活性
測試，將龍膽，尤其是台糖生產之組培苗與種植之龍膽的品質與活性作一
關聯性的藥理學及代謝體學探討，以供台灣農民與藥廠企業種植使用之參
考。
 第一年－建立龍膽草田間大量種植之中藥材生產品質管制種植
GACP 規範

龍膽 GACP 規範栽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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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探討台灣種植生產龍膽的品質與活性之關聯性

龍膽品質與活性關聯之系統性生物學研究流程圖（與第一年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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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材料
將組培苗龍膽(GT)、種植於田間之龍膽根(GR)及龍膽市場品(GM)以
粉碎機將材料乾品製備成粗粉末，以 70%乙醇，加熱 50℃，萃取 70 分鐘，
待冷卻後過濾，全部步驟重覆三次，合併濾液，所得到的龍膽萃取液在
40℃下以減壓濃縮機濃縮，再以冷凍乾燥機乾燥，得到龍膽 70%乙醇萃取
物。
二、儀器與化學品
Carbon tetrachloride、silymarin、acetaminophen、sodium phosphate、
CMC、TBA、TEP、BHT 等購自 Sigma-Aldrich 公司，Ethyl ether、olive oil
購 自 Wako 公 司 ， AST (Aspartate Transaminase) 、 ALT (Alanine
transaminase)、TP、SOD、GSH-Px、GSH-Rd 等 kits 購自 RANDOX 公司。
使用儀器包含全自動生化分析儀(Cobas Mira plus, Roche)、組織均質
機(K54,Glas-col, USA)、高速冷凍離心機(Z233 MK-2, Hermle)、酵素免疫
分析儀(VersaMax microplate reader)。
三、實驗動物
本實驗採用之雄性 ICR 系小鼠、BALB/c 小鼠及 SSD 系大鼠購於樂斯
科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飼養於中國醫藥大學動物中心，溫度控制在22 ± 1
℃、相對濕度在 55 ± 5 %的空調飼養室，採 12 小時亮 12 小時暗 (08:00
燈亮，20:00 燈暗) 燈光控制系統，食物與飲水之供應 不予限制，飼養至
少 1 週始進行實驗，取體重約 20-25 公克小鼠當實驗鼠。實驗動物均依中
華民國實驗動物學會出版之實驗動物 飼養與管理指南之規定管理與照顧。
四、四氯化碳誘導小鼠急性肝損傷
本實驗模式採用 CCl4 誘導小鼠急性肝炎模式，ICR 系雄性小鼠經預
養 7 天後，將小鼠隨機分為 6 組，分別為正常組、CCl4 組、Silymarin 組
(200 mg/kg)及 SDE 組(0.1, 0.5, 1.0 g/kg)，每組 10 隻，實驗時正常組與 CCl4
組口服給予 0.5% CMC，Silymarin 組及 SDE 組分別口服給予 Silymarin (200
mg/kg in 0.5% CMC)及 SDE (0.1, 0.5, 1.0 g/kg in 0.5% CMC)，連續 5 天，
最後一天給藥後 1 小時，正常組腹腔注射 olive oil，其他則各組腹腔注射
CCl4 (10 mL/kg B.W., 0.2% in olive oil)。
五、四氯化碳誘導慢性肝炎
SD 系雄性大鼠經預養 7 天後，隨機分為 6 組，分別為正常組、CCl4
組、Silymarin 組(200 mg/kg)及 GT 組(0.1, 0.5, 1.0 g/kg)，每組 10 隻，正常
組口服 olive oil（1.5 mL/kg）
，Silymarin 組及 GT 組口服 20% CCl4/olive oil，
每週兩次（星期一及星期四），其餘時間正常組及 CCl4 組口服 normal
saline，Silymarin 及 GT 組分別口服不同劑量之 silymarin 或龍膽萃取物
(GT)，共為期八週。並於誘導第 1、3、6、8 週採尾動脈採血，檢測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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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 及 ALT 值。第八週誘導結束後動物乙醚麻醉，並解剖取肝，測定其
肝組織抗氧化酵素活性、肝組織 MDA 含量及切片判讀其病理變化。
六、乙醯胺基苯酚誘導慢性肝損傷
(一)乙醯胺基苯酚誘導大鼠慢性肝損傷
將雄性 SD 大鼠(200-250 克)，分為 1.正常對照組：正常控制
組；2.負對照組：乙醯胺基苯酚(APAP)處理組；3.正對照組：NAC
處理組；實驗組：GT 組。正常組腹腔注射生理食鹽水(0.6 mL/30
g bw for mice)，APAP 組、NAC 組及 GT 組口服給予 800 mg
APAP/kg bw，每週兩次於樣品灌餵前一小時進行肝炎誘導，減少
藥物及樣品互相影響；並在正常組及 APAP 組每日胃管灌餵水，
在 NAC 組灌餵 NAC (600 mg/kg bw for mice)，在 GT 組則灌餵試
驗樣品，共為期八週。所有實驗動物每兩週投予試驗樣品(d.d.H2O
或 NAC)後 4 小時，以尾靜脈採血方式檢測肝臟的生化功能：AST
(GOT)及 ALT (GPT)。最後於第八週結束時全部犧牲，並剖腹取
肝臟標本，秤重後將最大右葉肝割取一半固定於 10%的中性福馬
林 (formalin) 液 中 ， 石 蠟 包 封 切 片 後 分 別 作 蘇 木 紫 - 伊 紅 染 色
(haematoxylin-eosin stain, HE stain)來進行病理學觀察。
(二)乙醯胺基苯酚誘導小鼠慢性肝損傷
將雄性 BALB/c 小鼠(20-22 克)，分為 1.正常對照組：正常控
制組；2.負對照組：乙醯胺基苯酚(APAP)處理組；3.正對照組：
NAC 處理組；實驗組：GT 組。
A 組為正常控制組：生理食鹽水 (I.P.) + d.d.H2O (P.O.)
B 組為負對照組(肝損傷組)：400 mg APAP/kg bw (I.P.) + d.d.H2O
(P.O.)
C 組為正對照組(N-acetylcysteine, NAC 治療對照組)：400 mg
APAP/kg bw (I.P.) + 600 mg NAC/kg bw (P.O.)
D、E 組為實驗組：400 mg APAP/kg bw (I.P.) + 兩種劑量之試驗
樣品(P.O.)
正常組腹腔注射生理食鹽水(0.6 mL/30 g bw for mice)，APAP 組、NAC
組及 GT 組腹腔注射 400 mg APAP/kg bw (0.6 mL/30 g bw for mice)，每週
兩次於樣品灌餵前一小時進行肝炎誘導，減少藥物及樣品互相影響；並在
正常組及 APAP 組每日胃管灌餵水，在 NAC 組灌餵 NAC (600 mg/kg bw for
mice)，在 GT 組則灌餵試驗樣品，共為期八週。所有實驗動物每週投予試
驗樣品(d.d. H2O 或 NAC)後 4 小時，以眼窩採血方式檢測肝臟的生化功
能：AST (GOT)及 ALT (GPT)。最後於第八週結束時全部犧牲，並剖腹取
肝臟標本，秤重後將最大右葉肝割取一半固定於 10%的中性福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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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in) 液 中 ， 石 蠟 包 封 切 片 後 分 別 作 蘇 木 紫 - 伊 紅 染 色
(haematoxylin-eosin stain, HE stain)來進行病理學觀察。
七、血清及肝臟組織之檢測
(一)血清肝功能生化指數檢測
小鼠血液樣品先在室溫下放置 1 小時以使其凝結，再以 冷凍
離心機於 4 ℃ 下、每分鐘 3000 rpm、離心 10 分鐘，分離血清，
以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肝功能生化指 數。
1. 血清中麩氨酸草乙酸轉氨 酶 (AST) 之測定
試驗樣品和受質-酵素混合物產生反應，經由在樣品中的
AST 催化可逆的轉胺反應，使 L-aspartate 與 α-ketoglutarate 反
應而形成 oxaloacetate 與 L-glutamate，oxaloacetate 會藉蘋果酸
脫 氫酶 (malate dehydrogenase, MDH)催 化 而 還原 成 蘋果 酸
(malate)，同時 NADH 被氧化成 NAD＋，測 NADH 的減少量就
能計算出 AST 的活性值。反應式如下：
L-asparate＋α-ketoglutarate → oxaloacetate＋L-glutamate
oxaloacetate＋NADH → L-malate＋NAD＋
本試驗以 Randox kit 分析。取 200 μL 血清，加入 1 mL 反
應 試 劑 (100 mM Tris buffer ， 500 mM L-asparate ， 15 M
α-ketoglutarate ， 0.18 mM NADH ， 1200 U LDH ， 500 U
MDH/1,000 mL)，混合均勻，37 ℃下反應 1 分鐘，靜置 90 秒
後，於波長 340 nm 下，以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
2. 血清中麩氨酸丙氨基轉氨 酶 (ALT)之測定
試驗樣品和受質-酵素混合物產生反應，經由在樣品中的
ALT 催化可逆的轉胺反應，使 L-alanine 與 α-ketoglutarate 反應
而形成 pyruvate 與 L-glutamate，pyruvate 藉乳酸脫氫酶 (malate
dehydrogenase, LDH) 催化而還原成乳酸 (lactate)，同時 NADH
被氧化成 NAD＋，測 NADH 的減少量就能計算出 ALT 的活性
值。反應式如下：
L-alanine＋α-ketoglutarate → pyruvate＋L-glutamate
pyruvate＋NADH → L-lactate＋NAD＋
以 Randox kit 分析。取 200 μL 血清，加入 1 mL 反應試劑
(100 mM Tris buffer，500 mM L-alanine，15 M α-ketoglutarate，
0.18 mM NADH，1200U LDH，500U MDH/1000mL)，混合均
勻，於 37 ℃下反應 1 分鐘，靜置 90 秒後，於波長 340 nm 下，
以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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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肝組織中總蛋白 (TP) 之含量測定
取肝臟均質液 50 μL，加入 350 μL 的 normal saline，混合均
勻 ， 之 後 加 入 Biuret reagent (sodium hydroxide 100 mM 、
Na-K-tartrate 16 mM、potassium iodide 15 mM、cupric sulfate 6
mM)，反應會呈增色反應，可在波長 550 nm 下測量吸光值，每
隔 25 秒測量一次吸光值變化，反應 15 分鐘後反應終點，以人血
清為 protein standard 濃度 (6.0 g/dL），吸光值變化扣除 blank
reagent (Sodium hydroxide 100 mM、Na-K-tartrate 16 mM）之吸光
度差，換算出轉換係數 (F)，進而換算出肝組織 total protein 之含
量，以 mg/g tissue 表示。
(三) 肝臟 MDA 之含量測定
本實驗依據 Draper 及 Hadley (1990) 33 提出之方法，利用
MDA 與 TBA 在酸性高溫下產生縮合反應，形成紅色複合物
TBARS。此複合物在波長 532 nm 下有最大吸光值，並以 TEP 為
對照標準品作標準曲線，以此測定 MDA 含量。
1. MDA 含量測定溶液配製
(1) 取 0.2 g TBA，加入 50 mL 0.2 N HCl，以磁石攪拌器攪拌
至完全溶解，即為 TBA 試液 (置於 4℃下，可儲存 4 週)。
(2) 取 0.1 g BHT，加入 50 mL 95%乙醇溶解，即為 BHT 試液
(4℃下避光，可儲存 1 週)。
2. MDA 標準品溶液配製
取 TEP 50 μL 加 40 %乙醇定溶至 25 mL，取其中 250 μL，
以 40%乙醇定溶至 50 mL，完成 TEP 試液配製 (4 ℃避光，可
儲存 2 週)，以 0.01N 的 HCl，將 TEP 試液稀釋成不同濃度之
MDA 標準溶液備用 (4 ℃避光，可儲存 1 週)。
3. 肝臟組織 MDA 含量測定步驟
取 100 μL MDA 標準品或足蹠均質液放置於微量離心
管，加入保護劑 45 μL BHT 試液，再加入 300 μL 呈色劑 TBA
試液，振盪混合均勻，於 90 ℃水浴加熱，反應 45 分鐘後取
出靜置冷卻，加入 445 μL 正丁醇，混合振盪 1 分鐘，離心
(12,000 rpm，5 分鐘)，取上層液 (粉紅色)，置於 96 孔微量盤，
在波長 532 nm 下測吸光值。
(四) 肝臟組織 NO 含量測定
本實驗根據 1982 年 Green 等人提出之方法 32，先利用
nitrate reductase 將 nitrate (NO3－) 還原成 nitrite (NO2－)，
nitrite 可與 sulfanilamide 發生偶氮化 (diazotation) 反應，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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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naphthyl)-ethylenediamine 發 生 偶 合 反 應 (coupling
reaction)，生成紫紅色的偶氮化合物 (azo compound)，可在波
長 540 nm 之下測定吸光值，再代入標準曲線可換算 NO 含量。
取 80 μL NO 標準品或檢品放置於 96 孔微量盤中，先加
入 10 μL 的 enzyme cofactors ，再加 入 10 μL 的 nitrate
reductase，混合均勻，於室溫下靜置 3 小時，加入 50 μL 的
Griess reagent R1，加入 50 μL 的 Griess reagent R2，混合均
勻，於室溫下靜置 10 分鐘後在波長 540 nm 下測定吸光值。
(五) 肝組織抗氧化酵素活性測定
1. 超氧化物歧化霉（superoxide dismutase, SOD）之測定
本實驗方法依據 1972 年，Misra 和 Fridovich 提出之方法
34，利用 xanthine 在 xanthine oxidase 的催化作用下，會產生
超 氧 陰 離 子 ， 然 後 跟 2-(4-iodophenyl)-3-(4-nitrophenol)5-phenyltetrazolium chloride (I.N.T)進一步反應形成紅色產
物，可在波長 505 nm 下測得其吸光值，而樣品中的 SOD 會
清除超氧陰離子而使呈色降低，因此測得知吸光值代入標準
曲線後，便可推算出 SOD 酵素活性。
取 150 μL 肝臟均質液於試管中，加入 900 μL 冰二次去
離子水，混合均勻，於 4 ℃下冷藏 15 分鐘。取 20 μL 的混合
液加入 260 μL 0.1M Phosphate buffer (CAPS 40 mM、EDTA
0.94 mM，pH 7.0) 均勻混合，由其中取 5 μL 混合液加入 340
μL Mixed Substrate1 (xanthine 0.05 mM、I.N.T 0.025 mM)，再
加入 xanthine oxidase 呈色，混合均勻，於反應溫度 37 ℃，
波長 505 nm 下測吸光值，每隔 30 秒測量一次，總共測量 3
分鐘，計算每分鐘吸光值變化速率，以多重校正曲線計算濃
度。SOD 活性以單位時間內抑制 I.N.T 自動氧化速率為一單
位 (U)，肝組織內 SOD 比活性以 U/mg protein 表示。
2. 麩胱甘呔過氧化霉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活性之
分析
本法根據 Flohe 及 Gunzler (1984) 所提出之方法為基礎
35，利用 glutathione 及 cumene hydroperoxide 與 GSH-Px 作用，
再以 NADPH 與 glutathione reductase 將氧化態的 GSSG
(oxidised glutathione) 迅速轉成還原態，伴隨著 NADPH 氧化
成 NADP+，以吸光值之減少速率來定義 GSH-Px 之活性。
取均質液 50 μL，加入 1 mL 的 diluting agent 稀釋，隨即加入
Reagent 1 (glutathione 4 mM、glutathione reductase 0.5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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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 0.28 mM) 混合均勻，再加入 Reagent 2 (cumene
hydroperoxide 0.18 mM) 作用，於溫度 37 ℃、波長 340 nm 下
測 量 吸 光 值 ， 計 算 吸 光 值 變 化 速 率 (U/L) ， 肝 組 織 內
glutathione peroxidase 活性以 U/mg protein 表示。
3. 麩胱甘肽還原酶 (GSH-Rd) 之測定
本實驗方法依據 1985 年 Carlberg 與 Mannervik 提出之方
法 36，主要利用 NADPH 來測量 GSH-Rd 的活性，NADPH
在波長 340 nm 下具有吸光值，而 NADPH 經由 GSH-Rd 作用
下代謝變成 NADP+，吸光值會下降，所以 GSH-Rd 活性與吸
光值呈反比。
取 10 μL 的均質液，加入 190 μL 的 precipitating reagent
(trichloroacetic acid in water)混合均勻，離心 3000 rpm，4 ℃、
10 分鐘。取上清液 50 μL 於 Cuvette 中，依序加入等量 50 μL
的 Buffer (potassium phosphate、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Lubrol、pH 7.8)，Reducing agent (tris(2-carboxyethyl)
phosphine in HCl) ， Chromogen (1-methyl-4-chloro7-trifluoromethyl-quinolinium methylsulfate in HCl) ， Color
developer (NaOH in water)混合均勻，於波長 340 nm 下測量吸
光值，肝組織內 glutathione reductase 活性以 U/mg protein 表
示。
4. 肝臟脂質過氧化 (lipid peroxidation) 之測定
依據 Ohkawa et al. (1979)的方法測定脂質過氧化。取肝組
織 1 g 加 10 mL KCl (1.15 %)溶液，以均質機均質化。取 0.2
mL 均漿順序加入 0.2 mL sodium dodecyl sulfate (8.1 %)、1.5
mL acetic acid (20 %)，並以 NaOH 調整酸鹼度(pH 3.5)。加
入 1.5 mL 2-thiobarbituric acid (0.8 %)，再以去離子水調整容
積為 4 mL，99°C 熱水中加熱一小時。取出，以冰水冷卻，
加入 1 mL 去離子水及 5 mL 的 n-butanol/pyridine 混合溶液
(15:1,v/v)，劇烈震盪均勻後，在 25°C 離心 10 分鐘(4,000 rpm)，
取有機層以分光光度計(HITACHI U-2001; Japan) 於 532 nm
測定吸光值，以多重校正曲線計算濃度。肝組織的脂質過氧
化量以 nmol malondialdehyde (MDA)/mg protein 表示。同時依
照 Lowry 等人(1951)所述的方法，測定肝組織蛋白含量，以牛
血漿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e, BSA)為標準品。
八、病理檢驗
肝臟大葉部分在10 %的中性福馬林固定，每個肝臟檢品取同一位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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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一部分放入包埋盒，為了避免誤差，所有組織病理切片均是由最大右葉
肝的同一位置切取。將此肝組織先脫水處理，靜置一夜後，再進行石蠟包
埋，包埋後以切片機切成約4-5 μm之肝組織切片，待石蠟烘乾固定後染色，
本實驗以蘇木紫-伊紅染色 (Ha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 H&E)，染色後於
光學顯微鏡下觀察各分組肝細胞之特異情況及組織病理變化，比較並拍照
評估損傷程度37。
在進行組織病理學的比較時，可以 Jonker 等(1992)的半定量方法，對
慢性肝損傷時，肝細胞發炎的程度、脂質變性、肝細胞壞死及膽管增生等
予以半定量分析。評估分數是由 ”0” 到 ”4” 分，其中 ”0”代表沒有
(absent)；”1” 代表少量(trace)；”2” 分代表輕微（weak）
；”3” 分代表中等
程度（moderate）
；”4”分代表極嚴重(severe)。而對肝纖維化的半定量分析，
則可以依據 Ruward 等(1989)及 Gabriele 等(1997)的方法，將肝纖維化區分
為以下五個等級：”0” 分代表正常肝組織、沒有任何肝纖維化；”1” 分代
表有膠原的增生，但沒有形成中隔（在中央靜脈或門脈區有放射狀纖維增
生）；”2” 分代表在中央靜脈和門脈區二者間，形成不完全的中隔（此中
隔彼此沒有交會）；”3” 分代表形成完整的中隔，中間彼此交會，並將肝
實質分割成許多節片斷，但此中隔尚很薄；”4” 分代表形成完全的中隔，
且中隔變厚，亦即完全的肝硬化。
九、胃腸功能改善評估
(一)胃腸運動測定：
動物配置的灌胃溶液灌食（含有 10%活性碳及測試物）。而
後追蹤計算排空率，活性碳則以黑色易觀察之特性作為胃腸排空
之另一指標。30 分鐘後，大白鼠去頭犧牲，隨後剪開腹腔以線
綁住賁門處，將胃、小腸完整取出，計算胃腸排空率，方法如下：
Charcoal marker
Charcoal Transit =
× 100%
Intestinal length
(二)消化吸收相關酵素測定
1. 樣品製備：
截取實驗老鼠(Sprague-Dawley 或 Wistar 品系)小腸片
段，刮下腸黏膜（脂解酵素活性測定不必刮下腸黏膜）， 取
0.2 g 加 入 2 mL 含 protease 抑 制 劑 (1 µM
phenylmethylsulfonylfluoride 及 2.2 mM iodoacetic acid) 之 4
℃、0.9% NaCl 溶液，以均質機均質化。
2. 酵素測定
脂解酵素 (lipase) 活性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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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售試劑組(Sigma Lipase-PS)測定之。將 900 µL 受質
溶 液 (1.1 mM 1,2-diglyceride 、 2 mM sodium N-ethyl-N(2-hydroxy-3-sulfopropyl)-m-toluidine、0.66 mM ATP、860 U/L
monoglyceride lipase、1340 U/L glycerol kinase、40,000 U/L
glycerol-3-phosphate oxidase 、 1340 U/L horseradish
peroxidase、40,000 U/L co-lipase 與緩衝液)加至 1 5 µL 之腸均
質液或標準液(附於試劑組)中，於 37℃下作用 3-5 分鐘，再加
入 300 µL 活 化 劑 (36 mM deoxycholate 、 6 mM
4-aminoantipyrine、0.05% sodium azide 與緩衝液)，於 37℃下
作用 3 分鐘後，以分光光度計於 550 nm 波長下測定 2 分鐘，
並以改良的 Lowry 方法測定樣品中蛋白質含量，而脂解酵素
活性以 unit/µg 蛋白質表示之。
十、統計學分析
本研究實驗結果之數據，以 One-way ANOVA 分析變異數，再以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檢定其間差異之顯著性，凡 p 值小於 0.05 時，
則認為有統計意義。
十一、血液代謝體學測試
(一)血液樣品萃取
動物血液以 13000rpm 離心 5 分鐘，取血清 100 uL 加上 500
uL 0.9%NaCl (in D2O)。取 550 uL 上清液加入 NMR tube，待測。
(二) NMR 儀器分析
All spectra were recorded on a Brucker AV-400 NMR
instrument operating at proton NMR frequency of 400.13 MHz. For
each sample, 128 scans of H-NMR spectra were record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0.126 Hz/point, pulse width (PW) =4.0 us
(90°), and relaxation delay (RD) = 1.0s. FIDs were Fourier
transformed with LB=1.0 Hz, GB=0 and PC=1.0.
使用不同的核磁序列對血漿中代謝物進行測定，包括：
NOESY 序列壓制水峰的同時檢測血漿中全部代謝物；CPMG 序
列可以壓制水峰和大分子物質的信號，從而檢測血漿中的小分子
代謝物；擴散編輯序列（LED-BPP 序列）則可以去掉小分子物
質，測定血漿大分子代謝物。我們進行的實驗以 CPMG 序列及
擴散編輯序列為主。
Carr–Purcell–Meiboom–Gill (CPMG)脈衝序列：自旋弛豫延
遲為 320 ms，自由感應衰減為 64K 資料點，譜寬為 8000 Hz，掃
描次數：64 次。
17

血漿擴散編輯實驗使用的是雙極脈衝對縱渦流延遲脈衝序列
（ bipolar pulse pair-longitudinal eddy current delay pulse
sequence，LED_BPP）進行，梯度振幅設置為 76.5G/cm，擴散弛
豫時間為 200 ms。資料點為 32K，譜寬為 8000 Hz，掃描次數：
128 次。
(三)資料分析與多變數統計：
NMR 的光譜資料將以 AMIX（v. 3.8, Brucker Biospin）自動
轉換成 ASCII 檔。光譜的強度（Spectra intensities）將依 TSP 比
例調整，同時降低在 δ0.40-δ10.00 區域間相同寬度的積分區域
（integrated regions）
。所得之 ASCII 檔案資料輸入 Microsoft Excel
加入符號標記，然後再以 SIMCA-P v.11.0（Umetrics, Umeå,
Sweden）作主成分分析（PCA）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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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龍膽對急性肝損傷之保護
(一) 血清中 AST、ALT 之活性
由實驗結果可知，當給予 CCl4 之後，CCl4 組血清中的 AST、
ALT 濃度明顯高於控制組，顯示肝臟嚴重損傷，而口服給予 GT
（組培苗龍膽）
、GR（種植於田間之龍膽根）
、GM（龍膽市場品）
及 silymarin 的組別，其血清中 AST、ALT 濃度則會明顯下降，
且結果具有劑量依存性。GM 必須在高劑量時（1.0g/kg）才有效
果，而 GR 在中劑量時即與 GM 高劑量相當，但仍不及 Silymarin
的效果。而 GT 組表現最佳，在低劑量時即比正對照組 silymarin
的活性還要好（如圖一、圖二）
。在每公斤 1 公克（1.0g/kg）的
劑量下，對小鼠因四氯化碳所引起之肝損傷，其降低小鼠的
GOP、GPT 效果為 Silymarin 效果的一倍。
(二) 肝臟 MDA 之含量測定
本實驗利用 MDA 與 TBA 在酸性高溫下產生縮合反應，形
成紅色複合物 TBARS。此複合物在波長 532 nm 下有最大吸光
值，並以 TEP 為對照標準品作標準曲線，以此測定 MDA 含量。
如圖三顯示，當給予 CCl4 誘導之後，其脂質過氧化產物 MDA
會大量生成，顯示肝臟正受到自由基攻擊，然而口服給予 GT(0.1,
0.5, 1.0 g/kg)、GR(0.5, 1.0 g/kg) 及 GM (1.0g/kg) 之後，可以有
效降低 MDA 含量。其中 GT 的效果與 silymarin 相當，且中高劑
量（0.5, 1.0g/kg）時效果顯著。
(三) 肝臟組織中 NO 含量測定
以 CCl4 誘導之肝臟組織中，其 NO 濃度會明顯上升，而口
服給予 GT(0.1, 0.5, 1.0 g/kg)、GR(0.5, 1.0 g/kg)、GM (1.0g/kg)及
silymarin(200 mg/kg) 皆能明顯抑制肝臟組織中 NO 濃度上升之
現象，結果如圖四所示。
(四) 肝組織抗氧化酵素活性測定
肝組織中抗氧化酵素之活性，包括超氧歧化 酶(SOD)、麩胱
甘肽過氧化酶 (GPx)及麩胱甘肽還原酶 (GRd)，結果如表一所
示，當給予 CCl4 之後，CCl4 組肝臟中的抗氧化酵素活性明顯降
低（SOD: 37.29; GPx: 0.498; GRd: 0.100 U/mg protein）
。口服給予
GT(0.1, 0.5, 1.0 g/kg) 、 GR(0.5, 1.0 g/kg) 、 GM (1.0g/kg) 及
silymarin(200 mg/kg) 可有效提升 SOD 活性。其中高劑量(1.0g/kg)
的 GT 可使 SOD 提升至 63.87 U/mg protein，與控制組相當（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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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g protein）
；口服給予 GT (0.5, 1.0 g/kg)、GR (0.5, 1.0 g/kg)及
silymarin (200 mg/kg)可有效提升 GPx 活性。其中高劑量的 GT
與 GR 可使 GPx 提升至 0.872 及 0.854 U/mg protein，高於 silymarin
的效果（0.797 U/mg protein）
；口服給予 GT (0.5, 1.0 g/kg)、GR (1.0
g/kg) 及 silymarin (200 mg/kg) 可 有 效 提 升 GRd 活 性 ， 與
silymarin 的效果（0.145 U/mg protein）相當。
(五) 病理切片檢驗
評估肝損傷病變是依據 Knodell 等人之方法 38，根據肝細胞
形成空泡(vacuole formation)、嗜中性白血球浸潤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及肝細胞壞死 (hepatocellular necrosis) 的程度，分成
四個等級表示肝損傷程度，如圖五所示，當給予 CCl4 誘導之後，
與對照組比較，肝組織明顯產生病變，包括嗜中性白血球浸潤或
更嚴重的肝細胞壞死 (圖五 A &B)，而口服給予 GT(0.1, 0.5, 1.0
g/kg)、GR(0.5, 1.0 g/kg)及 silymarin (200 mg/kg)的小鼠，其肝臟
損傷的程度會明顯改善 (圖五 C, E, F)，其損傷評分與與 CCl4
組比較，其白血球浸潤及肝細胞壞死程度亦有明顯的下降，白血
球浸潤數值從 0.3 提高至 2.5（GT 中高劑量）
，比 silymarin 的效
果還好（1.3）；而肝細胞壞死程度數值則從 2.8 降至 1.2（GR 高
劑量）
，也比 silymarin 的效果還好（1.8）
，如表二。因此，由病
理組織切片的結果可知龍膽萃取物對於四氯化碳誘導的肝損傷
具有保護的作用。
二、龍膽對慢性肝損傷之保護
(一) 四氯化碳誘導大鼠慢性肝損傷
以急性肝炎研究中效果最強的組培苗龍膽(GT)與龍膽市場
品(GM)作比較，進行慢性肝炎的研究。
1. 體重變化及肝重
由結果顯示，經 CCl4 誘導之大鼠，其體重增加情形明顯
不如正常組，顯示可能因肝臟病變造成，而各組間肝臟重量
則無明顯差異（圖六 A、圖六 B）。
2. 血清中生化值 AST 測定
在四氯化碳誘導一、三、六及八週後進行血清 AST 之檢
測(如表三)，結果顯示，四氯化碳誘導一週，誘導組及給藥
組血清 AST 值並無明顯上升情形。四氯化碳誘導三週，高劑
量 GT 組 (1.0 g/kg: 151.57 U/L) 及 silymarin 組 (200 mg/kg:
144.25 U/L) 血清 AST 值較四氯化碳有明顯降低情形。四氯
化碳誘導六週，GT 組 (0.5g/kg: 308.00 U/L 及 1.0g/kg: 2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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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和 silymarin 組(200 mg/kg: 261.57 U/L)血清 AST 值與四
氯化碳組相比，有顯著降低。四氯化碳誘導八週，GT 組(0.5
g/kg: 3.16 U/L 及 1.0 g/kg: 229.83 U/L)和 silymarin 組(200
mg/kg: 250.66 U/L)血清 AST 值較四氯化碳化碳組有明顯降
低，其中高劑量的 GT 比 silymarin 的效果還好。
3. 血清中生化值 ALT 測定
於四氯化碳誘導導一、三、六及八週後進行血清 ALT 之
檢測(如表四)，結果顯示，四氯化碳誘導一週，誘導組及給
藥組血清 ALT 值並無明顯上升情形。四氯化碳誘導三週，GT
組(1.0 g/kg: 107.27 U/L)及 silymarin 組(200 mg/kg: 103.02 U/L)
血清 ALT 值較四氯化碳有明顯降低情形。四氯化碳誘導六
週，GT 組(0.5 g/kg: 249.16 U/L 及 1.0 g/kg: 187.00 U/L)和
silymarin 組(200 mg/kg: 131.25 U/L)血清 AST 值與四氯化碳
組相比，有顯著降低。四氯化碳誘導八週，GT 組(0.5 g/kg:
163.70U/L 及 1.0 g/kg: 126.00 U/L)和 silymarin 組(200 mg/kg:
124.42 U/L)血清 ALT 值較四氯化碳化碳組有明顯降低，其中
高劑量的 GT 比 silymarin 的效果還好。
4. 肝臟 MDA 之含量測定
如圖七顯示，當給予 CCl4 誘導之後，其脂質過氧化產物
MDA 會大量生成，顯示肝臟正受到自由基攻擊，然而口服給
予 GT (0.5, 1.0 g/kg)及 silymarin (200 mg/kg)之後，可以有效
降低 MDA 含量，而高劑量的 GT 可以與 silymarin 相當。
5. 肝組織抗氧化酵素活性測定
肝組織中抗氧化酵素之活性，包括超氧歧化酶 (SOD)及
麩胱甘肽還原酶(GRd)，結果如圖八所示，當給予 CCl4 之後，
CCl4 組肝臟中的抗氧化酵素活性明顯降低，口服給予 GT (1.0
g/kg)及 silymarin (200 mg/kg)可有效提升 SOD 活性；口服給
予 GT (0.5, 1.0 g/kg)及 silymarin (200 mg/kg) 可有效提升
GRd、GpX 活性(圖九、圖十)。
6. 病理切片檢驗
根據肝細胞發炎(inflammation)、空泡(vacuoles)、肝細胞
壞死(necrosis)及肝纖維化(Fibrosis)的程度，分成 0~4 四個等
級表示肝損傷程度，如圖十一、表五所示，當給予 CCl4 誘導
之後，與對照組比較，肝組織明顯產生病變，會造成肝細胞
發炎、壞死、肝纖維化，而口服給予 GT (0.5 g/kg)，其肝臟
細胞壞死的程度會明顯改善（從 0.8 降到 0.4），然而對於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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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化的程度則無明顯差異。
(二) 乙醯胺基苯酚誘導大鼠慢性肝損傷
實驗以乙醯胺基苯酚 (Acetaminophen)誘導大鼠慢性肝損
傷，如圖十二所示，比較第二週、第四週及第六週血清 AST 及
ALT 值，其血中 AST 及 ALT 值與正常組比較無明顯上升，並無
法成功誘導大鼠造成慢性肝損傷。
(三) 乙醯胺基苯酚誘導小鼠慢性肝損傷
1. 血清中生化值 AST 測定
於乙醯胺基苯酚誘導後每週後進行血清 AST 之檢測 (如
圖十三)，結果顯示，乙醯胺基苯酚一週，誘導組及給藥
組血清 AST 值並無明顯上升情形。乙醯胺基苯酚第二
週，GT 組(1.0 g/kg) 及 NAC 組(200 mg/kg) 血清 AST 值
較四氯化碳有明顯降低情形，與 NAC 組相當。乙醯胺基
苯酚第三週及第八週，GT 組(0.5 g/kg 及 1.0 g/kg)和 NAC
組(200 mg/kg) 血清 AST 值有顯著降低。
2. 血清中生化值 ALT 測定
於乙醯胺基苯酚誘導後每週後進行血清 ALT 之檢測(如
圖十三)，結果顯示，乙醯胺基苯酚第一週及第二週，誘
導組及給藥組血清 AST 值並無明顯上升情形。乙醯胺基
苯酚第三週，GT 組(1.0 g/kg) 及 NAC 組(200 mg/kg) 血
清 ALT 值較四氯化碳有明顯降低情形。乙醯胺基苯酚第
四週至第八週，GT 組(0.5 g/kg 及 1.0 g/kg)和 NAC 組(200
mg/kg)血清 ALT 值有顯著降低。
3. 肝組織抗氧化酵素活性測定
(1) 肝臟 MDA 之含量測定
如圖十四顯示，當給予APAP誘導之後，其脂質過氧
化產物MDA會大量生成，然而口服給予高劑量GT
(1.0 g/kg)及NAC (600 mg/kg)之後，可以有效降低
MDA含量，且兩者效果相當。
(2) 肝組織抗氧化酵素活性測定
肝 組 織 中 抗 氧 化 酵 素 之 活 性 ， 包 括 超 氧 歧酶
化
(SOD)、麩胱甘肽過氧化酶 (GPx)及麩胱甘肽還原酶
(GRd)，結果如表六所示，當給予 APAP 之後，APAP
組肝臟中的抗氧化酵素活性明顯降低（SOD: 41.23;
GPx: 0.504; GRd: 0.103 U/L），口服給予高劑量 GT
(1.0 g/kg) 及 NAC (600 mg/kg) 可 有 效 提 升 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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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7 U/L）
、GPx（0.650 U/L）及 GRd（0.146 U/L）
活性。
4. 病理切片檢驗
如圖十五所示，當給予 APAP 誘導之後，與對照組比較，
肝組織明顯產生病變，包括肝細胞發炎、壞死，而口服
給予 GT(1.0 g/kg)的小鼠，其肝臟損傷的程度會明顯改善
(4.5 降到 3.0)。
三、胃腸功能改善評估
(一) 胃腸運動測定
結果如圖十六所示，當連續四週給予高劑量 GT (1.0 g/kg:
30.55%)可明顯增加大鼠腸胃排空率，為對照組(14.57 %)的二倍。
(二) 脂解酵素(lipase)活性測定
結果如圖十七顯示，當連續四週給予高劑量 GT (1.0 g/kg:
248.47 U/L)後，可明顯增加大鼠小腸內脂解酵素活性，將近為對
照組(136.06 U/L)的二倍。
四、血液代謝體學分析
系統性生物學（Systems Biology）是利用整體性途徑，以宏觀的觀點
配合生物統計的分析，提供一個全方位的生物資訊，來闡明中草藥植物代
謝物的指紋圖譜（Fingerprint）與生物活性、藥理，甚至品質管制的關聯
性 18, 19。在此觀念下，利用對藥材或動物體液樣品進行全光譜代謝體學
輪廓（Metabolomic profiling）的測定，以全方位的角度，利用快速、高效
率、可重複性的化學分析技術，例如氣相層析儀（GC）
、高效率液相層析
儀（HPLC）、質譜儀（FT-MS）以及核磁共振儀（NMR），結合多變數統
計（Multivariate Statistics）分析，例如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20, 21，所得到的標準落點圖（Standard Plot），可以作為
中藥材分類、鑑定、品質管制及相關活性與生理變化的參考依據 22-26。
主成分分析統計法（PCA）是一套建立完善且能針對具有多重變數
（multivariates）之複雜資料進行分析解釋的統計軟體。利用 PCA 可以將
多維（High dimensional）的分析數據，在較低維（Less dimensional）的主
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 PC）空間中，以可觀察的形式表達出來。所形
成的落點圖（Plot scores）可將相似的樣品以群集（clusters）的方式歸納，
而將不同的樣品以一顯著的距離來做區別。這樣的統計方式能夠針對以動
植物代謝體學為觀點的複雜化學指紋圖譜分析，以相對性與群集式的比
較，區別動植物或藥材的品種、樣品等差異。
在 Bruker 600 NMR 的 1H 全圖譜中， 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一維質子
程式，進行不同的測試，對血液樣品中的一次代謝物得到不同的訊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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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ESY 序列壓制水峰的同時，可以檢測血漿中全部代謝物；CPMG 序列
可以壓制水峰和大分子物質的信號，從而檢測血漿中的小分子代謝物；擴
散編輯序列（LED-BPP 序列）則可以去掉小分子物質，測定血漿大分子
代謝物。因此，我們進行的實驗室以 CPMG 序列及擴散編輯序列為主，
如圖十八所示。再配合 p J-resolved 的去偶合程式，可以將所有質子訊號
去耦合，呈現單一波峰，便於辨識與統計。
我們先以正常組與給予四氯化碳組之血液樣本作為模式建立與比
較。圖十九顯示，在 PCA 的標準落點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常組
與四氯化碳組之分布情形，可以分成兩個群落。再以 PLS-DA 的分析，來
評估此模式的信賴度。PLS-DA 是監督性的多變數統計，以兩組差異條件
為前提進行統計，以 R2 與 Q2 的斜率來評估此模組的建立之精確度。結
果發現正常組與四氯化碳組之血液樣本模式極為精確，可以用來評估代謝
物的變化（圖二十）
。再以 OPLS-DA 的分析，取得其相關係數 Loading Plot
（圖二十一），配合資料庫的數據，可以找出在對照組與實驗組之間，血
漿中是哪些代謝物的有所變化。結果顯示，在正常組與經由四氯化碳處理
之急性肝炎之小鼠的血液中，leucine, isoleucine, valine, lipid, aniline, lysine,
acetate, O-acetyl glycoprotein, acetoacetate, glutamate, pyruvate, citrate,
betaine, glycine, β-glucose 有明顯的下降趨勢（表七）。
圖二十二是所以實驗組別隻小鼠血液樣本、NMR 分析之 PCA 標準落
點圖，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正常組、四氯化碳誘導組、給藥組之間的變化
與趨勢。台灣種植之龍膽根與組培苗對肝臟的保護確實有正面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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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龍膽自中國大陸東北引進台灣後，經過順天堂必安研究所及工業技術
研究院分別進行藥材形態解剖及分子基原鑑定確認後，台糖公司研究所 利
用組織培養技術從龍膽出瓶苗株中選拔耐熱個體株，於控制環境下建立龍
膽組織培養母瓶並進 行增殖，降低產程中微生物污染之損耗，改進組培苗
株馴化苗生產技術，大幅提高組培苗生產效 率，使台灣也成為龍膽於自然
地理分布之外的主要人工栽培產地。
四氯化碳誘導實驗動物模式廣泛運用在肝損傷的研究上，且常應用在
探討各種藥物的肝保護作用。四氯化碳經由肝臟 microsomal cytochrome
P450 系統代謝後，產生有毒的代謝物，如 CCl3‧和 CCl3COO‧，這些自
由基在體內會與 sulfhydryl groups 如 glutathione 及 protein thiols 反應，攻
擊脂質或脂肪酸，引發脂質過氧化或蛋白質氧化反應而造成肝臟細胞膜損
傷，而體內(尤其是肝臟)的抗氧化系統如 SOD、GSH-Px、GSH-Rd 及 GST
等，則扮演著清除自由基，保護細胞免於過氧化物質的傷害。AST (GOT)
及 ALT (GPT)是人體內的酵素，當肝細胞受到傷害時，血液中 AST 與 ALT
的值會升高，因此檢驗血液中 AST 和 ALT 的值，可以檢驗肝臟的健康狀
況。實驗結果發現，當小鼠給予四氯化碳誘導時，血液中 AST 和 ALT 值
與空白組比較會明顯升高，顯示肝臟已有受損，然而給予龍膽醇萃取物及
silymarin 的組別，則會明顯降低其血液中 AST 和 ALT 值，並且具有明顯
的劑量依存性。此外，由病理組織切片的結果可以得知，給予四氯化碳後，
肝臟組織明顯發生病變，與對照組比較，在中央靜脈區周圍細胞出現空泡
形成(vacuole formation)、嗜中性白血球浸潤(neutrophil infiltration)及細胞
壞死(hepatocellular necrosis)的現象，而給予龍膽醇萃取物及 silymarin 的組
別，其損傷程度則較輕微，顯示龍膽醇萃取物可以有效防止四氯化碳所造
成的肝臟毒性及維持肝細胞膜結構的完整，其中組培苗龍膽萃取物具有最
佳表現。
在四氯化碳誘導肝損傷的動物模式中，脂質過氧化被認為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MDA 為脂質過氧化反應中的最終產物之一，是自由基引
發脂質過氧化造成損傷的機制中重要的指標 39。為了探討龍膽 70%乙醇
萃取物對於四氯化碳誘導肝損傷脂質過氧化的影響，本研究測定肝組織中
MDA 的含量，結果發現，給予四氯化碳誘導的小鼠其肝組織中 MDA 含
量與空白組比較會明顯提高，而龍膽萃取物可以有效減少肝組織中 MDA
的生成，這個結果提供另一個證據證明龍膽萃取物具有保護肝臟免於四氯
化碳造成的損傷，其中又組培苗龍膽萃取物具有最佳表現。
一氧化碳來源主要經由一氧化氮合成 酶將L-arginine 轉為 L-Citrul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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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NO․ ，為另一自由基來源 40。一氧化氮大量生成造成細胞傷害及血液
過度擴張，產生嚴重的發炎反應。四氯化碳誘導肝損傷之小鼠，血液中
NO 含量增加。本研究結果顯示，口服龍膽萃取物可降低肝臟細胞內 NO
之含量推測龍膽於四氯化碳誘導急性肝損傷有保護作用，其機轉可能與降
低肝臟中 NO 含量有關。
體內酵素 SOD 已被證實是一個有效的抗氧化酵素，可以催化 O2−‧
轉變成 H2O2 和 O2，之後再經由 GPx 將 H2O2 催化形成 O2 和水，如此
可以降低 O2−‧ 對細胞的傷害。GPx、GRd 和 GST 均為與 GSH 相關的抗
氧化酵素，在穀胱甘肽氧化還原循環(GSH redox cycle)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GSH 是一個重要的非酵素型的抗氧化劑，可以參與不同的酵素反應，使
得 GSH 氧化成為 GSSG，藉此而還原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氫過
氧化物 (hydroperoxide) 及生體異物毒性 (xenobiotic toxicity)，可以幫助細
胞防禦活性自由基造成的傷害，GPx 可以催化 GSH 與自由基作用，而 GRd
可以催化 GSSG 還原成 GSH，而增加抗氧化能力，因此屬於間接型抗氧
化 酵 素 。 在 四 氯 化 碳 誘 導 肝 損 傷 動 物 模 式 中 ， 脂 質 過 氧 化 物 (lipid
peroxides) 及 ROS 會使 SOD、GPx 及 GRd 去活化而造成活性降低，讓生
物體抗氧化能力明顯下降 41, 42。由本實驗結果發現，當給予四氯化碳誘
導，SOD、GPx 和 GRd 的活性與空白給藥組比較均會明顯降低，而給予
龍膽乙醇萃取物的組別則會可以防止這些抗氧化酵素的活性下降，尤其是
組培苗龍膽萃取物，具有最佳表現。文獻報導曾經指出，藥品的肝保護作
用中，抗氧化活性及抑制自由基生成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由本研究結果
推測龍膽乙醇萃取物可以防止肝臟細胞抗氧化能力下降，進而降低 ROS
生成，可能因此而具有保護肝臟免於毒性傷害 43。
以上結果顯示急性肝損傷試驗，口服給予龍膽乙醇萃取物，對於四氯
化碳誘導之肝損傷，具有明顯的肝保護作用，而組培苗龍膽則是比種植於
田間之龍膽根及龍膽市場品表現出更佳的肝臟保護作用，實驗中 AST 和
ALT 值的提升及肝臟病理切片可印證這個結果，因此組培苗龍膽值得更進
一步探討。其作用機轉之一可能藉由防止 SOD、GPx 和 GRd 等抗氧化酵
素活性下降，因而減少肝臟組織中 MDA 及 NO 的生成量，增加體內抗氧
化能力，而降低四氯化碳代謝過程中所產生之過氧化物或活性自由基所造
成之肝臟損傷。
本計畫進一步探討龍膽對慢性肝損傷的保護效果，以健康食品法中的
實驗方法，利用乙醯胺基苯酚誘導大鼠慢性肝損傷。結果誘導效果不佳，
沒有差異。改以小鼠誘導，並改變劑量與餵食次數，有誘導效果但是小鼠
的死亡率比較高。為了遵照計畫書的原始構想，我們還是盡量以乙醯胺基
苯酚誘導慢性肝損傷為實驗模式，以較多量的小鼠進行實驗，結果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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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隨即補上。
但是為了了解龍膽對慢性肝損傷的保護，我們還是以四氯化碳誘導慢
性肝損傷進行實驗，結果顯示口服龍膽萃取物於誘導第 3、6、8 週可顯著
降低血清 AST 及 ALT 值，龍膽萃取物對於四氯化碳誘導慢性肝損傷，具
有改善作用。肝細胞與庫氏細胞為 ROS 的主要來源，細胞內 ROS 則會促
進 Paracrine factors 產生大量肝細胞轉化因子。活化之星狀細胞則促進
CYP450 2E1 活化，進一步產生更多的 ROS，ROS 生成過量則會刺激星狀
細胞產生更多的膠原蛋白，最後導致肝臟纖維化，肝臟病理切片結果顯
示，龍膽萃取物對於肝臟細胞壞死具改善作用，但對於肝纖維化則無明顯
改善。
抗氧化酵素方面，口服龍膽萃取物可提昇肝臟中 SOD、GPx 及 GRd
之活性，且可減少肝臟組織 MDA 的生成，因此我們推測龍膽之保肝作用
與清除自由基，防止抗氧化酵素下降有關。
在胃腸功能的測定研究中，連續四週給予高劑量 GT (1.0 g/kg) 可明
顯增加大鼠腸胃排空率，為對照組的二倍。且其脂解酵素(lipase)活性也明
顯增加，為對照組的二倍。
結合代謝體學輪廓與多變數統計的方法，可以區別並鑑定生物樣品間
的差異與趨勢。在急性肝損傷的小鼠血液樣品分析中，可以明顯看出正常
組、實驗組與給藥組的區別與趨勢，進而從資料庫的比對，可以鑑定出代
謝物的變化。如果應用於中藥藥材品質管制監測的策略，則是捨去以往常
用的主要化學成分的監測與定量，而改以全部的代謝成份，即使是非常微
小微量的成分，主成分分析統計法都能將此微小變化的差異性顯現出來，
可以避免因只測量主要化學成分含量，而遺漏中藥複雜成分之間相互、協
同之作用。
針對每批次生產之龍膽指標成分化學分析，與市場品之成分含量及指
紋圖譜比對之研究成果中，發現所生產之龍膽其指標成分 Gentiopicroside
（ 龍 膽 苦苷 ） 維 持 在 5-9% ， 而來 自 中 國 三 年 生 之 龍 膽 市 場 品 的
Gentiopicroside 含量為 2%左右；一般市面上的龍膽藥材所含 Swertiamarin
（當藥苦苷）相當微量，甚至無法檢出，但台糖公司研究所所生產之組培
龍膽之 Swertiamarin 含量均維持在 0.6%以上。田間定植 7 個月的龍膽根
部所含之 Gentiopicroside 更高達 10%。如果單以主要成分的角度來看，這
樣的結果是令人滿意的。
但是在藥理評估的結果顯示，在小鼠的急性肝損傷的模式中，組培苗
的 護 肝 功 能 比 正 對 照 組 Silymarin 的 療 效 還 好 ， 除 了 因 為 組 培 苗 中
Gentiopicroside 的含量較高外，有較好的保肝效果，但是其效果與含量卻
不成正比。在仔細比較龍膽之組培苗、田間種植龍膽之根部與龍膽市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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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之化學分析比較後，發現在組培苗部份會發現有另外一個波峰非常明
顯。經比對測試與文獻參考，發現這一個波峰是 Magiferin 芒果苷成分。
芒果苷具有非常好的抗發炎、抗氧化效果。以往在龍膽的分析報告中都著
重在根部的成分分析，地上部卻未加以留意。其實地上部含有大量的芒果
苷 27, 28，而組培苗是全株乾燥而萃取，因此，就會萃取到地上部的成分。
所以組培苗的效果是否也因龍膽苦苷、當藥苦苷再加上芒果苷的加成效
果，而使得組培苗萃取物對小鼠由四氯化碳所導致之急性肝損傷的預防效
果大為提升。此項的發現，表示龍膽在藥材的利用上，除了地下部根部之
外，也可以好好利用地上部來供藥用。
以本計畫的龍膽而言，植物組織培養所培育出來的龍膽苗與台灣種植
的龍膽根，經實驗結果顯示對於肝損傷的保護有著比大陸栽培之龍膽市場
品有更佳的效果。顯示台灣種植的龍膽是可以值得開發的，並可考慮用來
取代大陸進口的龍膽藥材。並在龍膽 GACP 的指導栽種下，除了可以得到
質地優良的龍膽藥材，也可免除農藥與重金屬的汙染的疑慮，非常值得政
府鼓勵種植開發。而龍膽組培苗的應用更是具有商機，其對肝臟的保護效
果甚至比公認有效之 silymarin 效果還好，同時材料來源穩定，可以完全
人工控制，是一項非常值得開發的生技保健藥品食品的材料，值得進一步
探討其開發產品之可能性。

28

伍、結論與建議
一、急性肝炎的小鼠試驗，探討台灣種植的龍膽藥材與中國進口之龍膽藥
材在小鼠由四氯化碳所導致之急性肝損傷的保護效果。結果顯示，在
肝功能指數表現及病理切片的評估，除了台灣種植的龍膽根部比大陸
進口之藥材有相當不錯的效果外，由台糖自行開發之組織培養苗，對
小鼠的急性肝炎預防有更大的效果，其結果甚至比正對照組的
Silymarin 的療效還好，在每公斤 1 公克的劑量下，對小鼠因四氯化碳
所引起之肝損傷，其降低小鼠的 GOP、GPT 效果為 Silymarin 的一倍。
二、MDA 為脂質過氧化反應中的最終產物之一，是自由基引發脂質過氧化
造成損傷的機制中重要的指標。龍膽萃取物可以有效減少肝組織中
MDA 的生成，其中又組培苗龍膽萃取物具有最佳表現。
三、龍膽乙醇萃取物可以防止肝臟細胞抗氧化能力下降，進而降低 ROS 生
成，可能因此而具有保護肝臟免於毒性傷害。
四、龍膽的作用機轉之一可能藉由防止 SOD、GPx 和 GRd 等抗氧化酵素活
性下降，因而減少肝臟組織中 MDA 及 NO 的生成量，增加體內抗氧化
能力，降低四氯化碳代謝過程中所產生之過氧化物或活性自由基所造
成之肝臟損傷。
五、組培苗龍膽乙醇萃取物在高劑量下可以明顯促進大鼠腸胃排空率，且
其脂解酵素(lipase)活性也明顯增加，證明有健胃整腸之功能。
六、中藥的品質除了每一批的指標成分檢測外，藥效的評估也與其品質有
直接關係。而要達到均一的品質，每一批的龍膽生產就必須循著所訂
定的龍膽 GACP 進行種植。這也是藥材品質的源頭管理一部份。顯示
台灣種植的龍膽可以取代中國進口之龍膽藥材，且可依此 GACP 向農
民推廣，大量生產品質優良且有效的龍膽藥材。
建議
農業生產與規劃不是短時間就可以完成，必須要考慮作物的本身生長
期與氣候季節的關係。因此，在訂定龍膽草優良種植規範 GACP 時，一、
兩年的時間是不夠的。因此必需繼續追蹤與紀錄龍膽在南台灣田間生長的
情形，以得到更完善的作業規範，供台灣農民種植龍膽的依據。因此希望
能持續調整並修改龍膽的 GACP，使其更符合實際需求。
另外，藥理實驗發現，龍膽組培苗與台灣種植的龍膽根對小鼠的肝損
傷有極佳的保護作用。經實驗結果顯示對於肝損傷的保護有著比大陸栽培
之龍膽市場品有更佳的效果。顯示台灣種植的龍膽是值得開發的，並可考
慮用來取代大陸進口的龍膽藥材。雖然總體產能與經濟效益未能達到與中
國進口龍膽藥材競爭之優勢，但是在每一批的指標成分檢測與本研究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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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實驗，都證明台灣所種植出的龍膽藥材具有高活性成分與藥效。在龍膽
GACP 的指導栽種下，除了可以得到質地優良的龍膽藥材，也可免除農藥
與重金屬的汙染的疑慮，非常值得政府鼓勵種植開發。
而龍膽組培苗對動物肝損傷保護實驗的效果，遠比其他龍膽根的材料
還要好。無論是在急性肝炎或慢性肝炎都有極為明顯有效且優於現今常用
的保肝藥物 silymarin 的效果，是一項非常值得開發的龍膽材料。且是經由
人工培育，可以全程在植物工廠中生產，品質與質量都能穩定的控管。未
來可以以此進行相關產品的開發與利用。探究其藥理作用原理，其顯著效
果應該與地上部所含之芒果 苷有關，顯示龍膽苦苷、當藥苦苷與芒果苷之
間有協同加強之作用，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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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ffect of GT, GR, GM and silymarin on serum AST activity in mice
treated with CCl4. Each value was represented as mean ± S.E.M.
(n=10).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p <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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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ffect of GT, GR, GM and silymarin on serum ALT activity in mice
treated with CCl4. Each value was represented as mean ± S.E.M.
(n=10).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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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ffect of GT, GR, GM and silymarin on hepatic MDA content in mice
treated with CCl4. Each value represents as mean ± S.E.M. (n = 10).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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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ffect of GT, GR, GM and silymarin on hepatic NO content in mice
treated with CCl4. Each value represents as mean ± S.E.M. (n = 10).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1, ***p <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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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Hepatic histological analyses of the effect of GT, GR, GM and
silymarin on CCl4-induced acute liver damage in mice. Liver tissues
were stained with H&E (200X). (A) Control group; (B) animals
treated with 0.2% CCl4 (10 ml/kg of bw) displayed cell necrosis
(short arrow) and vacuole formation (long arrow); (C) animals
pre-treated with silymarin (200 mg/kg) and then treated with CCl4;
(D)〜(L) animals pre-treated with GT, GR and GM (0.1, 0.5 and 1.0
g/kg), and then treated with CCl4.

39

16
14

Liver weight

12
10
8
6
4
2
0

Control

-

Silymarin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CCl4

Fig. 6A. Live weight of GT and silymarin in rats treated with CCl4. Each value
was represented as mean ± S.E.M. (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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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B. Body weight of CCl4 chronic treated rats. Each value represented as
mean ±SEM.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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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Effect of GT and silymarin on liver MDA content in CCl4 chronic
treated rats. Each value represented as mean±SEM. (n=10). *p< 0.05,
**p<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 p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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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Effect of GT and silymarin on liver SOD activites in CCl4 chronic
treated rats. Each value represented as mean ±SEM. (n=10) .*p <0.05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p <0.05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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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Effect of GT and silymarin on liver GPx activites in CCl4 chronic
treated rats. Each value represented as mean ±SEM. (n=10) .*p <0.05,
**p <0.01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p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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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Effect of GT and silymarin on liver GRd activites in CCl4 chronic
treated rats. Each value represented as mean ±SEM. (n=10) .*p <0.05,
**p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 p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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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Hisopathological photographs and scores of CCl4-induced hepatic
fibrosis in rats. A. Control liver; B. Negative control group; C.
Positive therapeutically control of silymarin 0.2 g/kg group; D. low
dose treated group; E. middle dose treated group; F. high dose treated
group (HE stain, 100×).

43

2nd week
70
250

60
200

40

ALT(U/L)

AST(U/L)

50

30

150

100

20
50

10

0
Control

_

Acetylcysteine 0.1

0.5

1.0
_____

0.1

0.5

0

1.0
______

Control

_

Acetylcysteine 0.1

0.5

GM (g/kg)

GT (g/kg)

1.0
_____

0.1

CCl4

0.5

1.0
______

GM (g/kg)

GT (g/kg)
CCl4

4th week
70

250

60
200

ALT(U/L)

AST(U/L)

50

40

30

150

100
20
50
10

0
Control

_

0
Acetylcysteine 0.1

0.5

1.0
_____

0.1

0.5

1.0
______

Control

_

GM (g/kg)

GT (g/kg)

Acetylcysteine 0.1

0.5

1.0
_____

0.1

CCl4

0.5

1.0
______

GM (g/kg)

GT (g/kg)
CCl4

6th week
250

70

60
200

ALT(U/L)

AST(U/L)

50

40

30

150

100

20
50
10

0

0
Control

_

Acetylcysteine 0.1

0.5

1.0
_____

0.1

0.5

Control

1.0
______

GM (g/kg)

GT (g/kg)

_

Acetylcysteine 0.1

0.5

1.0
_____

CCl4

0.1

0.5

1.0
______

GM (g/kg)

GT (g/kg)
CCl4

Fig. 12. Effect of GT and GM on serum AST and ALT activities in rats treated
with APAP. Each value was represented as mean ± S.E.M. (n = 10).

44

1st week
300

200

250
150

ALT (U/L)

AST (U/L)

200

150

100

100
50

50

0

Control

0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Control

NAC
0.1
0.5
1
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2nd week

##

500
200

400

ALT (U/L)

200

**

**

AST (U/L)

150

300

100

100

50

0

Control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0

Control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Control

NAC
0.1
0.5
1.
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3rd week
500

##

##

300

400

250

150

*

*

ALT (U/L)

**

*
200

**

AST (U/L)

200
300

100

100

50

0

Control

0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4th week
500

##

400

#

400

200

**

**

200

*

ALT (U/L)

*

*

*

AST (U/L)

300

300

100

100

0

Control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0

Control

45

NAC
0.1
0.5
1.
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5thweek
400

##

###

600

500

*

300

*

ALT (U/L)

400

200

*

AST (U/L)

300

*

200

100
100

0

Control

0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Control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Control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

6thweek
400

###

600

500
300

***

*
200

***

ALT (U/L)

300

*

**

AST (U/L)

400

200
100

100

0

Control

0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

7thweek

400

###

600

500
300

200

***

***

**

200

*

ALT (U/L)

300

**

AST (U/L)

400

100

100

0

Control

0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Control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8thweek
800

###

###

600

500

200

300

*

*

ALT (U/L)

400

400

***

AST (U/L)

600

200

***

100

0

Control

0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Control

NAC
0.1
0.5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T (g/kg, p.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AP (400 mg/kg, i.p.)

Fig. 13. Effect of GT on serum AST and ALT activities in mice treated with
APAP. Each value was represented as mean ± S.E.M. (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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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4. Effect of GT and NAC on liver MDA content in APAP treated chronic
mice. Each value represented as mean±SEM. (n=10). *p< 0.05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p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 group.

47

Normal

APAP

NAC

GTL

GTM

GTH

Fig. 15.Hisopathological photographs of APAP-induced hepatic injury in mice.
A. Control liver; B. Negative control group; C. Positive
therapeutically control of N-acetylcysteine 600 mg/kg group; D. low
dose treated group; E. middle dose treated group; F. high dose treated
group (HE stain,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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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6.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GT on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in rats.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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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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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7.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GT on lipase activities in rats. Each value
represented as mean ±SEM. (n=10). *p<0.05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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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9. The PCA score plot of serum from mice treated with and without
CCl4.

50

Fig. 20. The PLS-DA score plot and loading plot for model validation on
serum from mice treated with and without CCl4.

Fig. 21. The OPLS-DA score plot and loading plot for coefficient on serum
from mice treated with and without CC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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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2 The PCA score plot of Effect of GT, GR, GM and silymarin on serum
of mice treated with CCl4.

52

Table 1. Effects of GT, GR and GM on the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enzymes in CCL4 treated mice.
SOD
GPx
Groups
(U/mg protein) (U/mg protein)
Control
65.04 ± 3.84
0.909 ± 0.082
###
CCl4 (2% CCl4/Olive oil)
37.29 ± 2.89
0.498 ± 0.051##
Silymarin: 200mg/kg + CCl4 61.19 ± 4.96** 0.797 ± 0.065**
GT: 0.1 g/kg + CCl4
51.05 ± 3.45*
0.645 ± 0.064
*
GT: 0.5 g/kg + CCl4
54.33 ± 1.26
0.796 ± 0.041**
GT: 0.5 g/kg + CCl4
63.87 ± 2.01*** 0.872 ± 0.065**
GR: 0.1 g/kg + CCl4
45.17 ± 2.22
0.550 ± 0.043
*
GR: 0.5 g/kg + CCl4
57.18 ± 3.96
0.704 ± 0.057*
GR: 0.5 g/kg + CCl4
60.23 ± 2.63** 0.854 ± 0.044**
GM: 0.1 g/kg + CCl4
40.75 ± 4.23
0.523 ± 0.047
GM: 0.5 g/kg + CCl4
44.38 ± 3.75
0.576 ± 0.061
*
GM: 0.5 g/kg + CCl4
55.66 ± 2.82
0.605 ± 0.032

antioxidant
GRd
(U/mg protein)
0.160 ± 0.012
0.100 ± 0.010###
0.145 ± 0.013**
0.104 ± 0.006
0.139 ± 0.011*
0.150 ± 0.015**
0.111 ± 0.021
0.124 ± 0.005
0.149 ± 0.011*
0.108 ± 0.011
0.110 ± 0.009
0.122 ± 0.013

Each value represents as mean ± S.E.M. *p < 0.05, **p < 0.01, ***p < 0.001
as Each value represents as mean ± S.E.M.
*p < 0.05, **p < 0.01, ***p <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arr (λ-carrageenan)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CCl4 group
(*P<0.05, **P<0.01, ***P<0.001).
a Values are mean ± SE (n=10).
b SOD: superoxide dismutase, GPx: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Rd: glutathione
reductase,
GST: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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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Quantitative summary of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GT, GR and GM on
CCl4-induced hepatic damage based on histological observations

Groupb

Injury of scorea
Neutrophil
Hepatcellular
infiltration
necrosis
0
0
0.3 ± 0.7
2.8 ± 0.4#

CCl4 (2% CCl4/Olive oil)

Vacuole
formation
0
0

Silymarin: 200mg/kg + CCl4

0.7 ± 1.5

1.3 ± 0.0

1.8 ± 0.4*

GT: 0.1 g/kg + CCl4

0.9 ± 0.4

1.7 ± 0.9

2.0 ± 0.0*

GT: 0.5 g/kg + CCl4

0.5 ± 1.1

2.5 ± 0.8

1.7 ± 0.5*

GT: 1.0 g/kg + CCl4

1.3 ± 1.4

2.0 ± 0.8

1.4 ± 0.5*

GR: 0.1 g/kg + CCl4

0

1.0 ± 0.6

2.3 ± 0.4

GR: 0.5 g/kg + CCl4

1.5 ± 1.5

1.5 ± 0.5

1.7 ± 0.7*

GR: 1.0 g/kg + CCl4

0.7 ± 0.7

1.5 ± 0.9

1.2 ± 0.7*

GM: 0.1 g/kg + CCl4

0

1.4 ± 0.5

2.8 ± 0.4

GM: 0.5 g/kg + CCl4

0

1.7 ± 0.5

2.5 ± 0.5

GM: 1.0 g/kg + CCl4

0

2.0 ± 0.6

3.0 ± 0.0

Control

a To quantify the histological index of vacuolization and hepatocellular
necrosis of liver; they were graded 0-4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Knodell et
al (Knodell et al., 1981).
The liver damage was graded 0-4 as following: 0 = no visible cell damage; 1 =
slight (1-25%); 2 = moderate (26-50%); 3 =moderate/severe (51-75%); 4 =
severe/high (76-100%).
b Values are mean ± SE (n=10).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P<0.05).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respect to the CCl4 group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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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ffects of GT and silymarin on 1, 3, 6, 8 weeks serum AST activites
of CCl4 chronic treated rats.
Groups

AST (U/L)
1 week

3 weeks

6 weeks

8 weeks

Control

144.72±11.71 150.32 ± 9.89

166.75 ± 13.84

128.20 ± 8.92

CCl4

164.55±13.94 323.80 ±56.34#

586.85 ± 52.35###

821.75 ± 53.41###

Silymarin

142.37±18.89 144.25 ± 55.76*

261.57 ±27.11**

250.66 ± 68.42***

GT: 0.1 g/kg

161.21±30.72 334.00 ± 86.25

570.20 ± 78.19

748.75 ± 84.65

GT: 0.5 g/kg

154.21±31.10 212.60 ± 55.98

308.00 ±37.04**

316.20 ± 31.80***

GT: 1.0 g/kg

155.45±24.58 151.57 ± 22.80*

278.40 ± 33.36**

229.83 ± 34.01***

Each value was represented as mean ± S.E.M. (n=10). #p<0.05,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p <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Table 4. Effects of GT and silymarin on 1, 3, 6, 8 weeks serum ALT activites
of CCl4 chronic treated rats.
Groups

ALT (U/L)
1 week

3 weeks

6 weeks

8 weeks

Control

55.42 ± 2.69

47.02± 8.09

48.00 ± 6.32

47.40 ± 4.51

CCl4

57.29 ± 5.82

Silymarin

257.47±75.31## 445.42 ± 70.72###

315.85 ± 59.59###

60.37 ± 12.75 103.02 ± 24.64* 131.25 ± 24.64**

124.42 ± 29.25**

GT: 0.1 g/kg

62.33 ± 8.49

232.77 ± 24.45

406.25 ± 76.63

296.40 ± 36.24

GT: 0.5 g/kg

60.56 ± 11.78

190.76 ± 79.69

249.16 ± 46.75*

163.70 ± 31.35**

GT: 1.0 g/kg

65.27 ± 13.68 107.27 ± 25.43* 187.00 ± 42.14**

126.00 ± 27.51**

Each value was represented as mean ± S.E.M. (n=10). #p<0.05,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p <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Cl4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Scheffe’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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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ummary of pathological scores of liver injury in rats
Block code

Organ

C

Histopathological scoring
Inflammation1

Vacuoles1

Necrosis1

Fibrosis2

Liver

03

03

0

0

CCL4

Liver

2.1±0.9*

1.2 ±0.7*

0.8±0.6*

2.7±1.3*

Silymarin

Liver

1.3±0.9*

1.4±0.5*

0.8±0.6*

2.1±1.1*

GT: 0.1 g/kg

Liver

1.5 ±0.8*

1.3±0.4*

0.8±0.6*

2.8±1.3*

GT: 0.5 g/kg

Liver

0.7 ±0.8a

1.3±1.1*

0.4±0.5 a

2.1±1.2*

GT: 1.0 g/kg

Liver

0.9±0.9 a

1.6±0.7*

0.8±0.6*

2.3±1.6*

1

The histological indices of hepatic vacuolization and necrosis were quantified
based on Knodell et al. (1981) method. The liver damage was graded 0-4 as
following: none (0); slight (1); mild (2); moderate (3); and remarkable (4).
2
Hepatic fibrosis was graded 0-4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uwart et al.
(1989) as the following: none (0), normal liver; slight (1), increase of
collagen without formation of septa; mild (2), formation of incomplete septa
from portal tract to central vein (septa that do not interconnect with each
other); moderate (3), complete but thin septa interconnecting with each other
(incomplete cirrhosis); and remarkable (4), with thick septa (complete
cirrhosis).
*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ontrol (NC) and treated groups at
p<0.05.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egative C (CCL4) and treated
groups at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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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Effects of GT and NAC on the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antioxidant
enzymes in APAP treated mice.
SOD
GPx
GRd
Groups
(U/mg protein) (U/mg protein)
(U/mg protein)
Control
55.58 ± 4.44
0.692 ± 0.017
0.159 ± 0.019
##
##
APAP (400 mg/kg)
41.23 ±6.63
0.504 ± 0.089
0.103 ± 0.037###
NAC: 600mg/kg + APAP 53.96 ± 2.16*
0.674 ± 0.035** 0.149 ± 0.022**
GT: 0.1 g/kg + APAP
46.72 ± 9.33
0.512 ± 0.067
0.122 ± 0.015
GT: 0.5 g/kg + APAP
46.87 ± 2.18
0.576 ± 0.106
0.132 ± 0.027
*
**
GT: 1.0 g/kg + APAP
50.47 ± 5.06
0.650 ± 0.021
0.146 ± 0.017*
Each value represents as mean ± S.E.M. ##p <0.01, ###p <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APAP
group.
SOD: superoxide dismutase, GPx: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Rd: glutathione
reduct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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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e changed candidates of metabolites from the mice which treated
with and without CCl4
Metabolites

δ 1H (ppm)

Coefficient value

VIP

HDL

0.86 (m)

0.784

7.95

LDL

0.88 (m)

0.924

6.03

Leucine

0.96 (t)

-0.817

2.71

Isoleucine

1.00 (d)

-0.798

1.78

Valine

1.03 (d)

-0.822

1.91

Lipid

1.28 (m)

0.649

3.66

Analine

1.48 (d)

-0.868

1.53

Lysine

1.73 (m)

-0.780

1.46

Acetate

1.92 (s)

-0.640

1.84

N-acetyl-glycoprotein

2.04 (s)

0.753

2.22

O-acetyl-glycoprotein

2.14 (s)

-0.634

1.75

Acetoacetate

2.29 (s)

-0.599

1.22

Glutamate

2.35 (m)

-0.841

1.09

Pyruvate

2.37 (s)

-0.673

2.34

Citrate

2.53 (d)

-0.655

1.22

PUFA

2.75 (m)

0.891

2.46

Phospho-choline

3.23 (s)

0.977

8.41

Betaine

3.27 (s)

-0.809

3.15

Glycine

3.56 (s)

-0.723

2.71

β-Glucose

3.90 (dd)

-0.786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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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斷多囊性卵巢徵候群的臨床與
實驗室檢驗表現（2-2）
徐明義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摘

要

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能藉由相關研究及臨床實務以更了解國人 PCOS 的臨床資料，並利用這
個基礎在萬芳醫院建立 PCOS 特有的中西醫資料，發展以西醫臨床證據輔助中醫診治
的診療模式，以造福 PCOS 患者。我們相信 PCOS 是建立中醫辨證與西醫辨病相結合
的中西醫聯合診治最佳的模式。

研究方法：
本計畫透過中醫李靜姿醫師及西醫徐明義醫師同時對 PCOS 病患進行中醫與西醫
的完整評估。並將患者粗略分為：腎虛證、腎陰虛證、腎陽虛證、脾虛證、痰濕證、
血瘀證、氣滯證等中醫證型。經收案的病人資料將合併中西醫之數據，建立成萬芳醫
院 PCOS 病患相關中西醫檢驗結果資料庫，以使同一個 PCOS 患者在中醫及西醫診斷
下，能建立中醫診斷與西醫檢驗的關聯性研究，並期望能利用對 PCOS 婦女中西醫聯
合診治的模式來建立中醫科學化的診治基礎。

結果與討論：
本資料分析包含 57 名經鹿特丹條件診斷的多囊性卵巢患者及 62 位非多囊性卵巢
對照組，多囊性卵巢患者呈現較高的雄性素、空腹胰島素、胰島素抗性、膽固醇。
腎陽虛患者在數據中顯示有年齡較長、身體質量指數較高（肥胖）
、胰島素及胰島
素抗性較高；腎陰虛患者則有較少肥胖，所以身體質量指數也較低（瘦）
、HDL 較高；
腎氣虛患者並無特殊檢驗異常；脾氣虛患者雄性素與 AMH 也較低；脾陽虛患者 hsCRP
較高及 DHEAs 較低；氣滯患者並無特殊檢驗異常；痰濕患者明顯有高雄性素的情形、
身體質量指數較高、胰島素及胰島素抗性較高、SHBG 較低，hsCRP 較高。
另外，我們在這些族群中針對幾項症狀進行分析：有畏寒肢冷症狀者 HDL 較高；
手足心汗者較年輕；心悸者 TSH 較高、LDL 較高及高雄性素比例較低；乳脹者 SHBG
較高；口乾多飲者在雄性素比率上發生率較低、LH/FSH 比值及 DHEAs 皆較低；消穀
善饑者寡月經比率偏高、FSH 及 HDL 也都較高；夜寐多夢者並無特殊檢驗異常；小
便色黃者肥胖比率較高，空腹胰島素較高，TG 及 Total Testosterone 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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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簡易的中西醫檢驗分析中，我們可以對中醫診斷在西醫的臨床檢查及抽血
檢驗中，可以有一些輪廓。相信這只是此研究的一個開始，雖然目前仍無法有顯著的
證明，但中醫的博大精深確實需要西醫科學的細細發現，才得以建立兩者互通有無的
溝通平台。
關鍵詞：多囊性卵巢、中醫證型、中醫症狀、臨床檢查、血液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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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and Clinical Presentation of
Diagnosis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in
Chinese Medicine（2-2）
Ming-I, Hsu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 Wan Fang Hospital

ABSTRACT
Ai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aim to evaluate the symptom / sig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examination. Polycystic ovary symptom
(PCOS) is used as a studied model.

Method:
One hundred ninety-four patients were prospectively included. Fifty-seven women are
PCOS and 62 women are non-PCOS control. Every patient had diagnosed by both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ertified Gynecological endocrinologist. Symptom/Sig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linical/biochemical examination were obtained in every patient.
The symptom/sig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linical/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ses.

Result & discussion:
pattern, kidney yin deficiency pattern, spleen yang deficiency pattern,
phlegm-dampness pattern, blood stasis pattern, qi stagnation pattern, spleen qi deficiency
pattern, kidney qi deficiency pattern and liver heat pattern. All of above symptoms patterns
were evaluated in studied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esentations of above nine symptoms among women with PCOS and without PCOS.
However, our results found some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n women with
above symptom patterns. To compare with normal control, women with kidney yang
deficiency pattern had higher insulin resistance, women with kidney yin deficiency pattern
had higher HDL, women with spleen yang deficiency pattern had higher hs-CRP and lower
DHEAS, women with phlegm-dampness pattern had higher risk of hyperandrogenism.
This study could demonstrate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ial and clinical examination in
various symptom patterns/sign which diagnos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bridge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Keywords: Traditional medicine, Syndrome pattern, Sign,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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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在婦女疾病中非常
常見，它也是近年來相當熱門的研究項目。國外的資料顯示其發生率約 5-10%，
根據我們的研究估計其盛行率約 10%。且隨著體重的增加，PCOS 的問題必然會
更加嚴重。因此，不論中醫或西醫對這個問題都十分關注。
萬芳醫院近年來致力於建立臺灣 PCOS 的本土資料，我們除了在婦產科，
新陳代謝科，心臟血管科，皮膚科，及减重復健科等西醫相關次專科系進行大
規模的研究外，我們在臨床上也發現中醫在 PCOS 的診斷與治療方面扮演重要
的角色。西醫採取的方法因其存在復發率高、副作用較大、價格昂貴等缺點，
臨床應用受到限制，而中醫辨證治療能調節整體機能，療效較好，且無明顯副
作用，是目前治療 PCOS 的一大趨勢。用中醫的辨證為工具將 PCOS 患者進行
分類和治療，同時借助現代醫學的檢查手段，比較不同證型 PCOS 患者檢查結
果的異同及治療前後檢查結果的改變，不僅有利於用西醫學的檢查手段闡釋證
的實質、探討中醫藥的治療機制；同時，根據相應的科學醫學的檢查手段則可
以為臨床中醫藥治療提供依據和指導。
中醫藥辨證治療 PCOS 具有多層次、多靶點、多環節的特點。中醫辨證論
治的主要依據之一是患者的主觀感受，若患者無任何不適，而僅僅是實驗室檢
查發現某項指標的異常，中醫可能就會出現無證可辨的尷尬局面，這時就需要
中西醫相結合，辨證與辨病相結合治療。經由與萬芳醫院傳統醫學科的共同研
究，我們了解傳統醫學進些年來對於 PCOS 婦女在中醫方面的診斷與治療有令
人讚嘆的成就，然而中醫與西醫的診斷缺乏共通的語言，使得兩者間的溝通與
了解無法協調，我們希望能夠利用廣泛的西醫臨床檢查及實驗室檢驗數據來鑑
別中醫的診斷基礎，這非但能建立傳統醫學問診西醫理學檢查的基礎，同時也
可以搭起未來中西醫聯合治療診斷的橋樑。
由於 PCOS 的多樣性及多元化，我們深深體會 PCOS 的患者需要整體的評
估與治療。2004 年起，萬芳醫院即組成跨婦產科的 PCOS 醫療合作團隊，並設
有中西醫聯合門診，由在該領域經驗豐富的中醫師與西醫師共同診治，給予患
者症狀治療及衛教諮詢。我們由此發現國人的 PCOS 表現型態與西方人的臨床
表現有所差異，因此我們希望能藉由相關研究及臨床實務以更了解國人 PCOS
的臨床資料，並利用這個基礎在萬芳醫院建立 PCOS 特有的中西醫資料，發展
以西醫臨床證據輔助中醫診治的診療模式，以造福 PCOS 患者。我們相信 PCOS
是建立中醫辨證與西醫辨病相結合的中西醫聯合診治最佳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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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本計畫透過中醫李靜姿醫師及西醫徐明義醫師同時對 PCOS 病患進行中醫
與西醫的完整評估。
中醫的 PCOS 診斷及辨證分型將由李靜姿醫師作為主要診斷醫師，徐慧茵
醫師及陳俊明醫師作為中醫顧問並與李靜姿醫師討論證型診斷之客觀性，以失
偏頗。粗略而言，中醫診治將 PCOS 分為主要證型：腎虛證、腎陰虛證、腎陽
虛證、脾虛證、痰濕證、血瘀證、氣滯證等；西醫的 PCOS 診斷將由徐明義醫
師評估個案生理狀況，並提供相關檢驗項目與相關研究數據之收集。經收案的
病人資料將合併西醫的實驗室數據，包含：超音波、月經史、臨床理學檢查及
基本血液學檢查與中醫的辨證分型及診斷等結果，建立成萬芳醫院 PCOS 病患
相關中西醫檢驗結果資料庫，以使同一個 PCOS 患者在中醫及西醫診斷下，能
建立中醫診斷與西醫檢驗的關聯性研究，並期望能利用對 PCOS 婦女中西醫聯
合診治的模式來建立中醫科學化的診治基礎（相關問卷、檢驗單、評估單請見
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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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本資料分析包含 57 名經鹿特丹條件診斷的多囊性卵巢患者及 62 位非多囊
性卵巢對照組，多囊性卵巢患者呈現較高的雄性素、空腹胰島素、胰島素抗性、
膽固醇。
腎陽虛患者在數據中顯示有年齡較長、身體質量指數較高（肥胖）
、胰島素
及胰島素抗性較高；腎陰虛患者則有較少肥胖，所以身體質量指數也較低（瘦）
、
HDL 較高；腎氣虛患者並無特殊檢驗異常；脾氣虛患者雄性素與 AMH 也較低；
脾陽虛患者 hsCRP 較高及 DHEAs 較低；氣滯患者並無特殊檢驗異常；痰濕患
者明顯有高雄性素的情形、身體質量指數較高、胰島素及胰島素抗性較高、SHBG
較低，hsCRP 較高。
另外，我們在這些族群中針對幾項症狀進行分析：有畏寒肢冷症狀者 HDL
較高；手足心汗者較年輕；心悸者 TSH 較高、LDL 較高及高雄性素比例較低；
乳脹者 SHBG 較高；口乾多飲者在雄性素比率上發生率較低、LH/FSH 比值及
DHEAs 皆較低；消穀善饑者寡月經比率偏高、FSH 及 HDL 也都較高；夜寐多
夢者並無特殊檢驗異常；小便色黃者肥胖比率較高，空腹胰島素較高，TG 及 Total
Testosterone 也較高。
由上述簡易的中西醫檢驗分析中，我們可以對中醫診斷在西醫的臨床檢查
及抽血檢驗中，可以有一些輪廓。相信這只是此研究的一個開始，雖然目前仍
無法有顯著的證明，但中醫的博大精深確實需要西醫科學的細細發現，才得以
建立兩者互通有無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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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我們的研究目的主要在嘗試建立中西醫診斷間的溝通橋梁，多囊性卵巢只
是一個研究使用的參考模式，雖然多囊性卵巢相關分析在中醫診斷無法呈現有
相關性的結果，然而我們對於結果的期待主要在於探討中醫診斷下的症狀與證
型經由西醫的臨床檢查與實驗室檢驗所表現出來的特性，經由將近兩百位的病
患在中西醫聯合診斷及問卷填寫之後，我們對於九種證型及數十種中醫症狀有
初步的西醫資料，然由於每種症狀的表現不一，我們只能分析樣本數比較有參
考價值的症狀，如果數量能再擴充，中醫的診斷能更加精確，我們相信中醫的
症狀與證型可以經由此建立西醫的臨床證據，將來甚至可以提供治療的參考與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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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表
表一、119 個案基本資料及相關生化檢驗
Total
119
27.1±6.5
24.7±5.9
6.69±4.1

PCOS
57
26.5±6.2
26.0±6.5
8.87±3.5

Non-PCOS
62
27.7±6.6
23.6±5.1
4.72±3.5

0.298
0.029*
<0.001***

64 %

93%

37%

<0.001***

60%
18%
41 %
31%

95%
37%
52%
39%

27%
2%
31%
24%

<0.001***
<0.001***
0.019*
0.070

2.1±0.9
2.9±1.5
8.6±8.7
212.5±100.52
1.1±0.8

2.6±0.9
3.4±1.5
11.9±10.2
13.6±88.4
1.1±0.5

1.7±0.6
2.4±1.3
5.5±5.5
211.5±111.2
1.1±0.9

<0.001***
<0.001***
<0.001***
0.910
0.763

Anthropometric measures
Weight (Kg)
Height (cm)
Waist (cm)
Hip (cm)
Waist to Hip ratio

63.3±15.7
160.0±5.3
84.0±14.2
98.8±9.9
0.85±0.08

65.9±17.3
159.5±5.3
87.1±15.9
100.9±10.8
0.86±0.09

60.9±13.8
160.6±5.3
81.1±11.7
96.8±8.7
0.83±0.06

0.087
0.258
0.020*
0.027*
0.079

Hormonal components
LH (mIU/mL)
FSH (mIU/mL)
TSH (mIU/mL)
Prolactin (ng/mL)
SHBG (nmol/L)

11.3±11.3
7.1±6.9
2.2±1.3
17.2±12.5
40.0±25.4

13.2±8.4
6.6±1.8
2.3±1.5
14.7±5.7
31.4±19.3

9.4±13.2
7.5±9.4
2.2±1.2
19.5±16.1
47.9±27.8

0.065
0.495
0.595
0.036*
<0.001***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glucose
tolerance
Fasting Insulin (uIU/ml)
Fasting glucose (mg/dl)
2-hour glucose (mg/dl)
HOMA-IR b

16.1±14.2
95.2±27.4
117.3±52.3
3.9±4.3

17.8±14.5
92.7±15.5
118.5±42.1
4.4±5.4

14.5±13.8
97.6±34.9
116.2±60.6
3.4±3.1

0.218
0.336
0.812
0.197

Case number
Age (y/o)
BMI (kg/m2)
AMH
PCOS components
Chronic anovulation
Polycystic ovary
Morphology
Hyperandrogenism
Obesity /overweight
(Body Mass Index > 25 kg/m2)
(Body Mass Index > 27 kg/m2)
Androgens
Total testosterone (nmol/L)
Androstenedione (ng/dL)
Free Androgen Index
DHEAS (ng/dL)
17-OH PRG (ng/dL)

Inflammatory component
11

p-value

hsCRP (mg/dL)
Lipid profiles and blood
pressure
Cholesterol (mg/dL)
Triglycerides (mg/dL)
HDL (mg/dL)
LDL (mg/dL)

0.26±0.42

0.28±0.33

0.24±0.49

0.691

194.8±37.8
95.0±71.6
56.4±16.8
116.0±34.3

201.6±41.7
106.9±76.2
53.5±17.4
125.4±36.3

188.5±33.0
84.0±65.7
59.1±16.0
107.8±30.3

0.058*
0.082
0.070
0.005**

Note: Data are either mean ± SD or are percentage; ***p<0.001, **p<0.01, *p<0.05
a
: Free androgen index (FAI) = T (nmol/l)X100/SHBG (nmol)
b
:The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insulin resistance index (H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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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多囊性卵巢與中醫證型
證型

N= 119

PCOS N= 57

非 PCOS N= 62

P值

腎陽虛

7 （ 6%）

5 （ 9%）

2 （ 3%）

0.202

腎陰虛

63 （53%）

29 （51%）

34 （55%）

0.669

脾陽虛

19 （16%）

10 （18%）

9 （15%）

0.656

痰濕

49 （41%）

23 （40%）

26 （42%）

0.862

血瘀

29 （24%）

14 （25%）

15 （24%）

0.963

氣滯

6 （ 5%）

3 （ 5%）

3 （ 5%）

0.917

脾氣虛

50 （42%）

21 （37%）

29 （47%）

0.277

腎氣虛

41 （34%）

20 （35%）

21 （34%）

0.890

肝熱

17 （14%）

10 （18%）

7 （11%）

0.334

脾虛

3 （ 3%）

3 （ 5%）

0 （ 0%）

0.095

表三、多囊性卵巢與中醫症狀
證型

共計 N=119

PCOS N=57

非 PCOS N=62

P 值

畏寒肢冷

46（39%）

22（39%）

24（39%）

0.990

手足心汗

36（30%）

17（30%）

19（31%）

0.923

心悸

17（14%）

9（16%）

8（13%）

0.656

乳脹

17（14%）

7（12%）

10（16%）

0.553

口乾多飲

28（24%）

13（23%）

15（24%）

0.860

消穀善飲

17（14%）

11（19%）

6（10%）

0.136

夜寐多夢

38（32%）

14（25%）

24（39%）

0.100

6（ 5%）

4（ 7%）

2（ 3%）

0.349

色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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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中醫證型與多囊性卵巢相關生化檢驗（一）
證型

N

腎陽虛

7

腎陰虛 63
脾陽虛 19
痰濕

49

血瘀

29

氣滯

6

脾氣虛 52
腎氣虛 43
肝熱

17

脾虛

3

腎虛

105

氣虛

80

陽虛

22

年齡
32.9±5.6
（0.014）
25.8±5.8
（0.032）
28.5±6.9
（0.275）
27.5±7.1
（0.506）
29.0±6.5
（0.065）
28.5±4.6
（0.571）
27.4±6.4
（0.587）
27.2±6.2
（0.871）
24.2±5.5
（0.049）
22.3±7.2
（0.213）
26.9±6.2
（0.422）
27.3±6.5
（0.491）
29.4±7.1
（0.062）

寡月經
100±0.0
（0.042）
62±0.5
（0.591）
58±0.5
（0.538）
65±0.5
（0.831）
59±0.5
（0.479）
67±0.5
（0.897）
63±0.5
（0.782）
67±0.5
（0.678）
65±0.5
（0.961）
100±0.0
（0.208）
66±0.5
（0.208）
63±0.5
（0.783）
64±0.5
（0.955）

PCOS
71±0.5
（0.202）
46±0.5
（0.669）
53±0.5
（0.656）
47±0.5
（0.862）
48±0.5
（0.963）
50±0.5
（0.917）
42±0.5
（0.277）
49±0.5
（0.890）
59±0.5
（0.334）
100±0.0
（0.095）
48±0.5
（0.858）
45±0.5
（0.366）
55±0.5
（0.494）

※POCS、寡月經、HA、PCOM 單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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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29±0.5
（0.467）
17±0.4
（0.832）
21±0.4
（0.726）
22±0.4
（0.319）
24±0.4
（0.344）
17±0.4
（0.922）
13±0.3
（0.246）
12±0.3
（0.168）
29±0.5
（0.198）
0±0.0
（0.382）
16±0.4
（0.148）
14±0.3
（0.079）
23±0.4
（0.545）

PCOM
57±0.5
（0.875）
59±0.5
（0.768）
63±0.5
（0.762）
59±0.5
（0.881）
52±0.5
（0.300）
50±0.5
（0.612）
53±0.5
（0.178）
69±0.5
（0.140）
65±0.5
（0.672）
100±0.0
（0.190）
60±0.5
（0.828）
59±0.5
（0.876）
64±0.5
（0.703）

表五、中醫證型與多囊性卵巢相關生化檢驗（二）
證型

N

腎陽虛

7

腎陰虛

63

脾陽虛

19

痰濕

49

血瘀

29

氣滯

6

脾氣虛

52

腎氣虛

43

肝熱

17

脾虛

3

腎虛

105

氣虛

80

陽虛

22

肥胖
BMI
TSH
FSH
71±0.5
31.9±6.7 2.8±1.6 6.0±2.3
（0.020） （0.001） （0.255） （0.673）
21±0.4
23.1±5.2 2.3±1.3 7.7±9.3
（0.006） （0.001） （0.268） （0.272）
53±0.5
28.6±7.7 2.3±1.8 5.9±2.2
（0.032） （0.002） （0.691） （0.426）
45±0.5
27.3±6.3 2.3±1.5 6.2±2.3
（0.009） （<0.001） （0.431） （0.297）
25.8±5.5 2.0±1.2 6.2±2.0
48±0.5
（0.027） （0.317） （0.478） （0.459）
0±0.0
20.2±1.4 2.0±1.7 6.8±2.1
（0.089） （0.052） （0.670） （0.929）
31±0.5
24.4±5.7 2.0±1.0 8.2±10.2
（0.855） （0.527） （0.198） （0.109）
28±0.5
24.2±6.1 2.1±1.3 6.5±2.0
（0.512） （0.440） （0.400） （0.543）
12±0.3
21.8±4.2 2.2±1.1 6.5±2.6
（0.058） （0.025） （0.998） （0.731）
0±0.0
20.9±5.3 1.8±0.7 6.2±3.1
（0.199） （0.238） （0.564） （0.830）
29±0.5
24.4±6.1 2.2±1.3 7.1±7.3
（0.054） （0.059） （0.336） （0.713）
30±0.5
24.4±6.0 2.0±1.1 7.5±8.3
（0.583） （0.308） （0.062） （0.269）
38±0.5
28.7±7.3 2.3±1.7 6.0±2.1
（0.010） （0.001） （0.820） （0.436）

LH
LH /FSH
11.5±7.8 2.1±1.4
（0.943） （0.375）
12.7±14.4 1.8±1.5
（0.107） （0.312）
8.4±4.3 1.5±0.7
（0.241） （0.446）
9.1±5.4 1.5±0.8
（0.096） （0.206）
9.8±6.8 1.6±1.0
（0.472） （0.747）
12.411.0 1.7±1.0
（0.778） （0.989）
12.0±14.5 1.7±1.5
（0.485） （0.806）
10.0±6.1 1.6±1.1
（0.414） （0.511）
14.4±12.3 2.3±1.6
（0.195） （0.032）
12.9±7.9 1.9±0.5
（0.856） （0.860）
11.5±11.9 1.8±1.4
（0.327） （0.335）
11.5±12.2 1.7±1.3
（0.663） （0.875）
9.4±5.8 1.7±1.0
（0.414） （0.828）

※肥胖單位為％；BMI 單位為 Kg/㎡；TSH、FSH、LH 單位為 mI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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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中醫證型與多囊性卵巢相關生化檢驗（三）
證型
腎陽虛
腎陰虛
脾陽虛
痰濕
血瘀
氣滯
脾氣虛
腎氣虛
肝熱
脾虛
腎虛
氣虛
陽虛

Insulin
AC
PC
HOMA
HbA1c
SHBG
hsCRP
31.4±23.7.1 108.1±33.0 144.1±70.7 9.8±11.6 6.0±1.0 24.6±9.8 0.55±0.5
（0.003） （0.201） （0.175） （<0.001） （0.178） （0.106） （0.052）
14.4±14.8 91.5±19.5 107.0±27.5 3.3±3.6
5.5±0.4 43.6±24.9 0.20±0.3
（0.141） （0.108） （0.017） （0.103） （0.264） （0.077） （0.085）
21.4±16.0 96.6±22.1 123.3±47.6 5.7±7.6
5.6±0.7 36.1±27.4 0.50±0.7
（0.084） （0.832） （0.631） （0.053） （0.909） （0.512） （0.005）
5.7±1.0 33.3±25.4 0.36±0.4
19.7±15.6 99.3±31.7 126.2±59.0 5.1±5.6
（0.023） （0.177） （0.154） （0.012） （0.068） （0.022） （0.022）
15.5±9.6 100.0±37.8 125.3±66.9 3.8±2.6
5.7±1.1 36.0±26.6 0.28±0.3
（0.751） （0.290） （0.387） （0.883） （0.242） （0.383） （0.775）
9.3±1.6
86.0±4.9 82.5±13.4 2.0±0.3
5.4±0.3 47.2±19.4 0.04±0.0
（0.222） （0.393） （0.088） （0.257） （0.416） （0.457） （0.195）
16.1±15.2 94.6±26.5 116.1±53.0 3.7±3.4
5.5±0.6 41.7±29.2 0.19±0.2
（0.957） （0.794） （0.741） （0.633） （0.546） （0.444） （0.101）
14.3±10.8 95.2±31.6 118.6±56.3 3.3±2.7
5.6±1.0 40.6±26.7 0.29±0.6
（0.273） （0.984） （0.929） （0.243） （0.982） （0.753） （0.484）
11.1±5.7 90.0±10.7 110.0±35.0 2.5±1.4
5.5±0.5 47.3±20.2 0.09±0.1
（0.105） （0.388） （0.500） （0.141） （0.662） （0.181） （0.074）
8.0±2.8
82.0±7.5 95.7±7.0
1.6±0.7
5.3±0.3 47.9±14.9 0.11±0.2
（0.284） （0.392） （0.444） （0.332） （0.538） （0.387） （0.518）
16.0±14.9 94.5±26.5 114.5±45.9 3.9±4.6
5.6±0.7 40.9±25.6 0.27±0.4
（0.687） （0.402） （0.064） （0.734） （0.653） （0.173） （0.520）
15.0±13.1 95.5±31.2 115.3±55.9 3.4±3.0
5.6±0.8 41.6±27.7 0.25±0.4
（0.182） （0.889） （0.441） （0.088） （0.645） （0.233） （0.769）
5.6±0.6 34.5±25.8 0.48±0.7
21.8±16.0 96.4±20.5 122.0±44.8 5.7±7.2
（0.040） （0.837） （0.694） （0.033） （0.921） （0.295） （0.006）

※Insulin 單位為 uIU/mL；OGTT、hsCRP 單位為 mg/dL；SHBG 單位為 n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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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中醫證型與多囊性卵巢相關生化檢驗（四）
證型
腎陽虛

腎陰虛

脾陽虛

痰濕

血瘀

氣滯

脾氣虛

腎氣虛

肝熱

脾虛

腎虛

氣虛

陽虛

Chol.
TG
HDL
LDL
PRL
Testo DHEAS AMH
208.1
126.6
46.7
139.8
13.6
2.4
166.8
5.7
±29.9
±70.0
±4.9
±30.3
±3.4
±1.1
±76.7
±2.3
（0.327） （0.219）（0.119）（0.059）（0.414）（0.276）（0.219）（0.534）
193.3
86.9
111.7
18.4
2.0
219.7
6.9
59.8
±38.5
±75.6
±35.0
±15.4
±0.8
±110.6 ±4.3
±19.0
（0.685） （0.221）（0.018）（0.131）（0.383）（0.443）（0.379）（0.420）
191.0
114.5
120.1
17.2
2.3
6.3
48.1
207.0
±40.9
±61.3
±34.6
±9.6
±1.1
±12.4
±100.1 ±4.2
（0.647） （0.182）（0.019）（0.587）（0.938）（0.284）（0.815）（0.711）
198.6
109.7
53.4
123.2
17.3
223.7
6.4
2.3
±36.1
±76.2
±15.2
±32.9
±9.3
±87.1
±3.9
±0.9
（0.333） （0.051）（0.111）（0.062）（0.926）（0.029）（0.287）（0.604）
101.2
57.4
126.2
19.0
2.3
201.9
6.5
206.5
±79.2
±16.4
±36.7
±20.3
±0.8
±85.7
±3.7
±37.8
（0.050） （0.561）（0.711）（0.070）（0.848）（0.213）（0.535）（0.779）
176.7
70.1
63.3
94.6
17.4
2.1
203.3
9.3
±16.0
±63.0
±14.8
±17.3
±8.9
±0.5
±38.6
±5.0
（0.233） （0.390）（0.298）（0.112）（1.000）（0.981）（0.829）（0.099）
196.1
96.2
58.6
114.6
18.8
220.1
1.9
5.7
±41.6
±75.2
±19.6
±37.4
±17.2
±118.0 ±3.0
±0.8
（0.705） （0.825）（0.206）（0.665）（0.315）（0.050）（0.439）（0.022）
189.1
77.9
56.0
112.6
18.8
2.0
196.1
7.0
±36.3
±40.3
±15.8
±29.5
±16.4
±0.9
±92.4
±4.4
（0.237） （0.056）（0.881）（0.401）（0.365）（0.401）（0.195）（0.524）
195.8
67.1
110.3
16.1
2.4
218.8
7.9
66.1
±48.1
±41.1
±37.9
±8.1
±0.9
±92.7
±4.9
±18.1
（0.886） （0.086）（0.009）（0.449）（0.416）（0.086）（0.763）（0.183）
195.7
60.0
57.0
121.0
22.3
2.0
227.3
7.2
±39.3
±14.7
±18.2
±32.7
±3.2
±0.6
±32.2
±2.0
（0.951） （0.399）（0.877）（0.824）（0.460）（0.787）（0.838）（0.907）
193.6
57.0
115.1
17.7
2.1
209.0
6.7
87.8
±36.9
±17.4
±33.4
±13.1
±0.8
±101.6 ±4.1
±66.3
（0.442） （0.007）（0.284）（0.364）（0.498）（0.163）（0.399）（0.850）
193.6
86.7
57.9
114.1
17.9
2.0
209.8
6.4
±40.0
±64.3
±18.4
±34.5
±14.7
±0.8
±112.6 ±3.9
（0.697） （0.090）（0.157）（0.355）（0.528）（0.071）（0.736）（0.314）
193.8
113.7
123.8
16.5
2.3
204.1
6.4
48.0
±40.0
±58.4
±34.9
±9.0
±1.0
±98.8
±3.9
±11.5
（0.911） （0.163）（0.009）（0.251）（0.717）（0.346）（0.685）（0.739）
17

表八、中醫診斷症狀與多囊性卵巢相關生化檢驗（一）
證型

N

畏寒肢冷

47

手足心汗

37

心悸

17

乳脹

17

口乾多飲

28

消穀善飲

17

夜寐多夢

38

色黃

6

年齡
25.7±6.4
（0.076）
24.1±6.2
（0.001）
24.9±6.1
（0.140）
28.1±6.1
（0.483）
28.3±6.5
（0.245）
26.1±8.0
（0.532）
28.6±6.6
（0.075）
25.8±9.2
（0.644）

PCOS
48±0.5
（0.990）
50±0.5
（0.923）
56±0.5
（0.656）
41±0.5
（0.553）
46±0.5
（0.860）
65±0.5
（0.136）
37±0.5
（0.100）
63±0.5
（0.349）

寡月經
65±0.5
（0.851）
58±0.5
（0.387）
76±0.4
（0.257）
65±0.5
（0.961）
71±0.5
（0.364）
88±0.3
（0.025）
55±0.5
（0.169）
67±0.5
（0.897）

HA
13±0.3
（0.222）
22±0.4
（0.519）
0±0.0
（0.036）
6±0.2
（0.159）
4±0.2
（0.022）
12±0.3
（0.464）
13±0.3
（0.336）
33±0.5
（0.328）

PCOM
64±0.5
（0.496）
68±0.5
（0.262）
59±0.5
（0.916）
45±0.5
（0.243）
57±0.5
（0.727）
65±0.5
（0.672）
53±0.5
（0.266）
83±0.4
（0.235）

※POCS、寡月經、HA、PCOM 單位為％。

表九、中醫診斷症狀與多囊性卵巢相關生化檢驗（二）
證型

N

畏寒肢冷

47

手足心汗

37

心悸

17

乳脹

17

口乾多飲

28

消穀善飲

17

夜寐多夢

38

色黃

6

肥胖
24±0.4
（0.153）
31±0.5
（0.865）
29±0.5
（0.831）
18±0.4
（0.183）
29±0.5
（0.691）
35±0.5
（0.731）
35±0.5
（0.589）
83±0.4
（0.005）

BMI
23.8±5.9
（0.156）
25.7±6.6
（0.211）
24.9±6.5
（0.931）
22.8±4.0
（0.132）
24.6±5.4
（0.822）
24.9±8.0
（0.962）
25.3±5.6
（0.589）
31.4±5.5
（0.006）

TSH
2.3±1.4
（0.540）
2.0±1.4
（0.311）
2.8±1.9
（0.030）
2.5±1.4
（0.361）
2.1±1.4
（0.580）
2.2±1.4
（0.962）
2.2±1.3
（0.976）
1.5±1.5
（0.185）

FSH
6.2±2.5
（0.282）
7.9±12.0
（0.337）
6.5±1.9
（0.732）
6.9±2.2
（0.943）
7.1±1.9
（0.939）
10.7±17.4
（0.016）
6.4±2.6
（0.504）
5.6±1.3
（0.600）

LH
12.8±16.0
（0.192）
13.6±17.3
（0.112）
9.8±7.0
（0.582）
8.9±6.4
（0.371）
8.3±4.9
（0.127）
9.1±7.0
（0.421）
10.9±16.2
（0.867）
8.6±2.8
（0.564）

※肥胖單位為％；BMI 單位為 Kg/㎡；TSH、FSH、LH 單位為 mIU/mL。

18

LH / FSH
1.9±1.6
（0.123）
1.9±1.6
（0.250）
1.6±1.0
（0.591）
1.4±1.1
（0.216）
1.3±0.8
（0.031）
1.2±0.8
（0.066）
1.6±1.3
（0.563）
1.6±0.5
（0.794）

表十、中醫診斷症狀與多囊性卵巢相關生化檢驗（三）
證型
Insulin
AC
PC
HOMA HbA1C
SHBG
hsCRP
17.4±18.4 98.4±30.5 119.5±58.4 4.5±6.0 5.5±0.7 42.2±26.1 0.24±0.4
畏寒肢冷
（0.473） （0.312） （0.797） （0.281） （0.499） （0.383） （0.643）
19.5±19.5 93.9±17.7 120.2±42.7 5.0±6.6 5.6±0.5 39.5±28.9 0.21±0.3
手足心汗
（0.085） （0.717） （0.754） （0.062） （0.945） （0.976） （0.365）
16.0±17.1 96.2±23.0 110.6±51.1 4.7±8.0 5.6±0.7 35.5±17.4 0.15±0.2
心悸
（0.950） （0.880） （0.530） （0.442） （0.932） （0.468） （0.239）
11.4±5.0 88.8±6.5 102.4±19.3 2.5±1.2 5.4±0.3 51.0±34.0 0.17±0.4
乳脹
（0.129） （0.291） （0.187） （0.149） （0.199） （0.046） （0.328）
16.2±16.0 96.7±25.1 132.1±67.4 4.0±4.4 5.6±0.7 41.9±29.4 0.34±0.6
口乾多飲
（0.982） （0.763） （0.104） （0.920） （0.894） （0.587） （0.244）
16.6±17.7 102.0±39.1 121.4±60.7 4.8±8.1 5.6±0.7 47.3±33.9 0.16±0.2
消穀善飲
（0.891） （0.274） （0.778） （0.347） （0.760） （0.182） （0.312）
18.7±16.8 92.1±10.6 115.9±38.0 4.3±3.9 5.5±0.4 38.5±26.0 0.30±0.5
夜寐多夢
（0.191） （0.378） （0.764） （0.477） （0.452） （0.732） （0.502）
28.5±18.8 90.5±9.8 151.0±62.3 6.7±4.9 5.8±0.5 30.8±21.9 0.41±0.3
色黃
（0.028） （0.660） （0.113） （0.113） （0.591） （0.384） （0.350）
※Insulin 單位為 uIU/mL；OGTT、hsCRP 單位為 mg/dL；SHBG 單位為 n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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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中醫診斷症狀與多囊性卵巢相關生化檢驗（四）
證型
畏寒肢冷
手足心汗
心悸
乳脹
口乾多飲
消穀善飲
夜寐多夢
色黃

Chol.
192.5±26.6
（0.621）
184.7±31.8
（0.054）
208.2±38.5
（0.107）
183.4±35.8
（0.185）
189.2±28.3
（0.386）
205.5±38.0
（0.198）
192.6±37.8
（0.697）
186.8±39.7
（0.605）

TG
87.5±59.6
（0.390）
98.0±70.3
（0.721）
87.6±57.6
（0.668）
75.3±43.4
（0.229）
94.7±54.9
（0.986）
89.8±66.0
（0.768）
96.6±55.9
（0.825）
173.2±83.6
（0.005）

HDL
61.0±17.7
（0.013）
52.8±14.2
（0.129）
54.0±14.5
（0.532）
54.5±15.4
（0.632）
55.4±14.4
（0.743）
64.2±18.1
（0.036）
54.2±15.5
（0.343）
44.5±13.7
（0.076）

LDL
110.1±25.0
（0.117）
110.2±29.3
（0.201）
131.8±34.2
（0.041）
111.2±36.4
（0.520）
113.1±28.0
（0.594）
120.1±37.3
（0.614）
116.7±33.3
（0.909）
115.2±30.0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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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L
16.6±15.2
（0.596）
15.5±8.0
（0.276）
16.4±11.3
（0.719）
20.0±12.8
（0.376）
16.1±11.1
（0.526）
14.5±6.0
（0.310）
18.6±10.9
（0.487）
13.6±4.6
（0.451）

Testo
2.1±0.8
（0.760）
2.2±0.9
（0.243）
1.9±0.6
（0.458）
1.8±0.8
（0.158）
1.9±0.7
（0.118）
1.9±0.9
（0.456）
2.1±0.8
（0.726）
2.9±0.5
（0.019）

DHEAS
AMH
224.2±112.1 6.2±4.1
（0.282） （0.354）
237.5±114.6 6.9±4.4
（0.061） （0.697）
204.7±101.6 6.9±3.4
（0.747） （0.738）
201.4±95.8 6.8±4.4
（0.639） （0.837）
176.7±85.0 5.8±3.9
（0.032） （0.207）
183.0±73.8 6.5±3.7
（0.197） （0.874）
234.4±120.2 5.6±3.6
（0.095） （0.055）
223.4±63.8 7.4±3.8
（0.608） （0.670）

柒、附錄
附錄一、血液學檢驗項目單
項目

參考值

Fasting Glucose AC

70-100 mg/dl

2-hours Glucose PC

＜140 mg/dl

HDL

＞40 mg/dl

LDL

＜130 mg/dl

Cholesterol

＜200 mg/dl

Triglycerides

＜150 mg/dl

Prolactin

停經前：3.34-26.72
停經期：16.74-113.59

FSH

濾泡期：3.85-8.78
Mid-cycle peak：4.54-22.51
黃體期：1.79-5.12
停經期：10.87-58.64

LH

濾泡期：2.12-10.89
Mid-cycle peak：19.18-103.03
黃體期：1.20-12.86

TSH

0.34-5.60 mg/dl

High-sensitive CRP

＜0.072 mg/dl

Testosterone

0.09-0.86ng/mL

SHBG

26.1-110 nmol/L

Androstenedione

0.1-2.99 ng/mL
濾泡期 0.15-1.1

17OH-progesterone

黃體期 0.7-3.1
停經後 0.08-1.3 ng/mL

Fasting Insulin

空腹: 4.0-16.0 uIU/mL
初經期前: 19-63

DHEAS

成人:195-507
停經期:7-348 u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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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Version：PCOS03
Date ：10/Jan/2012

附錄二、中醫問卷（同訪員手冊）

本問卷為探討中醫診斷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之辨證分型，本問卷將分為五大
主題進行評估，感謝各位受試者撥冗配合問卷填寫！
病人基本資料表

姓名：

年齡：

民族：漢／原住民／外籍：
血壓：

職業：□醫療業
商業
□學生
學歷：□小學

婚齡：

身高：

㎝

體重：

㎏

㎜ Hg

腰圍：

㎝

臀圍：

㎝

□教師

□工業

□農業

□其他
□國中

□高中或專科

／

□服務業

□大學

□事務人員

□研究所

□

□博士

問診
1. 問寒熱（可複選）：
□無 特 殊：無特別的感覺。
□身熱惡寒：身體同時感到發熱及怕冷的感覺。
□畏寒肢冷：身體很怕冷，四肢又容易冰冷。
□壯
熱：身體感覺非常燥熱難受，皮膚發燙，體溫明顯升高（體溫大於 38℃）。
□日晡潮熱：身體感覺白天發熱，且時間固定，像潮水般一陣一陣（體溫不會大於
38℃）。
□午後潮熱：中午後發熱，且時間固定，像潮水般一陣一陣。
□夜間潮熱：夜間發熱，像潮水般一陣一陣。
□身熱不揚：體溫發熱但熱勢不高（约 37.5-38.5℃之間）。患者對熱感到可有可無。
□微
熱：身體可以感覺到微微發熱，小於 38℃。
□往來寒熱：怕冷和身體發燙交替發作。
□五心煩熱：手心與腳心及自覺心胸熱，而體溫有時升高，有時不會升高的一種虛
煩發症狀。
2. 問汗：
□無 汗
□自

出：應該流汗時，卻流不出汗。
汗：在沒有運動、勞動或因天氣熱或穿衣過暖、服用會發汗的藥物或食
物（如燒酒雞、薑母鴨）等因素，身體卻排出許多汗。
□盜
汗：睡覺時會流汗，醒來就不會流汗。
□手足心出汗：手心腳心會自己出汗
□無 特 殊：無特別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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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頭身胸腹四肢（可複選）：
□無特殊：無特別的感覺，則以下選項無需填答。
頭部：
□頭 暈：頭昏眼花，像暈車，胸口噁心感，嚴重者睜開眼睛即覺天旋地轉，不能
站立。
□頭 痛：非外傷引起的頭部疼痛。
□耳 鳴：耳內有鳴叫聲。
□耳 聾：對外面聲音聽不清楚或完全聽不到外面聲音。
□目 眩：視物不清，眼睛花花的。
□目乾澀：眼睛乾燥淚液分泌少，容易感到疲勞而言。
□目 脹：自覺眼珠發脹，甚至側眉稜骨也會感到痠脹的症狀。
□面部痤瘡：面部青春痘顏色紅赤。
□咽喉哽：喉嚨中常常有痰的感覺。
胸腹部：
□胸 悶：自覺胸口堵塞呼吸不順暢、胸悶不舒服。
□心 悸：心動悸不安寧，平躺時會覺得心臟繃繃跳。
□乳 脹：乳房發脹疼痛。
□腹 脹：腹部脹氣。
□腹 痛：腹部非外傷引起之不適感。
□小腹寒：小腹常有寒冷的感覺。
四肢：
□腕
脹：手腕關節感覺腫脹。
□四肢乏力：四肢缺乏力氣，想動卻沒力。
□四肢倦怠：手脚無力也不想活動，但無外傷或疼痛。
□手足心熱：身體無特別異常，但手腳一年四季都很溫暖。
全身：
□身
重：全身肢體沉重，好像穿上潮濕的衣服般活動不便，難已轉身的症狀。
□肌膚麻木：皮膚出現局部性的片狀、條狀、索狀知覺障礙，按壓時沒有感覺。
□腰
痛：腰部脊椎周圍肌肉呈現疼痛，彎曲或轉動時特別不舒服。
□腰膝痠軟：腰部痠軟、膝蓋痠軟二症同時或單一發生。
□多
毛：四肢或腹部、背部毛髮較多。
精神：
□精神不振：常常覺得很累，但睡眠時間及生活作息正常。
□煩躁鬱悶：常常覺得心裡煩躁，對許多事情都不感興趣，或易因小事就哭泣流淚。
4. 問口渴：
□正
常：符合一天約 2000 ㏄之飲水量。
□渴而不欲飲：口渴也不會攝取水份，沒有喝水的慾望。
□口乾多飲：口渴會喝很多水。
□口乾喜飲水而不欲咽：口渴會如漱口般只喝少量的水份，但不會額外多攝取。
目前每天水量攝取約：
㏄／天（含正餐的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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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份攝取溫度偏好：
□口乾喜冷飲：口渴偏好攝取冰冷的水份。
□口乾喜熱飲：口渴偏好攝取溫熱的水份。
5. 問口味：非進食時口中之味覺
□正常：無特別的感覺。
□淡味：味覺減退，自覺口內發淡而無法嚐出飲食滋味。
□苦味：口內感到苦味，但非食物所引起。
□甜味：口內感到甜味，但非食物所引起。
□酸味：自覺口中有酸味，甚者聞之有酸氣。
□澀味：口中有澀感，但非食物所引起。
□鹹味：自覺口中有鹹味，有時或伴有鹹味痰涎排出。
□黏膩：口舌黏膩，滯澀不爽，甚則食不知味。
6. 問飲食：
□正 常：如一般正常進食量。
□不欲食：沒有進食的慾望。
□納 少：吃很少，也不覺得餓。
□納 呆：對進食仍有慾望，但易因其他事情而忽略。
□厭 食：對進食感到厭惡。
□噁 心：進食後出現反胃感。
□嘔 吐：胃氣上膩所出現的症狀，出現嘔吐物。
□消穀善飲：吃的多，喝的多。
飲食口味偏好：
□喜食生冷：偏好食用未經烹煮或冰冷的食物。
□喜食肥甘：偏好食用油炸或甜食。
□喜食辛熱：偏好食用辛辣的食物。
7. 問睡眠：
□眠
可：無特別的狀況。
□白日思睡：白天特別容易想睡覺。
□飯後嗜睡：飯後特別容易想睡覺。
□煩躁難眠：多慮而難以入睡。
□夜寐多夢：入睡後會做很多夢。
8. 問二便：
小便（可複選）：
□小便正常：無特殊情況。
□小便量多：即使飲水量不多，但尿量仍超過飲水量。
□小便量少：尿量少於飲水量。
□小便頻數：小便次數明顯增加，一日可達數十次，簡稱頻尿。
□小便短赤：尿痛。排尿時尿道發生刺痛、灼痛、澀痛等，同時伴有小便尿不乾淨。
□小便清長：尿液澄清而量多。
□小便淋漓：小便後仍有點滴，尿不乾淨的情形。
□小便失禁：小便失去控制而自行排出的症狀，夜間意識清楚的況下見小便自行流
出者，亦屬本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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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尿頻多：夜間小便次數及尿量增加的症狀，一般次數在二、三次以上或夜間尿
量超過全日的四分之一，甚至接近或超過白天尿量。白天小便正常，
唯夜間尿多。
□小便色黃：小便顏色偏深黃，非藥物引起。
□小便色白：小便顏色偏濁白，非藥物引起。
大便（可複選）：
□大便正常：無特殊情況。
□大便乾結：大便呈現硬粗或不成條的情形。
□大便稀薄：拉肚子，大便不成形。
□溏結不調：大便質地偏黏稠但不臭。
□完穀不化：大便呈現食物樣貌，大多未經消化完全。
□大便黏滯：大便質地偏黏稠且臭位較重。
□五更泄瀉：半夜常感到腸胃不適而拉肚子。
□排便無力：覺得無法使用足夠的力量解便。
□滑瀉失禁：排便不能自控，甚至大便已排出而不自知。
□肛門氣墜：肛門處自覺有下墜感，嚴重者有脫肛的感覺。
□裡急後重：排便前腹部疼痛，欲解便而迫不及待為裡急；排便意願很急迫但排出
不暢為後重。
□排便不爽：覺得大便解不乾淨。
排便時間：

天／次或

次／天

9. 月經史
月經評估：
（１） 初經年齡：第一次來月經為幾歲？
□11-14 歲
□15-16 歲
□17-18 歲
□18 歲以上
（２） 月經間期天數：
□＜1 天
□1-2 天
□3-4 天
□5 -7 天
□7 天＜
（３） 週期：平常未服藥的月經週期
□＜28 天
□28-35 天
□＜1-2 個月
□3 個月＜
（４） 月經來時出血量(白天所用標準型衛生棉)：
□3-4 片（多） □2-3 片（正常） □1-2 片（較少） □＜1 片（少）
（５） 月經出血顏色：
□正紅
□淡紅
□鮮紅
□暗紅
（６） 月經出血性質：
□不稀不稠
□稀薄
□黏稠
□有血塊
痛經評估
（１） 月經來時是否感到疼痛？
□不痛，痛經性質（2）及時間（3）可省略填答
□輕度
□中度尚可忍受
□痛不可忍
（２） 痛經性質，是否按壓腹部？
□隱痛
□脹痛
□刺痛
□經痛時喜歡按壓腹部
□經痛時不喜歡按壓腹部
（３） 痛經時間：
□經前痛
□經期痛
□經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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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經前症狀：
□月經來前乳房脹痛
□月經來前腰酸很明顯

末次月經：

年

月

□月經來前大便偏稀偏軟

日

10. 帶下情況：
量 ：□正常
□較少
顏 色：□白
□黃白相間
質 地：□稀薄如水
□稀薄
氣 味：□無異味
□稍有臭味
搔癢感：白帶來時是否感到陰部搔癢？
乾澀感：白帶來時是否感到陰部較乾澀？

□較多
□黃
□黏稠
□臭味較大
□有
□有

□透明

□無
□無

11. 孕產情況：□無，以下省略不需填答；有則以最後一次時間記錄之。
（末次時間：

）人流 （末次時間：

）

自然流產 （末次時間：

）引產 （末次時間：

）

藥物流產 （末次時間：

）

孕產

12. 既往史：
□無 □有，請勾選以下選項：
一般：□高血壓 □心臟病
□慢性腎病
□慢性消化道疾病
□惡性腫瘤
□糖尿病 □慢性肝炎 □甲壯腺亢進 □血小板減少性紫瘢 □免疫性疾
病
□其他
婦科：□生殖道細菌／黴菌感染 □無菌性陰道炎 □子宮頸炎 □骨盆腔炎
□披衣菌感染 □支原體感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其他
13. 過敏史：□無 □有：
14. 家族史：□無 □有：
15. 生活史：出生地：

現居地：

16. 家族情況：
‧一級親屬女性月經失調情況(母親及姊妹)：
□無
□月經不規律：為發生在育齡期的月經週期＜21 天，或＞35 天，且 1 年少於或
等於 9 個週期
‧一級親屬男性：
□無
□早禿：40 歲之前的進行性脫髮，大多數患者在 30 歲之前頭頂都頭髮幾乎全部
脫落，而兩側及後腦部頭髮可以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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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協助本問卷的完成！
您的誠實回答對本研究至關重要，請重新審視問卷內容是否有所遺漏或非
現實之情形，並再次完成未盡完成處，再次感謝您的配合。
聞診：
□聲低氣怯：說話語調有氣無力，微弱小聲。
□聲高音粗：聲音高亢有活力。
□善嘆息：自覺中憋悶，每以長聲噓氣為舒的一種症狀。
望診：
整體望診：
1. 望神態：
□得神：精神飽滿，目光炯炯有神，言語清晰是身體健康的表現。
□少神：精神不振，不想說話，動作遲緩，面色蒼白無華。
□失神：精神委靡不振，言語錯亂，目光呆滯，面色暗沈，動作遲緩或煩躁不安四
肢抽搐。
2. 望型體：
□型體適中：指體格適中不胖也不瘦。
□型體瘦弱：指體格瘦小，四肢肌肉薄肉。
□型體偏瘦：指體格稍瘦，但四肢肌肉正常。
□型體偏胖：指體格稍胖，但四肢肌肉正常。
□型體肥胖：指體重過重，通常 BMI 大於 24 以上。
局部望診：
1. 望面色：
□面色紅潤：面色紅潤有光采。
□面色晄白：患者面部缺乏血色而發白稱為面色白，此為營血不容於面所致，主要
鑒於虛寒症與血虛症。
□面色萎黃：患者面部顏色比正常人偏黃而無光澤者，稱為面色萎黃。
□面黃虛浮：指面部虛浮作腫，但按之應手而起。
□面色晦暗：面色暗沉無光采。
□兩顴潮紅：兩側臉頰容易發紅。
□面色青紫：口唇出現青深紫色或青淡紫色而言。
□面色青黃：患者面部顯露青色者稱為面青色。
□面色暗淡：面容無光澤。
□面色乾焦：皮膚乾燥，可見脫皮。
2. 望唇色：
□口唇淡紅：唇色紅潤，但略顯蒼白。
□口唇紅絳：唇色紅潤。
□口唇暗紫：唇色偏紫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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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脈象：
1. 望舌
舌
色：□淡紅 □淡白 □紅絳
舌
質：□榮 □枯 □老 □嫩
舌
態：□痿軟 □強硬 □歪斜
舌下脈絡：□短細 □粗脹 □淡紅
苔
質：□薄
□厚
□潤
苔
色：□白
□黃
□灰黑
2. 脈象：
□浮 □沉
□散 □芤
□緊 □牢
□疾

□青紫 □紫暗 □暗紅
□胖 □瘦 □點 □刺
□顫動 □吐弄 □短縮
□青紫 □暗紅
□燥
□膩
□腐

□淡暗
□裂紋
□正常
□花剝

□遲

□數

□細

□弱

□濡

□弦

□滑

□澀

□長

□短

□革

□虛

□實

□微

□洪

□伏

□動

□促

□結

□代

【診斷】
西醫診斷：
中醫診斷：
辨證分型：
□腎陽虛
□脾氣虛

□齒印

□腎陰虛
□腎氣虛

□脾陽虛
□肝火型

□痰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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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瘀型

□氣滯型

附錄三、譯碼簿
問卷題號／名稱
1. 問診
1.1. 寒熱

1.2. 汗

1.3. 頭身胸腹四肢

變項屬性

變項說明

 數字元（有或無 1.1.1. 無特殊
以 1 或 0 表示）
。 1.1.2. 身熱惡寒
1.1.3. 畏寒肢冷
1.1.4. 狀熱
1.1.5. 日晡潮熱
1.1.6. 午後潮熱
1.1.7. 夜間潮熱
1.1.8. 身熱不揚
1.1.9. 微熱
1.1.10. 往來寒熱
1.1.11. 五心煩熱
 數字元（有或無 1.2.1. 無汗出
。 1.2.2. 自汗
以 1 或 0 表示）
1.2.3. 盜汗
1.2.4. 手足心出汗
1.2.5. 無特殊
 數字元（有或無 1.3.0. 無特殊
。 1.3.1. 頭暈
以 1 或 0 表示）
 若為無特殊，則 1.3.2. 頭痛
以 下 選 項 皆 無 1.3.3. 耳鳴
1.3.4. 耳聾
須填寫。
1.3.5. 目眩
1.3.6. 目乾澀
1.3.7. 目脹
29

選項說明
複選欄位。

複選欄位。

複選欄位。

備註

問卷題號／名稱

1.4. 口渴

變項屬性
1.3.8.
1.3.9.
1.3.10.
1.3.11.
1.3.12.
1.3.13.
1.3.14.
1.3.15.
1.3.16.
1.3.17.
1.3.18.
1.3.19.
1.3.20.
1.3.21.
1.3.22.
1.3.23.
1.3.24.
1.3.25.
1.3.26.
 數字元（有或無 1.4.1.
以 1 或 0 表示）
。 1.4.2.
 1.4.5. 為 文 字 1.4.3.
元。
1.4.4.
1.4.5.
1.4.6.
1.4.7.

變項說明
面部痤瘡
咽喉哽
胸悶
心悸
乳脹
腹脹
腹痛
小腹寒
腕脹
四肢乏力
四肢倦怠
手足心熱
身重
肌膚麻木
腰痛
腰膝酸軟
多毛
精神不振
煩躁鬱悶
正常
渴而不欲飲
口乾多飲
口乾喜飲不欲咽
水量攝取
口乾喜冷飲
口乾喜熱飲
30

選項說明

複選欄位。

備註

問卷題號／名稱
1.5. 口味

1.6. 飲食

1.7. 睡眠

1.8. 二便

變項屬性
變項說明
 數字元（有或無 1.5.1. 正常
以 1 或 0 表示）
。 1.5.2. 淡
1.5.3. 苦
1.5.4. 甜
1.5.5. 酸
1.5.6. 澀
1.5.7. 鹹
1.5.8. 黏膩
 數字元（有或無 1.6.1. 正常
。 1.6.2. 不欲食
以 1 或 0 表示）
1.6.3. 納少
1.6.4. 納呆
1.6.5. 厭食
1.6.6. 噁心
1.6.7. 嘔吐
1.6.8. 消穀善饑
1.6.9. 喜生冷
1.6.10. 喜肥甘
1.6.11. 喜辛辣
 數字元（有或無 1.7.1. 睡眠可
以 1 或 0 表示）
。 1.7.2. 白日思睡
1.7.3. 飯後嗜睡
1.7.4. 煩躁難眠
1.7.5. 夜寐多夢
 數字元（有或無 1.8.1. 小便
以 1 或 0 表示）
。
1.8.1.1.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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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說明
複選欄位。

複選欄位。

複選欄位。

複選欄位。

備註

問卷題號／名稱

1.9. 月經史

變項屬性
 1.8.3. 為 文 字
元。

變項說明
1.8.1.2. 量多
1.8.1.3. 量少
1.8.1.4. 頻數
1.8.1.5. 短赤
1.8.1.6. 清長
1.8.1.7. 淋漓
1.8.1.8. 失禁
1.8.1.9. 頻多
1.8.1.10. 色黃
1.8.1.11. 色白
1.8.2. 大便
1.8.2.1. 正常
1.8.2.2. 乾結
1.8.2.3. 稀薄
1.8.2.4. 溏結不調
1.8.2.5. 完谷不化
1.8.2.6. 黏滯
1.8.2.7. 五更泄瀉
1.8.2.8. 無力
1.8.2.9. 失禁
1.8.2.10. 肛門氣墬
1.8.2.11. 裡急後重
1.8.2.12. 排便不爽
1.8.3. 時間
 數字元（有或無 1.9.1. 月經史
以 1 或 0 表示）
1.9.1.1. 初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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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說明

單／複選欄位。

備註

問卷題號／名稱

1.10. 帶下狀況

變項屬性
 數字元（直接鍵
入選項代碼，如
123）。
 1.9.3. 為 文 字
元。

變項說明
1.9.1.2. 經期
1.9.1.3. 週期
1.9.1.4. 經量
1.9.1.5. 經色
1.9.1.5.1. 正紅
1.9.1.5.2. 淡紅
1.9.1.5.3. 鮮紅
1.9.1.5.4. 暗紅
1.9.1.6. 經質
1.9.1.6.1. 不稀不稠
1.9.1.6.2. 稀薄
1.9.1.6.3. 黏稠
1.9.1.6.4. 血塊
1.9.2. 痛經史
1.9.2.1. 痛經
1.9.2.2. 痛經性質
1.9.2.3. 痛經時間
1.9.2.4. 痛經情形
1.9.2.4.1. 經前乳脹
1.9.2.4.2. 經前糞稀
1.9.2.4.3. 經前腰酸
1.9.3. 最後一次月經
 數字元（有或無 1.10.1. 量
以 1 或 0 表示）
。 1.10.2. 色
1.10.3. 質
1.10.4.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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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說明

單選欄位。

備註

問卷題號／名稱

1.11. 孕產狀況

1.12. 既往史

變項屬性

變項說明

1.10.5. 癢
1.10.6. 乾
 1.11.1. 為 數 字 1.11.1. 孕產
元（有或無以 1 1.11.2. 自然產
或 0 表示）。
1.11.3. 藥物流產
1.11.4. 人工流產
1.11.5. 引產
 （ 有 或 無 以 1 1.12.1. 高血壓
或 0 表示）。
1.12.2. 心血管疾病
1.12.3. 慢性腎炎
1.12.4. 消化道疾病
1.12.5. 惡性腫瘤
1.12.6. 糖尿病
1.12.7. 肝病
1.12.8. 甲狀腺疾病
1.12.9. 血小板缺乏
1.12.10. 免疫性疾病
1.12.11. 其他身體過去病史
1.12.12. 細菌／黴菌性陰道感染
1.12.13. 無菌性陰道感染
1.12.14. 子宮頸炎
1.12.15. 骨盆腔炎
1.12.16. 披衣菌感染
1.12.17. 支原體感染
1.12.18. 子宮內膜異位
1.12.19. 其他婦科過去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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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說明

複填欄位。

複選欄位。

備註

問卷題號／名稱
1.13. 過敏史



1.14. 家族史



1.15. 家族情況



2. 聞診



3. 望診




變項屬性
數字元（有或無
以 1 或 0 表示）
。
數字元（有或無
以 1 或 0 表示）
。
數字元（有或無
以 1 或 0 表示）
。
數字元（直接鍵
入選項代碼，如
123）。
數字元（有或無
以 1 或 0 表示）
。
數字元（直接鍵
入選項代碼，如
123）。

變項說明
依個案狀況填寫並註記

選項說明
表格以有或無表示。

依個案狀況填寫並註記

表格以有或無表示。

1.15.1. 經期不規則
1.15.2. 早禿

複選欄位。
單選欄位。

3.1. 望診－整體
3.1.1. 神態
3.1.2. 型體
3.2. 望診－局部
3.2.1. 面色
3.2.2. 唇色
3.3. 舌
3.3.1. 舌色
3.3.2. 舌質
3.3.2.1. 榮
3.3.2.2. 枯
3.3.2.3. 老
3.3.2.4. 嫩
3.3.2.5. 胖
3.3.2.6. 瘦
3.3.2.7. 點
3.3.2.8.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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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複選欄位。

備註

問卷題號／名稱

4. 脈象

變項屬性

變項說明

3.3.2.9. 裂紋
3.3.2.10. 齒印
3.3.3. 舌態
3.3.4. 舌下脈絡
3.3.5. 苔質
3.3.5.1. 薄
3.3.5.2. 厚
3.3.5.3. 潤
3.3.5.4. 燥
3.3.5.5. 膩
3.3.5.6. 腐
3.3.5.7. 花剝
3.3.6. 苔色
 數字元（有或無 4.1. 浮
。 4.2. 沉
以 1 或 0 表示）
4.3. 遲
4.4. 數
4.5. 細
4.6. 弱
4.7. 濡
4.8. 弦
4.9. 滑
4.10. 澀
4.11. 長
4.12. 短
4.13. 散
4.14. 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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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說明

複選欄位。

備註

問卷題號／名稱

5. 診斷／證型

變項屬性

變項說明

4.15. 緊
4.16. 牢
4.17. 革
4.18. 虛
4.19. 實
4.20. 微
4.21. 洪
4.22. 伏
4.23. 動
4.24. 促
4.25. 結
4.26. 代
4.27. 疾
 數字元（有或無 5.1. 西醫診斷
。 5.2. 中醫診斷
以 1 或 0 表示）
5.3. 證型分類
5.3.1. 腎陽虛
5.3.2. 腎陰虛
5.3.3. 脾陽虛
5.3.4. 痰濕
5.3.5. 血瘀
5.3.6. 氣滯
5.3.7. 脾氣虛
5.3.8. 腎氣虛
5.3.9. 肝熱
5.3.10. 脾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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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說明

複選欄位。

備註

